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中心学校、麻城师范、局属各单位、相关民办学校： 

根据麻城市电化教育馆《关于举办麻城市第四届微课大

赛的通知》的部署和要求，在各学校大力支持下，广大教师

的积极响应，通过湖北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共报送微课

作品 1268 件。经过校级初审推优和评审专家组线上复评两轮

评审，共评选出 662 件作品获奖，现将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作品分为高中组、中学组、小学组、幼教组四个组别，

共评出一等奖 112 件、二等奖 217 件、三等奖 333 件（见附

件 1）。依据《麻城市第四届微课大赛优秀组织奖评审标准》，

综合各单位报送作品数量、获奖数量和网络投票等情况，评

选出优秀组织奖 3 名（见附件 2）。 

文件查询及附件下载请登录“湖北教育云‘通知公告’

栏目”（http://www.hbeducloud.com/)。获奖教师和单位的证

书采用电子版形式下发，电子证书可扫码验证。证书下载地

址：http://zs.hbeducloud.com/q，不再印发纸质版证书。 

希望各单位及全体教师以比赛为契机，以获奖教师和单

位为榜样，积极更新教学理念和方法，主动创新信息化环境

下课堂教学形态，探索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有效学习的方

式，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努力实



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积极共同推动教育信息技术创新

发展。 

 

 

附件： 

1.麻城市第四届微课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2.麻城市第四届微课大赛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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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作品名称 作 者 学校 奖次 证书编号 

部分倒装 荣玲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01 

高考诗歌鉴赏 邬从荣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02 

洛伦兹力做功吗 龚知栋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03 

数据与计算--2.2 分支语句 陈慧玉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04 

一篇短文搞定 as用法 张艳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05 

用数学公式解决 12种时态和其被动结构 余丹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06 

原电池工作原理 涂威 麻城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07 

the inanimate subjects in writing 周靖 麻城市教育局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08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卢淑萍 麻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09 

初心不改，笃行致远 梁曦 麻城职教集团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10 

《烛之武退秦师》的游说艺术 何雄英 麻城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11 

阿房宫赋 蒋萍萍 麻城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12 

抛物线焦点弦性质的应用 魏兰 麻城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13 

赏析《登岳阳楼》——体会杜甫的博大情怀 徐芳 麻城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14 

向《谏逐客书》学写议论文 丁美玲 麻城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15 

小说明线暗线的作用 李玲 麻城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16 



浅谈抛物线有关定点问题 董芳珍 麻城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17 

提示词是名词或代词的语法填空的解题方法 欧阳萍 麻城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18 

二次曲线系在圆锥曲线中的应用 马力 麻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19 

分离定律的概率计算 曾祥勇 麻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20 

巧用放缩法和旋转法求解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临界问题 李文 麻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21 

全民守法 程芬 麻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22 

算法之分支结构 李建英 麻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23 

随处可见的 where 孙愿 麻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24 

文言断句 王妙婷 麻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25 

应用动量定理“电容器+棒”模型 吴继彬 麻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26 

自由组合的实质及相关比例 李玉 麻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27 

Unit 3 Fascinating Parks——Work in Pairs 郑卫 麻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28 

复数的概念 鲍业修 麻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29 

高中化学浓硫酸微课 徐昆 麻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30 

蛋白质的形成过程 樊诚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31 

高考语法填空解题探究 张霞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32 

篮球交叉步持球突破 肖肃中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33 

联言推理 余辉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34 

限制性定语从句 高志锋 麻城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35 

经济的全球化 涂月红 麻城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36 

平面图形的直观图 陈明 麻城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37 

时尚歌曲，巧解定语从句 洪玉秀 麻城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38 

烷烃同分异构体的书写 吴秀 麻城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39 



线面平行判定的应用 李平 麻城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40 

新文化运动 占水玲 麻城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41 

Unit2 Reading and thinking 俞鹏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42 

初学羽毛球正手挑球 李友谊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43 

电泳专题（二轮复习） 余小明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44 

短语辨析 侯晓伟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45 

高三语文复习备考策略 任利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46 

化学有机合成中的第尔斯-阿尔德反应 江燕妮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47 

扭转乾坤 8字旋风跑 吴静惠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48 

数列求和之错位相减法 金梅兰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49 

同分异构体的判断方法 丰利珍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50 

同系物、同分异构体概念辨析 段军威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51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陶林兵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52 

选必三 unit5 陈运娟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53 

余弦定理 董路通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54 

余弦定理及其推导 董路通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55 

主语从句 陈慧 麻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56 

等量同种电荷中垂线上场强分布的定量研究 杨翼 麻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57 

二项式定理 程燕玲 麻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58 

函数的零点与方程的根 胡东红 麻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59 

几何法求圆锥曲线的离心率 李慧 麻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060 



 

作品名称 作 者 学校 奖次 证书编号 

尿液的形成 吴世安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61 

一次函数的应用 彭恩锋 麻城市鼓楼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62 

功的计算 王林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63 

“巧用动词 妙笔生花”写作知识 蔡昆鹏 麻城市龙池桥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64 

书面表达满分冲刺 熊家锋 麻城市龙池桥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65 

歌曲《青春舞曲》重难点解析 邹小鹏 麻城市龙池桥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66 

复习文言虚词“之”的用法 罗义静 麻城市木子店镇祠堂铺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67 

勾股定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胡金志 麻城市木子店镇祠堂铺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68 

二次函数专题“与线段有关的最值问题” 胡福祥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69 

三角贸易 闵波 麻城市南湖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70 

带你解“互文” 丁友红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71 

反比函数 k的几何意义 胡立波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72 

Talking about the weather 周朝红 麻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73 

等腰三角形中的分类讨论问题 王小彤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74 

反比例函数中“K”的几何意义 王籍辉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75 

过去进行时中 when和 while的区别用法 刘晨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76 



角平分线的性质 赵翠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77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之代入消元法 董芳珍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78 

认识有理数的乘方 张桢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79 

三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朱娟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80 

小石潭记的“乐”与“凄” 金晶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81 

小说、记叙文中的环境描写 仲早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82 

修辞手法——比喻 来成霞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83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 陈磊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84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江洪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85 

中考题型之完成句子解题“三字经” 刘帆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86 

从“好”字分析《范进中举》人物形象 冯亮 麻城市电化教育馆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87 

人物描写之动作描写 徐俊峰 麻城市电化教育馆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88 

与面积有关的计算 罗慧国 麻城市张家畈中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89 

环境描写的作用 陈霞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90 

篮球《原地单手肩上投篮》 商远富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091 

宾语从句微课 江培玉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92 

关于点的运动中最大（小）值问题复习 蔡小东 麻城市春蕾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93 

义务教育书法练习指导结字规律之同中求变 邓兵 麻城市浮桥河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94 

have的用法 江国霞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95 

合理营养与食品安全 管霞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96 

九年级化学《化合价》 肖红 麻城市鼓楼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97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李伟丽 麻城市鼓楼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98 

根本政治制度 占琪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099 



说明文阅读专题复习 伍剑虹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00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鲍俊英 麻城市龙池桥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01 

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易营军 麻城市龙池桥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02 

《秋天的怀念》主题探究 李敏娟 麻城市龙池桥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03 

情态动词的用法 罗红娣 麻城市木子店镇祠堂铺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04 

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丁杨超 麻城市木子店镇祠堂铺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05 

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商红良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06 

《孔乙己》 第二课时 童小琳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07 

平行线的性质 吴联明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08 

时间表达法 洪绪兵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09 

修辞手法之呼告 胡先梅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10 

一元一次不等式及其解法 曹锋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11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几何问题 陈丹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12 

中考专题复习 病句修改之搭配不当 洪涛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13 

前滚翻 陈孔志 麻城市顺河镇罗家铺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14 

《刘姥姥进大观园》——“笑”字教学 程峰玲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15 

利用二次根式的非负性求值 陈欢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16 

平行线判定方法的综合运用 陈瑶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17 

生活中常见的盐——氯化钠 高丹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18 

《卖炭翁》的人物刻画 万清华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19 

《台阶》之从细节描写中感受父亲形象 赵翠萍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20 

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数的解析式 王鹏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21 

多情的月亮 刘厚华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22 



勾股定理 石送扬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23 

古诗词阅读与鉴赏 江幼丹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24 

几何图形的最大面积 余盛民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25 

加减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郎琦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26 

解直角三角形 梁芳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27 

全等三角形判定定理一 朱自文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28 

如何写好外貌描写 周立霞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29 

生命是一树花开《紫藤萝瀑布》《一棵小桃树》群文阅读 李晓峰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30 

完成句子失分的原因及对策 冯其洲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31 

写作训练   说明文的顺序 李升飞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32 

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辨析 王英桔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33 

中考专题--溶液 曹卫华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34 

复句类型 杨准科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35 

祈使句 钟蓉玲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36 

诗词赏析 陈学兵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37 

于细微处见精神--记叙文写作之抓住细节 杨伟科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38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郑方琪 麻城市新林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39 

科尔文手势 金素梅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40 

刘姥姥进大观园 阮亚芳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41 

there be 句型   田英 麻城市张家畈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42 

人物外貌描写 周涵洋 麻城市张家畈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43 

实验与探究   填幻方 夏世中 麻城市张家畈中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44 

《陋室铭》托物言志手法的运用 吕祯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45 



引号用法例举 郭远兵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46 

there be 句型的讲解 李晓珍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47 

读书方法篇——圈点批注法 冯未峰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48 

见微辨情 李燕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49 

祈使句 曾东秀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50 

陋室铭 龚瑶 盐田河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151 

九年级专题复习——感叹句 徐晓闯 麻城市白果镇第二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5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 刘早波 麻城市白果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53 

最短路径问题 王利 麻城市白果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54 

there be句型的使用 程香溪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55 

八年级英语上册第八单元 郑见荣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56 

平面直角坐标系 罗芳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57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陶忠山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58 

宋代的都市和文化 程双佳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59 

天气的表达法 陈木兰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60 

孝亲敬老，从我做起 余品才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61 

血流的管道——血管 陈凤英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62 

I'm  watching TV 程志连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63 

元素的符号  成文明 麻城市乘马岗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64 

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数解析式 胡文波 麻城市夫子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65 

现在进行时态 雷金淼 麻城市夫子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66 

辨析 alive，living，live，lively 王靖文 麻城市浮桥河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67 

大数字的表达与读法 韩檠 麻城市浮桥河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68 



乘方 唐景瑞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69 

修辞手法之夸张 杨小燕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70 

因式分解--分组分解法 江锐波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71 

短语类型 刘凡 麻城市鼓楼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72 

天净沙.秋思的思想内涵 罗赛红 麻城市鼓楼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73 

there be 句型 闵春华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74 

地方文化特色对旅游的影响 毛惠子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75 

定语从句 何文娟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76 

功率 库亚利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77 

力学作图--杠杆作图 成勇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78 

现在完成时态、一般过去时态、过去完成时态辨析 周燕梅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79 

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夏荣武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80 

与旋转有关的几何类比探究题 李杰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81 

中考完形填空解题技巧 刘翠 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82 

主谓一致 陈仲勤 麻城市龙池桥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83 

诗词三首 张成刚 麻城市龙池桥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84 

“知人论世”的鉴赏方法 郑雯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85 

欢乐进行时 欧文菊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86 

挥笔论史—中考历史小论文的论述技巧 袁绣莲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87 

写作 审题立意 李久霞 麻城市南湖街道办事处闵集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88 

解一元一次方程 金碧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89 

驿路梨花之一波三折 鲍细娟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90 

日本明治维新 陈希英 麻城市顺河镇罗家铺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91 



变色龙——讽刺手法研讨 徐述义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92 

代词复习课 王朝玲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93 

祈使句 毛水玲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94 

实数的概念和分类 谢杰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95 

现在完成时态 刘丹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96 

游山西村 彭亚梅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97 

作文开头有技巧 姜海燕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98 

含英咀华思教化—《关雎》品悟 夏玲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199 

陋室铭 邹永波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00 

There be句型 屈彩丽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01 

短语结构类型及判断 王兰英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02 

过去进行时 罗保玲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03 

加减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胡肖婷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04 

漂浮体的计算 周琼华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05 

现在进行时态 肖胜华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06 

so...that与 so that“如此”不同 毛清和 麻城市铁门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07 

壶口瀑布 肖齐台 麻城市铁门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08 

气温变化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的判读 周佑春 麻城市铁门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09 

一棵小桃树 周勇 麻城市铁门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10 

桃花源记 蔡忆宁 麻城市新林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11 

物主代词用法 张新如 麻城市新林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12 

不等式组中含其他字母参数的“整数解”问题 袁小康 麻城市盐田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13 

变量与函数 周致昊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14 



蹲踞式跳远教学 虞勇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15 

方位介词 曾瑞霞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16 

景物描写的方法 郑耀辉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17 

石壕吏 饶国芳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18 

一次函数 汪长虹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19 

已知点的坐标求图形的面积 袁常红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20 

圆锥的则面积和全面积 张宏卫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21 

写作议论文如何做到言之有据 程杏花 麻城市张家畈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22 

get to,arrive at,reach的用法 王绍根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23 

变量与函数 朱倩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24 

别云间赏析 张治国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25 

宾语从句 陈文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26 

二次函数解析式求法 郭宏考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27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与未知数的系数及常数项的关系. 吴祝书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28 

反意疑问句 甘燕妮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29 

感叹句 李商洁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30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吴单平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31 

九年级 uint4语法 侯芳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32 

三角形的内角和 明国华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33 

算术平方根 侯海晖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34 

随机事件 郭殿艳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35 

我爱这土地 甘春妮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36 

信息技术--图像抠图 林承雷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37 



行路难 吴巧莲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38 

直角三角形斜边上中线的性质 郭宏芳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39 

中国画的笔墨情趣 郭湘鹏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40 

中国梦宏伟蓝图 金海鹏 麻城市中馆驿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41 

There be 句型在一般疑问句中的应用 张亚玲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42 

朗读技能训练——停连 余静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43 

宋元时期的都市和文化 陈凤珍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44 

燃烧和灭火 唐琴 盐田河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245 

 



作品名称 作 者 学校 奖次 证书编号 

打电话 胡萍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46 

口语交际《小兔运南瓜》 张巧妮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47 

认识钟表 罗敏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48 

找规律 张光红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49 

猜猜他是谁 胡敏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50 

分数的初步认识几分之一 周楚红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51 

口语交际《请教》 赵小妹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52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郑以珊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53 

体会比喻句的表达效果 肖率英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54 

跳单双圈 颜丽庭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55 

音的强弱 董洁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56 

音乐反复记号 熊晚露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57 

怎样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 袁玲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58 

植树问题(不封闭线路上两端都要栽的植树问题） 朱彩霞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59 

口语交际：劝告 章顺花 麻城市第六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60 

五月端午粽情浓 熊亮 麻城市第六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61 

缩句的方法和技巧 李玲 麻城市第三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62 



口语交际：图书借阅公约 刘胜英 麻城市第四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63 

有余数的除法（例 5） 周亚清 麻城市第四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64 

前滚翻 梅春阳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65 

认识扇面 董哲彰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66 

探究鸡兔同笼问题 喻蕾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67 

音乐微课《切分音》 罗晨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68 

根据斜置对称轴补全轴对称图形 李友丹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69 

如何写出景物的动态变化 袁娣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70 

手电筒的秘密 曹扶霞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71 

图形的运动——秋千的运动方式 何芳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72 

圆锥的体积微课 张书山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73 

自相矛盾 林向萍 麻城市福田河镇福田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74 

探索图形 张铭 麻城市福田河镇双庙关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75 

Module4 Unit2 Weather 程为华 麻城市福田河镇张店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76 

学用动作描写 突出人物形象 谭幼玲 麻城市龙池桥办事处红石堰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77 

学习拟人句 小学语文微课 徐巧珍 麻城市龙池中电国际松鹤希望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78 

分数的基本性质 邱林峰 麻城市木子店镇博士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79 

清明古诗赏析 耿梅君 麻城市木子店镇博士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80 

推理 丁晓芳 麻城市木子店镇博士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81 

一般将来时 张  玉 麻城市木子店镇博士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82 

语文基础知识——形近字 毕艳 麻城市木子店镇博士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83 

化简比 徐菲 麻城市木子店镇丁家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84 

口语交际  打电话 程汉林 麻城市木子店镇丁家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85 



如何用好常见的量词 张建军 麻城市木子店镇丁家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86 

童心抗疫，从心出发 王婷 麻城市木子店镇丁家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87 

直述句改转述句 鲍盈 麻城市木子店镇黄泥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88 

万以内数的大小比较 张真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89 

线段、射线、直线微课 商江英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90 

有趣的“提示语” 胡小雨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91 

竹节人 张曦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92 

水平二 立定跳远 邹伟英 麻城市南湖街道办事处平靖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93 

认识时钟 李继忠 麻城市南湖街道办事处石马槽小学教学点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94 

打电话 郭慧玲 麻城市南湖街道办事处熊岗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95 

荷叶圆圆带有“几”的生字 邓智慧 麻城市歧亭镇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96 

橡皮泥在水中的沉浮 邹泽伟 麻城市三河口镇马王河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97 

缩句 肖春蕾 麻城市顺河镇垸店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98 

信息的检索 雷志国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299 

标点符号的认识及运用 薛书琴 麻城市宋埠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00 

第 12课 集字临摹练习 陈冬娥 麻城市宋埠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01 

生活处处有规则 李自新 麻城市宋埠镇李胜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02 

朝读经典四年级第六单元《楚乡情》微课 黄志祥 麻城市宋埠镇鄢家河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03 

习作指导《笔尖流出的故事》 袁喜平 麻城市宋埠镇鄢家河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04 

歇后语 袁涛 麻城市宋埠镇鄢家河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05 

音序查字法 李春霞 麻城市宋埠中心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06 

从同一位置观察不同物体 夏桥滟 麻城市英才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07 

跪跳起 易小燕 麻城市英才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08 



桃花心木 李品学 麻城市张家畈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09 

荷叶圆圆 胡长英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10 

正比例 肖锦晖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311 

0的认识 叶婧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12 

认识地球的形状 张洁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13 

石灰吟 胡远志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14 

四边形的内角和 冯琴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15 

学习明贬实褒的写法 翟华芬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16 

引述句改为转述句的方法 冯凡玲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17 

用准“的，地，得” 陈雪莹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18 

有规律的排列问题 陈晓晴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19 

初试身手——借景抒情 项凌云 麻城师范第二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20 

认认真真学队章 李华 麻城师范第二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21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蒋秀清 麻城师范第二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22 

自行车里的数学 施胜全 麻城师范第二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23 

《鸟的天堂》——“点面结合法” 田欢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24 

观察物体（三）第一课时 张汉林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25 

解决问题 5——租船问题 高秀英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26 

数学广角—搭配（二）排列问题 罗巧林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27 

图形的运动（二）轴对称 王兰芳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28 

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 龚春玲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29 

中华传统节日 游园春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30 

走进田园诗  领略风光美——《小池》 廖建水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31 



《石灰吟》中的家国情怀 欧阳曦凤 麻城市春蕾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32 

be动词的用法 王丹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33 

How's the weather 黄维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34 

笔芯为什么能够伸缩 杨成丽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35 

动静结合  描写更生动 张劲松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36 

二年级数学 推理 冯婷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37 

二年级写话《大自然的秘密》 姜茹雪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38 

国画《用彩墨画鱼》 刘云凤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39 

合唱启蒙《顽皮的杜鹃》 吴雨筝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40 

画家凡•高 李峥旭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41 

刻印的乐趣 陈畅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42 

认识面积 闵绍芳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43 

认识四边形 周思杰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44 

探究余数与除数的关系 熊玉敏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45 

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 訚焰婷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46 

有余数的除法（例 2） 徐杨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47 

爱心的传递者 周巧玲 麻城市第六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48 

鸡兔同笼 张立山 麻城市第六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49 

面积和周长的区别 董雯 麻城市第六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50 

数学广角 推理 2 朱卫 麻城市第六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51 

周长的认识 王辉 麻城市第六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52 

童年的水墨画 毛征峰 麻城市第三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53 



第 1课时 年、月、日 周洪春 麻城市第三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54 

古诗词表现手法——借景抒情 黄秀娟 麻城市第三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55 

认识地球的形状 万升宏 麻城市第四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56 

直述句改转述句 蒋辉枝 麻城市第四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57 

《认识人民币 1》——元角分之间的关系 苏霞 麻城市第五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58 

《刷子李》——学习侧面描写人物的方法 戴小英 麻城市第五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59 

写话——我的好朋友 邹莹 麻城市第五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60 

艳丽的大公鸡 向乾 麻城市第五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61 

圆的面积 丁伟 麻城市第五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62 

《学弈》诵读 严银平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63 

部首查字法 曾吉峰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64 

初试身手 王 红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65 

大树妈妈 谈俊英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66 

狐假虎威 占红丽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67 

精卫填海 张琪华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68 

年月日 商建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69 

排球正面下手发球 双娅玲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70 

三拍子的指挥图示 王文浩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71 

生活离不开规则 夏虹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72 

时间推算 罗俊锋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73 

田忌赛马 江亚萍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74 

小篮球-行进间运球 易洋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75 

学写一种花 胡守汝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76 



有余数的除法 程莉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77 

余数与除数的关系 齐琳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78 

圆的认识 张亚琴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79 

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 罗银利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80 

植树问题 袁赛霞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81 

中国有了共产党 董锦霞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82 

主题阅读整本书阅读《父与子》阅读方法 李晓涵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83 

做一件事时发生另一件事 袁婷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84 

三角形的面积 朱丽娟 麻城市福田河镇张店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85 

分数的初步认识--认识几分之一 吕延涛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86 

谁先看到日出 汪小燕 麻城市龟山镇矮桥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87 

数学广角——推理 方玲 麻城市龟山镇矮桥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88 

圆柱的表面积 徐爱红 麻城市龟山镇矮桥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89 

谁才是最高的？ 巢蕾 麻城市龟山镇熊家铺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90 

用彩墨画鱼 孙琳祺 麻城市龟山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91 

有趣的对联 胡全乐 麻城市黄土岗镇闵家畈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92 

直述句改转述句 丁蒙 麻城市黄土岗镇闵家畈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93 

数学广角 搭配二 程婧 麻城市黄土岗镇长岭岗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94 

仰卧起坐 王亚玲 麻城市乐达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95 

体积和体积单位 崔丁 麻城市龙池桥办事处七里桥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96 

搭配 陈向莉 麻城市龙池中电国际松鹤希望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97 

二年级科学《春夏秋冬》 汪茂华 麻城市龙池中电国际松鹤希望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98 

中国美食 吕竹青 麻城市龙池中电国际松鹤希望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399 



注意说话的语气 江倩 麻城市龙池中电国际松鹤希望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00 

分数的基本性质 张晓芳 麻城市木子店镇博士坳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01 

三年级科学认识土壤 周小伟 麻城市木子店镇祠堂铺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02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 周熠 麻城市木子店镇祠堂铺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03 

巧数线段 胡三平 麻城市木子店镇丁家坳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04 

圆的面积 张红志 麻城市木子店镇搁船山小学教学点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05 

质数和合数 王俊 麻城市木子店镇古城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06 

分数的基本性质 张文 麻城市木子店镇黄泥坳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07 

四则运算租船问题 邹俊 麻城市木子店镇黄泥坳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08 

图形放大与缩小 刘聪 麻城市木子店镇黄泥坳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09 

《别董大》古诗赏析 张华 麻城市木子店镇李峰山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10 

鸽巢原理 潘伟红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11 

根据等式判断是否成正反比例关系 丁见杰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12 

简单的搭配 夏传翼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13 

口语交际  即兴发言 詹兰兰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14 

围绕一个意思写一段话 胡晓燕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15 

圆柱的表面积 曹升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16 

长方形面积的计算 梅海涛 麻城市南湖街道办事处塘西垸小学教学点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17 

杠杆的省力秘密 王品录 麻城市南湖街道办事处熊岗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18 

仿写句子 成建红 麻城市歧亭镇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19 

牧场之国 蒿畅 麻城市歧亭镇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20 

认识小数 林露 麻城市歧亭镇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21 

长方体的体积 付成萍 麻城市歧亭镇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22 



M6U1P1 I went there last year. 张小琳 麻城市三河口镇马王河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23 

这样写通知 李银帆 麻城市三河口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24 

认识比喻句 李燕 麻城市顺河镇梅家楼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25 

Be动词的运用 周聪 麻城市顺河镇西张店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26 

《从军行》、《凉州词》古诗组读 汪美玉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27 

鸽巢问题一 程美玲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28 

 利率－巧算本息转存 胡凤兰 麻城市宋埠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29 

“漫画”老师 何珍 麻城市宋埠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30 

认识钟表 黄海伦 麻城市宋埠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31 

解决问题（一） 郝秀运 麻城市宋埠镇叶店小学教学点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32 

学会宽容 胡裕进 麻城市宋埠镇叶店小学教学点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33 

4减几 张娟 麻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34 

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 丁红霞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35 

探究多边形内角和 王敏 麻城市英才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36 

国旗国旗真美丽 吴金芮 麻城市中馆驿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37 

“青”字族汉字的认识 胡姝丽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38 

温暖的“接力棒” 张春光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439 

把字句与被字句的转换 游海燕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40 

概括文章主要内容之六要素概括法 李莹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41 

精读引领课《燕子》+《海燕（节选）》 肖丽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42 

三角形的分类 刘波涛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43 

三角形的内角和 刘亭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44 

双重否定句变为肯定句 冯婷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45 



学用简单的标点符号 黄线 华中电网麻城希望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46 

吃饭有讲究 陶月金 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47 

传统节日 诸虹男 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48 

女娲补天翻转课堂 项建英 麻城经济开发区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49 

部首查字法 张静 麻城师范第二附属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50 

三角形的面积 黄勤勇 麻城师范第二附属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51 

Module3 Unit1 What are they doing? 熊雪莲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52 

百分数的意义和读写 金黎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53 

插上想象的翅膀——艾青《绿》的品析 夏卫红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54 

郊游 卢珊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55 

那个星期天 田志刚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56 

漂亮的瓶子 刘冰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57 

There be 句型 严丹 麻城市白果镇冯氏祠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58 

圆柱体的表面积 朱三平 麻城市白果镇麻溪河高级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59 

整十数加、减整十数 王鑫 麻城市白果镇麻溪河高级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60 

What's the weather like? 龚金潭 麻城市白果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61 

简单的排列 蔡胜红 麻城市白果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62 

巧写提示语让对话更精彩 吴黄 麻城市白果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63 

认识反问句 唐圆华 麻城市白果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64 

三角形高的画法 王永刚 麻城市白果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65 

时间表达法 杨媚 麻城市白果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66 

转化单位“1” 彭波 麻城市白果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67 

小白船 金源 麻城市乘马岗镇乘马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68 



百变影子 王大鹏 麻城市乘马岗镇董家畈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69 

春天的节奏——小雨沙沙 吴翠翠 麻城市乘马岗镇董家畈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70 

There be 句型 王慧 麻城市乘马岗镇列宁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71 

动物王国开大会 朱红娟 麻城市乘马岗镇列宁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72 

惠崇春江晚景 胡晓蕾 麻城市乘马岗镇列宁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73 

立定跳远 巩源江 麻城市乘马岗镇列宁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74 

跳绳 贺凤林 麻城市乘马岗镇列宁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75 

习作：神奇的探险之旅 陶安丽 麻城市乘马岗镇列宁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76 

最大公因数、最小公倍数的比较应用 刘厚凤 麻城市乘马岗镇列宁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77 

可能性 曾丽 麻城市乘马岗镇万义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78 

三年级语文《火烧云》 陶中柱 麻城市乘马岗镇万义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79 

be动词用法规则 邓金花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80 

火山喷发 刘子璇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81 

快乐读书吧   认识目录 刘珊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82 

前滚翻 程敏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83 

认识比喻句的感情色彩 罗俊玲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84 

小通物流车——智能拉力机器人 赵梦琪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85 

疫情防控 戴口罩 刘建霞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86 

原地三面转法 丁永平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87 

动物儿歌 鲍芹 麻城市第六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88 

花钟 毛长秀 麻城市第六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89 

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颜晶 麻城市第六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90 

作文写作有妙招 王兰姣 麻城市第六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91 



反语的妙用 丁永峰 麻城市第三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92 

如何将直述句改为转述句 徐升艳 麻城市第三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93 

体育与健康 汪琼 麻城市第三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94 

小数的近似数 王前芳 麻城市第三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95 

解方程 李仪 麻城市第四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96 

开满鲜花的小路根据图片及例句仿写句子 徐喜柱 麻城市第四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97 

脑的功能 丁劲辉 麻城市第四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98 

年月日 刘锋 麻城市第四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499 

三角形按角分类 彭媛玲 麻城市第四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00 

语文园地四初识排比句 王茗云 麻城市第四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01 

口语交际  自我介绍 项海洪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02 

声乐的演唱形式 万山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03 

习作：如何写动物--国宝大熊猫 罗卫国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04 

燕子 夏红霞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05 

装饰色彩 孙媛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06 

多变的提示语 陶维娟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07 

技巧 肩肘倒立 蔡武阳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08 

心理健康教育--《寻找快乐密码》 丁丽霞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09 

杨氏之子 周娇娥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10 

长方体的认识 袁军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11 

Do you like meat? 石长龙 麻城市夫子河镇芦家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12 

三角形内角和 邹瑶 麻城市夫子河镇芦家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13 

直述句改转述句 唐饶 麻城市夫子河镇芦家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14 



年、月、日 严丹萍 麻城市夫子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15 

清平乐·村居 鲁莹 麻城市夫子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16 

in on under的用法 王敏 麻城市福田河镇福田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17 

风的形成 曾凡丽 麻城市福田河镇福田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18 

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梅宝琼 麻城市福田河镇福田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19 

圆的面积公式 成实 麻城市福田河镇福田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20 

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高涵 麻城市福田河镇福田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21 

鸽巢问题《理解总有、至少》 林刚 麻城市福田河镇两路口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22 

余数和除数的关系 曹福东 麻城市福田河镇两路口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23 

生活离不开他们 郭仁飞 麻城市福田河镇双庙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24 

音频效果处理 吴显迎 麻城市福田河镇双庙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25 

“的、地、得”的用法 郑萌 麻城市福田河镇桠枫树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26 

认识标点—青蛙写诗 王晓英 麻城市福田河镇桠枫树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27 

缩句妙法 李桂峰 麻城市福田河镇桠枫树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28 

太阳系之八大行星 李善鹏 麻城市福田河镇张店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29 

记叙文中人物细节描写 刘梦凡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30 

乐景衬哀情 唐玲俐 麻城市龟山镇矮桥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31 

我是独特的 鲍园 麻城市龟山镇矮桥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32 

认识年月日 王玉珍 麻城市龟山镇丁家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33 

字词句运用  巧用比喻  仿写小诗 冯佳丽 麻城市龟山镇龟头河小学教学点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34 

我的自画像 王峥 麻城市龟山镇磨子山小学教学点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35 

猫 程桔心 麻城市龟山镇石陂小学教学点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36 

安全用电 吴翠 麻城市龟山镇熊家铺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37 



学写通知 夏秀林 麻城市龟山镇熊家铺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38 

保护我们的身体--你的生活作息健康吗 李欢欢 麻城市龟山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39 

一般将来时态 丁园 麻城市龟山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40 

绝句 夏芳 麻城市黄土岗镇大河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41 

数学广角——植树问题 许宽华 麻城市黄土岗镇大河背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42 

两位小数的加减法 王丹 麻城市黄土岗镇闵家畈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43 

小猴子下山 熊朝霞 麻城市黄土岗镇闵家畈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44 

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王显玉 麻城市黄土岗镇四道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45 

缩句的方法与运用 胡蝶 麻城市黄土岗镇新屋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46 

说新闻 易珊舞 麻城市黄土岗镇严家畈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47 

实际问题与方程（相遇问题） 徐攀宇 麻城市黄土岗镇长岭岗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48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李喜春 麻城市龙池中电国际松鹤希望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49 

修改病句 何晓敏 麻城市木子店镇博士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50 

there be句型的用法 汪冬丽 麻城市木子店镇祠堂铺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51 

分数的基本性质 王魁 麻城市木子店镇祠堂铺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52 

长方体的表面积 王琳 麻城市木子店镇祠堂铺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53 

认识余数 丁金 麻城市木子店镇丁家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54 

十六年前的回忆 刘芬 麻城市木子店镇丁家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55 

自相矛盾 夏冬 麻城市木子店镇丁家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56 

修辞手法之夸张 周杜娟 麻城市木子店镇黄泥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57 

比喻拟人巧区分 占静 麻城市木子店镇石磴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58 

修改病句 李虹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59 

搭配（2） 郑红元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60 



花钟 詹婷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61 

平均数 胡立峰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62 

平移法求阴影面积 汪振兴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63 

清明 汪桂民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64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梅小萍 麻城市木子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65 

学用简单的标点符号 刘青霞 麻城市南湖街道办事处平靖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66 

平均分 聂威风 麻城市南湖街道办事处水寨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67 

长方形面积公式的推导 王学利 麻城市南湖街道办事处熊岗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68 

克与千克的认识 丁雪峰 麻城市南湖街道办事处熊家垅小学教学点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69 

It's on your desk 童小群 麻城市歧亭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70 

青蛙卖泥塘 肖虹 麻城市歧亭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71 

认识百分数 胡芳 麻城市歧亭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72 

轴对称图形 唐剑 麻城市歧亭镇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73 

我的情绪我做主 王婵 麻城市歧亭镇兴隆寺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74 

9加几 甘珊 麻城市三河口镇河铺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75 

古诗《清明》 刘冰雨 麻城市三河口镇马王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76 

混合运算解决问题 吴义平 麻城市三河口镇马王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77 

巧补砖块 叶华娟 麻城市三河口镇张广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78 

“贝”的故事 肖玲 麻城市三河口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79 

角的初步认识 邓小芹 麻城市顺河镇安畈小学教学点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80 

静夜思 程秀枝 麻城市顺河镇林店小学教学点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81 

杨氏之子 曾立婷 麻城市顺河镇罗家铺中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82 

比例的基本性质 徐珊 麻城市顺河镇西张店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83 



藏戏的重点句子分析 汤迎子 麻城市顺河镇垸店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84 

认识年、月、日 唐本泽 麻城市顺河镇垸店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85 

“把”字句和“被”字的互换 郑红伟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86 

“的、地、得”的用法 李易琳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87 

赏美景学古诗--《山居秋暝》 李梦 麻城市顺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88 

100以内数的顺序 钟萍 麻城市宋埠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89 

方位介词 陈晨文 麻城市宋埠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90 

口语交际-《推荐一部动画片》 年珍 麻城市宋埠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91 

快乐跳绳，健康相伴 项红涛 麻城市宋埠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92 

学剪团花 赵小娇 麻城市宋埠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93 

音序查字法 陈进华 麻城市宋埠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94 

助动词 does引导一般疑问句 胡孝琴 麻城市宋埠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95 

多边形的内角和 何国栋 麻城市宋埠镇李胜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96 

数字的搭配 何盼 麻城市宋埠镇李胜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97 

租船问题 何芬 麻城市宋埠镇李胜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98 

秒的认识 金柳 麻城市宋埠镇龙井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599 

自强不息的人格修养 李正旺 麻城市宋埠镇骑龙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00 

杨氏之子朗读教学片段 姜曼 麻城市宋埠镇鄢家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01 

锐角与钝角 叶文姣 麻城市宋埠镇叶店小学教学点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02 

M1U1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曾严 麻城市铁门岗乡凉亭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03 

Be动词的一般过去式 Was、Were 的用法 熊梦姣 麻城市铁门岗乡于天岗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04 

鸽巢问题的应用 陈银生 麻城市铁门岗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05 

There be 句型讲解 朱海花 麻城市盐田河镇东界岭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06 



There be句型结构微课 夏宣朝 麻城市盐田河镇营盘咀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07 

比例的基本性质 彭世玉 麻城市盐田河镇营盘咀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08 

彩球的设计 雷丹 麻城市盐田河镇营盘咀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09 

理解总分段落的结构 刘兰 麻城市盐田河镇营盘咀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10 

引述句改转述句的方法 王杨 麻城市盐田河镇营盘咀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11 

有趣的凑十法 徐珍林 麻城市盐田河镇营盘咀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12 

云 付彩红 麻城市盐田河镇营盘咀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13 

圆的世界 刘  娟 麻城市盐田河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14 

主题班会：校园安全 周  霖 麻城市盐田河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15 

最小公倍数 余辉 麻城市盐田河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16 

小公鸡和小鸭子 陈晴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17 

求瓶子的容积问题 汪先登 麻城市阎家河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18 

9加几 熊貂 麻城市英才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19 

愿望的实现导读课 周阳 麻城市英才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20 

转述句的改写 李翠萍 麻城市英才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21 

立定跳远 王剑伟 麻城市张家畈镇蔡店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22 

推翻帝制，民族觉醒--辛亥革命后出现哪些新风尚 田应潮 麻城市张家畈镇蔡店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23 

用修改符号修改病句 李毅 麻城市张家畈镇蔡店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24 

生动的拟人句 汪涛 麻城市张家畈镇黄市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25 

现在进行时 程秀丽 麻城市张家畈镇黄市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26 

小数的初步认识——认识小数 李文娜 麻城市张家畈镇黄市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27 

学习写信 杨媚 麻城市张家畈镇黄市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28 

语文园地续编故事：颠倒村奇遇记 周晓平 麻城市张家畈镇黄市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29 



学写留言条 黄燕 麻城市张家畈镇梅花园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30 

挑战第一次 徐声 麻城市中馆驿镇迎河集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31 

文言文二则  对话描写 白金丽 麻城市中馆驿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32 

动物王国开大会 方显丽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33 

生活中的质量单位《克与千克》 余小云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34 

 



作品名称 作 者 学校 奖次  

WOW！磁悬浮 陶茹 麻城市龙池中电国际松鹤希望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635 

大班科学《球体与圆柱体》 郑丹 麻城市龙池中电国际松鹤希望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636 

吹泡泡 李鸿露 麻城市宋埠镇鄢家河小学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637 

保护自己勇敢说不 汪艾 麻城市幼儿园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638 

大班创意画《神奇的水中花》 刘济华 麻城职教集团附属幼儿园 一等奖 MCSDSJWKDS20220639 

漂亮的拖鞋 黄青 麻城市浮桥河教学点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640 

小班健康活动《不乱吃东西》 雷秋凤 麻城市鼓楼办事处朝圣门幼儿园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641 

中班健康《保护身体小秘密》 万婉 麻城市鼓楼办事处朝圣门幼儿园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642 

幼儿园大班科学实验活动《站起来的鸡蛋》 王尉 麻城市木子店镇丁家坳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643 

10的分解与合成 桂瑶 麻城市三河口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644 

生活中的数字 喻凤芬 麻城市阎家河镇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645 

防火消防安全知识教育 何应玲 麻城市幼儿园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646 

植物的生长 陈静 麻城市幼儿园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647 

大班健康活动《小河马的大口罩》 董敏 麻城职教集团附属幼儿园 二等奖 MCSDSJWKDS20220648 

大班语言领域：颠倒歌（诗歌类） 邹慧敏 麻城市鼓楼办事处朝圣门幼儿园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49 

夏天在哪儿 曾丹清 麻城市鼓楼办事处朝圣门幼儿园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50 

多吃水果棒棒哒 王燕 麻城市龙池中电国际松鹤希望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51 



我爱我的小动物 汪海依 麻城市三河口镇舒家畈教学点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52 

语言领域《两只笨狗熊》 张容 麻城市三河口镇舒家畈教学点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53 

保护眼睛 陈丽 麻城市三河口镇张广河中心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54 

手捧花 梁悦 麻城市三河口中心学校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55 

刮画 万腾 麻城市阎家河镇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56 

中班安全《认识交通标志》 朱启梅 麻城市阎家河镇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57 

幼儿园小班亲子手工《毛毛虫与花蝴蝶》 刘玮 麻城市幼儿园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58 

中班美术活动：大熊猫 江培伦 麻城市幼儿园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59 

病菌的旅行 刘源 麻城市张家畈镇蔡店河小学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60 

“一米”有爱，安全你我 李佳玲 麻城职教集团附属幼儿园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61 

动物的尾巴 王倩 南湖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 MCSDSJWKDS20220662 

 



附件 2：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