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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初〔2018〕141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 2018 年温州市初中教师 

教学常规·单元试卷命题竞赛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初中： 

2018 年温州市初中教师教学常规·单元试卷命题竞赛活

动业已结束。经评议，共评出一等奖 36 名、二等奖 71 名、

三等奖 107 名。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附件：2018 年温州市初中教师教学常规·单元试卷命题

竞赛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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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温州市初中教师教学常规·单元试卷命题竞赛获奖名单 

 

语  文 
一等奖（6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曾海华 洞头区海霞中学 九上第 1 单元  
陈珊景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七上第 1 单元 
张玉静 瓯海区新桥中学 八上第 5 单元 
刘婷婷 温州市绣山中学 八上第 1 单元 
潘学学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七下第 6 单元 
张怀宁 温州第十五中学 九上第 3 单元 

 
二等奖（12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廖苏苏 瓯海区潘桥中学 九上第 1 单元 
周  锋 永嘉县实验中学 九上第 1 单元 
陈  煜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九上第 4 单元 
戴彬彬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九上第 4 单元 
邱茜茜 瑞安市仙降中学 八上第 2 单元 
张棉棉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中学 八上第 2 单元 
张跃丰 温州外国语学校 九上第 1 单元 
周小燕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九上第 6 单元 
包细簪 苍南县文汇中学 九上第 1 单元 
王光坚 龙湾区实验中学 七上第 1 单元 
周白雪 永嘉县崇德实验学校 八上第 4 单元 
麻淑娴 永嘉县岩头镇五尺中学 九上第 6 单元 

 
三等奖（18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徐洪珊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七上第 1 单元 
叶丹妮 瑞安市塘下罗凤中学 七上第 2 单元 
陈  铭 北京外国语学校瑞安附校 七下第 3 单元 
汪  燕 永嘉县实验中学 九上第 1 单元 
包贤铃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初中分校 九上第 6 单元 
夏慧慧 泰顺县罗阳二中  九上第 2 单元 
吴  迪 泰顺育才初级中学 七上第 2 单元 
缪少微 平阳县萧江镇第一中学 七上第 1 单元 
张瑞君 经开区海城中学 七下第 3 单元 
高炳洁 洞头区灵昆中学 九上第 1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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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丽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九上第 4 单元 
陈瑶瑶 文成县二源镇中心学校 九上第 4 单元 
张  雅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八下第 5 单元 
池海棠 瑞安市毓蒙中学 七上第 3 单元 
庄敏慧 瑞安市高楼镇中 九上第 3 单元 
钟云天 平阳县榆垟中心学校 八上第 3 单元 
郭贝贝 苍南县岱岭学校 九上第 3 单元 
李柏树 永嘉县实验中学 八上第 5 单元 

 

数  学 
一等奖（6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彭希鹏 温州市南浦实验教育集团惠民

路分校 八下《第 4 章平行四边形》 

王圣善 瓯海区任岩松中学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王云霞 经开区海城中学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金志靖 永嘉县岩头镇五尺中学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王少锋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八下《第 6 章反比例函数》 
林  超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七上《第 4 章代数式》 

 
二等奖（12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周施汝 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附属学校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周明文 永嘉县峙口中学 八下《第 5 章特殊平行四边形》 
颜厥凑 苍南县星海学校 八下《第 6 章反比例函数》 
廖莲霞 龙湾区海滨中学 九上《第 1 章二次函数》 
董大敢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七上《第 4 章代数式》 
陈  正 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附属学校 九上《第 1 章二次函数》 
陈训铨 经开区沙城中学 九上《第 3 章圆的基本性质》 
潘芳芳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章新新 苍南县文汇中学 八上《第 1章三角形的初步认识》 
周树祥 瑞安市毓蒙中学 九上《第 4 章相似三角形》 
黄  瑶 温州市九山学校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郑雪莲 温州市第二中学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三等奖（19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张富冬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九上《第 1 章二次函数》 
郑双燕 永嘉县瓯北一中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卢  新 永嘉县枫林镇中学 七上《第 3 章一元一次方程》 
林蓓蓓 瑞安市飞云中学 九上《第 1 章二次函数》 
汤裕斌 永嘉县巽宅镇中学 八下《第 6 章反比例函数》 



4 
 

陈春秦 苍南县钱库镇第一中学 九下《第 1 章解直角三角形》 
郭细泼 苍南县马站镇岱岭畲族乡学校 九上《第 3 章圆的基本性质》 
张夏燕 洞头区实验中学 八下《第 4 章平行四边形》 
张维伟 龙湾区永兴中学 八上《第 5 章一次函数》 
敖光献 乐清市城东第一中学 九上《第 3 章圆的基本性质》 
陈慧秀 瓯海区新桥中学 九上《第 3 章圆的基本性质》 
郑士波 文成县巨屿镇中心学校 九上《第 1 章二次函数》 
厉  莉 永嘉县桥下镇中学 九上《第 3 章圆的基本性质》 
董文婷 泰顺县实验中学 八上《第 3 章一元一次不等式》 
陈国成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七上《第 1 章有理数》 
吴燕飞 泰顺县罗阳二中 八上《第 4 章图形与坐标》 
卓林燕 泰顺县实验中学 八上《第 1章三角形的初步知识》 
吕子鹏 洞头区元觉义校 八上《第 5 章一次函数》 
黄金月 鹿城实验中学 七下《第 2 章二元一次方程组》 

 

英  语 
一等奖（6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夏  卉 温州市第二中学 9AM10 
张  琳 温州市绣山中学 9AM10 
刘文钊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9AM10 
何善琼 龙湾区永兴中学 9AM10 
胡畅畅 温州市第三中学 7AM10 
薛  露 平阳县苏步青学校 8AM10 

 
二等奖（12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陈依乐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8AM10 
张颖雅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8AM10 
许超超 瑞安市马屿镇曹村中学 8AM10 
黄跃群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9AM10 
郑晓莉 永嘉县界坑乡中学 8AM10 
何小贞 苍南县霞关镇初级中学 7AM10 
瞿乐丹 乐清市乐成镇第一中学 7AM10 
谢尚碧 瓯海区仙岩第一中学 9AM10 
陈小吾 洞头区实验中学 9AM10 
王  回 平阳县万全镇榆垟中心学校 9AM10 
吴晋茜 平阳县实验中学 8AM10 
赵小伟 温州第二十中学 9A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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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9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林丽妹 永嘉县瓯北镇第一中学 9AM10 
叶建娜 瑞安市外国语学校 8AM10 
金文乐 瑞安市马屿镇曹村中学 9AM10 
刘石寒 龙湾区实验中学 7AM10 
李培培 永嘉县瓯北镇第二中学 9AM10 
柯芬芬 瑞安市湖岭镇中学 9AM10 
赖士仲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8AM10 
王晓芳 永嘉县实验中学 7AM10 
郑雪敏 经开区沙城中学 8AM10 
陈青霞 苍南县桥墩镇腾垟学校 9AM10 
郑海塗 平阳县凤卧镇中学 7AM10 
周  超 苍南县钱库镇第一中学 8AM10 
陈  燕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9AM10 
杨一敏 泰顺县龟湖中心学校 9AM10 
张  慧 文成县实验中学 9AM10 
周素鸾 苍南县文汇中学 9AM10 
陈  碧 鹿城区临江中学 9AM10 
胡笑鸥 瓯海区实验中学 7AM10 
郭  婕 鹿城区仰义中学 9AM10 

 

科  学 
一等奖（6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金  辉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八上第四章 
陈庆旦 温州市绣山中学 九上第三章 
胡声伟 瑞安市飞云中学 八上第一、二章 
赵玉晶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九上第三章 
伍阔伦 瓯海区瞿溪华侨中学 八上第一章 
吴海生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九上第一、二章 

 
二等奖（13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王香玲 温州第十五中学 九上第一章、第二章 
张  键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八上第四章    
方  斌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九上第四章 
戴超凡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七上第四章 
周梦云 温州市第二中学 九上第三章 
张维锦 龙湾区永兴中学 九上第二章 
黄旭东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九上第二章 
叶存金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八下第一章、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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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宇洁 平阳县鳌江镇第四中学 九上第四章 
黄  静 永嘉上塘城关中学 八上第一章 
黄爱弟 鹿城区实验中学 八上第一章 
叶小忠 温州市藤桥中学 七上第一章 
林少艳 龙湾区实验中学 九上第二章 

 
三等奖（18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杨崇旭 苍南县青华学校 七上第四章 
周道楼 平阳新纪元学校 九上第一章 
汤洪波 永嘉县大若岩镇中学 八下第三章 
章佳雯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七上第二章 
林  胜 平阳县水头镇第三中学 九上第一章 
詹素琴 瑞安市马屿第一中学 九上第一章 
陈鹏翔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七上第四章 
陈中国 经开区沙城中学 七上第二章 
赵  海 平阳县鳌江镇第三中学 九上第一章 
程桢特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九上第三章 
蔡双燕 苍南县矾山镇第一中学 九上第二章 
黄洁洁 瑞安市飞云中学 九上第一章 
杨美多 平阳新纪元学校 九上第一章 
章华拼 苍南县炎亭镇学校 八上第一章 
尤颖异 永嘉县枫林镇中学 八上第一章、第二章 
宋梦玲 洞头区霓屿义校 八上第一章 
王廷余 平阳县新纪元学校 八上第一章 
张群武 瓯海外国语学校 七上第一、二章 

 

历史与社会 
一等奖（6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周永明 温州市东瓯中学 八上第三单元  
陈飞展 温州市第四中学 八上第四单元  
金慧敏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八上第三单元  
高  晶 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附属学校 九上第三单元 
郑巨灿 乐清市乐成第一中学 八下第六单元 
厉婷婷 温州翔宇中学 八上第三单元  

 
二等奖（11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林  窗 温州市第八中学 七上第二单元 
吴瑶瑶 温州市绣山中学 九上第三单元 
王晨访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八下第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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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琦环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八上第四单元  
金初蕾 龙湾区永中中学 七上第三单元 
金蓓蕾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八上第三单元  
陈志燕 瑞安市林川镇林溪学校 七上第三单元 
陈晓霞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九上第二单元 
赵  旭 温州翔宇中学 九上第三单元 
邵仙燕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七上第一单元 
江丽丹 泰顺县罗阳二中 七上第二单元 

 
三等奖（17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陈伊文 温州外国语学校 八上第三单元 
肖中臣 鹿城区实验中学 七上第二单元 
孙丰华 龙湾区实验中学 九上第三单元 
任佩如 瓯海区实验中学 八上第三单元 
周  健 洞头区第二中学 八上第三单元 
胡应其 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附属学校 八上第一单元 
王  娜 瑞安市湖岭镇中学 七下第六单元 
余芝雪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七上第二单元 
潘益川 永嘉县五尺学校 八上第三单元 
李金芝 永嘉县城关中学 七上第一单元 
何  万 苍南县文汇中学 九上第二单元 
叶忠正 苍南县灵溪镇第四中学 九上第三单元 
鲍  琼 平阳县萧江镇第一中学 九上第三单元 
陈园园 平阳县萧江镇第二中学 七上第二单元 
赵婷婷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九上第一单元 
林筱云 泰顺县实验中学 九上第二单元 
项小虎 温州滨海学校 八上第一单元 

 
 

道德与法治 
一等奖（6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郭丽君 文成县振中学校 八上第三单元 
叶丽芳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九上第二单元 
吴陈洁 温州市绣山中学 八上第二单元 
江晓琴 泰顺县育才初级中学 八上第一单元 
金  亮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八上第二单元 
刘  晶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九上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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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1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曾苗苗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属学

校教育集团学院路分校 八上第二单元 

程思思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八上第二单元 

郑温兰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府东

分校 九上第二单元 

张  思 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附属学校 八上 第二单元  
王佩佩 龙湾区永兴中学 九上第四单元 
叶海晓 永嘉县城关中学 九上第一单元 
潘素静 洞头区霓屿义务教育学校 八上第二单元 
徐陈有 永嘉县城关中学 八上第三单元 
黄天翔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七上第一单元 
施  君 瑞安市林垟学校 八上第一单元 
石燕丹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八上第二单元 

 
三等奖（16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金立亚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九上第二单元  
陈宗正 平阳县 水头镇第一中学 八上第二单元 
董  活 瑞安市林川镇林溪学校 九上第三单元 
杜晓红 瓯海区任岩松中学 九上第一单元 
罗冬梅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八上第二单元 
黄阿娟 乐清市蒲岐镇中学 七上第一单元 
胡  灵 永嘉县城西中学 八上第二单元 
张源源 经开区海城中学 九上第一单元 
李  飞 苍南县文汇中学 七上第二单元 
林  玲  苍南县钱库镇第四中学 九上第一单元 
潘  悦 文成县玉壶中学 八上第一单元 
钱红兵 温州新星学校 八上第二单元 
陈月夏 苍南县赤溪镇初级中学 七上第四单元 
唐宗俐 泰顺县罗阳镇二中学 八上第二单元 
叶鼎孟 永嘉县瓯北镇第五中学 八上第三单元 
王振敏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九上第一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