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赛编号 组委会 市 选手姓名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奖项

16TYK00592 淄博市 淄博市 邢娜娜 王艳 《猜》 淄博市市直机关第二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118 武汉市 武汉市 刘袆琳 刘英 运动小人 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590 淄博市 淄博市 王文华 锅碗瓢盆交响曲 桓台县恒星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039 武汉市 武汉市 王洋婷 十里桃花林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江南庭苑幼儿

园
一等奖

16TYK00672 北京市 北京市 许瑶瑶 张博 有趣的扑克牌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一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063 武汉市 武汉市 万嘉欣 掉不掉得下来的秘密 武汉市武昌区长江紫都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588 淄博市 淄博市 王琦雅 孙晓丽 数字在哪里 淄博高新区实验幼儿园银泰分园 一等奖

16TYK00123 包头市 包头市 王瑞颖 吕淑婷 勇敢者的游戏 昆区和平民族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008 包头市 包头市 魏剑文 海岛大冒险 包头市蒙古族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020 包头市 包头市 武娟 祁琦 按规律排序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一等奖

16TYK00711 包头市 包头市 张瑞芸 两个好朋友 包头市青山区中青未来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638 天津市 天津市 张玉 李艳丽 声母音位s的综合训练 天津市聋人学校学前部 一等奖

16TYK00033 武汉市 武汉市 刘艳莎 乐佳慧 星际之旅 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673 北京市 北京市 白雪 森林里的聚会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一幼儿园 一等奖

第十六届中小学NOC活动
幼儿园教育活动实践评优赛项全国决赛获奖结果



16TYK00557 淄博市 淄博市 付立芝 点点点 桓台县恒星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543 芜湖市 芜湖市 桂月红 献给地球妈妈的礼物 芜湖市三山区教研室 一等奖

16TYK00002 深圳市 深圳市 李娜 周佩娜 探索身体部位—舌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022 武汉市 武汉市 程昕 钱一鸣 格盘侦察记 武汉市硚口区幸福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031 武汉市 武汉市 刘哲 姜莹莹 蔬宝派对 武汉市武昌丁字桥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689 泰州市 泰州市 黄翠萍 大班语言散文《秋天真美丽》 泰州市姜堰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614 青岛市 青岛市 戚慧 有用的一分钟 青岛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544 芜湖市 芜湖市 史为鉴 会飞的抱抱 芜湖市长江湾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86 淄博市 淄博市 王良智 黄元杰 一起去兜风 山东淄博高新区傅山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43 包头市 包头市 徐慧 付红梅 数字乐园 包头市昆都仑区和平民族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19 武汉市 武汉市 董彦君 张琪 有趣的广告词 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122 武汉市 武汉市 黎心怡 甘敏 树叶变形记 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新桥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26 武汉市 武汉市 李娜 交通标志
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南湖花园城

康乐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70 淄博市 淄博市 马莹 王海媚 《奇妙的扎染》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36 天津市 天津市 黄珊 可爱的黑头羊 天津市河西区第十四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50 北京市 北京市 景新新 韩桂花 猫和老鼠 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57 北京市 北京市 史丽梅 发现生活中的痕迹
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中心幼儿

园
二等奖

16TYK00593 淄博市 淄博市 徐蕾 孙静怡 小刺猬的项链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二等奖



16TYK00015 武汉市 武汉市 严前妮 岩画——古人的“话”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永久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119 包头市 包头市 张先 盛慧芳 果酱小房子 包头市昆都仑区团结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125 武汉市 武汉市 钟旌 海底世界 武汉市蔡甸区直属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93 重庆市 重庆市 谭维东 大班艺术丰收之舞 重庆市大足区三驱镇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104 武汉市 武汉市 陈薇薇 胡春光 泡泡画 武汉市江夏区直属机关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25 武汉市 武汉市 李琪 失落的一角 华中师范大学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71 淄博市 淄博市 穆育 荆敏 彩虹色的花 桓台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35 四川省 成都市 王春兰 陈福蓉 掉进酒桶里的小老鼠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98 淄博市 淄博市 翟琳 穆蓉蓉 我们的祖国真大 淄博市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704 包头市 包头市 刘婷 阚慧荣 马路上的数字 包头昆区昆河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45 芜湖市 芜湖市 王婷婷 项链里的秘密 芜湖市上长街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91 淄博市 淄博市 王玉红 朱莉莉 动物保护色
淄博市周村区城北路街道中心幼

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25 青岛市 青岛市 于晨路 小班语言《好朋友夹心饼干》 青岛市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98 包头市 包头市 于永泽 注意力大冲关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二等奖

16TYK00640 天津市 天津市 姜毅 喜欢捉迷藏的图形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五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42 芜湖市 芜湖市 方雅怡 我从哪里来 弋江嘉园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28 包头市 包头市 蔺慧 曹焱 喜欢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二等奖

16TYK00644 天津市 天津市 王妍 小猫过生日 天津市和平区第八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04 淄博市 淄博市 赵甜 刘向怡 手形彩绘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61 淄博市 淄博市 康晶晶 《扁担和板凳》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01 深圳市 深圳市 李赟 各种各样的鱼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67 淄博市 淄博市 刘婷 张婷婷 《传递微笑》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幼儿

园
二等奖

16TYK00568 淄博市 淄博市 刘子淳 颜色对对碰 高青县黑里寨镇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08 深圳市 深圳市 谢文青 《小小建筑设计师》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707 陕西省 安康市 张慧文
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数学《

超级跳舞机》
汉滨区铁路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91 武汉市 武汉市 张怡恒 杨芳 迷宫探险 武汉市硚口区机关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47 芜湖市 芜湖市 赵艳 长大以后做什么 安师大幼教集团文津分园 二等奖

16TYK00702 河北省 邢台市 宫欣 张璐琦 艺术《春天里来》 邢台县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55 武汉市 武汉市 李静 三角形变变变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63 淄博市 淄博市 李雪敏 张文凯 借形想象 桓台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02 璧山区 璧山区 龙英 胡小娟 我爸爸 重庆市璧山区北街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43 天津市 天津市 王春晓 小猫的生日会 天津市和平区第五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26 青岛市 青岛市 肖琼 《捏面人》 平度市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94 淄博市 淄博市 徐霞 曲元 按规律排序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二等奖

16TYK00086 深圳市 深圳市 张珍珠 黄香琴 好饿的毛毛虫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10 深圳市 深圳市 赵婷 The very hungry cater pillar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01 璧山区 璧山区 邹盛兰 杨建平 和米罗一起游戏 重庆市璧山区城关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50 淄博市 淄博市 陈英霞 《统计高手》 高青县实验小学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52 包头市 包头市 丁丽凤 刘雪婷 遇到火灾怎么办 包头铁路第三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59 淄博市 淄博市 巩秀萍 神奇的数字 高青县常家镇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66 淄博市 淄博市 刘静 小动物回家 桓台实幼集团东岳国际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13 延安市 延安市 樊明艳 大班综合《欢乐舞台》 延长县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106 包头市 包头市 冯志英 贪吃的小熊 包头市蒙古族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62 北京市 北京市 李瑞春 小熊请客
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中心幼儿

园
二等奖

16TYK00109 四川省 成都市 刘文静 张君宜 魔法的帽子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705 包头市 包头市 马琳 刘新爱 《指纹的秘密》 包头市昆都仑区昆河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90 包头市 包头市 徐淑娟 焦丽君 5以内数与物的结合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二等奖

16TYK00038 包头市 包头市 郑小青 李怡萱 5以内数物结合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二等奖

16TYK00016 包头市 包头市 钟秀蕾 吴楠 奇妙的扎染 内蒙古包头市铁路第三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72 包头市 包头市 李文婷 《舞动的面条》 九原区第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85 淄博市 淄博市 王晶 蜘蛛和糖果店 临淄区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108 包头市 包头市 王秋燕 虎大王照相 昆区和平民族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70 北京市 北京市 张媛媛 有趣的循环排序 燕山向阳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099 四川省 成都市 黄圆媛 刁平 红薯蛋糕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73 淄博市 淄博市 屈媛媛 小老鼠的大智慧 临淄区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63 北京市 北京市 崔琦 小兔玩具店 北京市新中街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29 青岛市 青岛市 王萍 科学《颜色对对碰》 平度市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710 包头市 包头市 侯丽芳 诚实的森林大王 中青未来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34 天津市 天津市 刘宇佳 点点点 天津市和平区第八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40 包头市 包头市 王诗慧 云朵棉花糖 包头市昆都仑区团结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16 青岛市 青岛市 辛明雪 《9以内的加减》 青岛市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709 包头市 包头市 伊凤翔 吴雅蓉 《按规律排序》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三等奖

16TYK00635 天津市 天津市 韩文景 格子的秘密 天津市和平区第八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48 北京市 北京市 王建新 《爱吃水果的牛》 北京市延庆区第二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117 武汉市 武汉市 岳苗苗 一颗纽扣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幼儿

园
三等奖

16TYK00050 包头市 包头市 任亚华 蛋宝宝找妈妈 包头市昆都仑区昆河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87 淄博市 淄博市 王娜 蔡颖 糖果妙妙屋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三等奖

16TYK00612 延安市 延安市 张庆媛 大班社会《十二生肖》 延长县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74 淄博市 淄博市 任云云 《找相邻数》 沂源县东里镇东里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014 包头市 包头市 韩鹏英 漂亮的手帕 固阳县民族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37 包头市 包头市 李琳 郝瑞乔 热闹的森林舞会 昆都仑区团结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126 包头市 包头市 郭倩 李娜 贪吃的鳄鱼 包头市昆都仑区团结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706 陕西省 安康市 刘薇
幼儿园中班语言活动——绘本《

点点点》
汉滨区铁路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77 淄博市 淄博市 宋琳琳 韩丹 颜色对对碰 淄博市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042 包头市 包头市 王东梅 张丽霞 10以内数的等差关系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三等奖

16TYK00027 包头市 包头市 张姣 趣味排序 包头市蒙古族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089 包头市 包头市 张娜 赵霄文 小刺猬背果果 哈业胡同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59 北京市 北京市 张宇晴 刘茜 三个和尚
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镇中心幼儿

园
三等奖

16TYK00642 天津市 天津市 张伟婷 小动物找邻居 天津市和平区第五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092 包头市 包头市 格日勒 拍蚊子 青山区民族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37 天津市 天津市 郭雅楠 米妮过生日 天津市和平区第八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80 淄博市 淄博市 孙学峰 李红霞 《颜色对对碰》 高青县田镇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120 包头市 包头市 田春霞 李媛 数物结合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三等奖

16TYK00546 芜湖市 芜湖市 夏璐 各种表情的人 芜湖县城关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708 陕西省 安康市 张静、朱晓红
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数学《

树叶尺子》
汉滨区铁路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 陕西省 渭南市 郭晓丽 凯丽姨妈家的龙凤胎 合阳县阳光贝贝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9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柏惠子 宋淑娟 《看时钟》 哈尔滨市阿城区第一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32 天津市 天津市 侯思宇 避开恶猫的办法 天津市和平区第八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111 四川省 成都市 谭容 陈玲莉 农场小卫士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82 淄博市 淄博市 谭杨杨 温英杰 一颗超级顽固的牙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712 包头市 包头市 李淑静 哭泣的小丑 中青未来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58 淄博市 淄博市 巩佳丽 胡春美 《水果宝宝去旅行》 桓台县桓台世纪星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41 包头市 包头市 菅娟娟 猜猜我有多爱你 土默特右旗萨拉齐民族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56 北京市 北京市 刘晓智 《快乐在我身边》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小学附

属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030 包头市 包头市 萨出日拉 儿歌识字：春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三等奖

16TYK00032 四川省 成都市 李璐 何英 快乐的小农夫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65 淄博市 淄博市 李燕 谁松的土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703 包头市 包头市 刘慧 池丽清 《认识整点》
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中心幼儿

园
三等奖

16TYK00700 河北省 张家口市 韩美琴
大班语言课程《红螃蟹和绿螃蟹

》
新起点奥林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49 北京市 北京市 姬小兰 安全标志我知道 北京市平谷区第二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010 四川省 成都市 黄鹤 节奏大师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97 重庆市 重庆市 陈姿霖 最小的风妖精 重庆市涪陵城区第三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116 四川省 成都市 邓红清 朱金凤 漂亮的帽子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48 淄博市 淄博市 柴琼琼 我是小交警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11 延安市 延安市 付慧 宋延梅 永远永远爱你 延安洛杉矶保育院 三等奖

16TYK00592 淄博市 淄博市 邢娜娜 王艳 《猜》 淄博市市直机关第二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118 武汉市 武汉市 刘袆琳 刘英 运动小人 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672 北京市 北京市 许瑶瑶 张博 有趣的扑克牌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一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588 淄博市 淄博市 王琦雅 孙晓丽 数字在哪里 淄博高新区实验幼儿园银泰分园 一等奖

16TYK00123 包头市 包头市 王瑞颖 吕淑婷 勇敢者的游戏 昆区和平民族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020 包头市 包头市 武娟 祁琦 按规律排序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一等奖

16TYK00638 天津市 天津市 张玉 李艳丽 声母音位s的综合训练 天津市聋人学校学前部 一等奖

16TYK00033 武汉市 武汉市 刘艳莎 乐佳慧 星际之旅 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002 深圳市 深圳市 李娜 周佩娜 探索身体部位—舌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022 武汉市 武汉市 程昕 钱一鸣 格盘侦察记 武汉市硚口区幸福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031 武汉市 武汉市 刘哲 姜莹莹 蔬宝派对 武汉市武昌丁字桥幼儿园 一等奖

16TYK00586 淄博市 淄博市 王良智 黄元杰 一起去兜风 山东淄博高新区傅山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43 包头市 包头市 徐慧 付红梅 数字乐园 包头市昆都仑区和平民族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19 武汉市 武汉市 董彦君 张琪 有趣的广告词 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122 武汉市 武汉市 黎心怡 甘敏 树叶变形记 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新桥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70 淄博市 淄博市 马莹 王海媚 《奇妙的扎染》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650 北京市 北京市 景新新 韩桂花 猫和老鼠 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93 淄博市 淄博市 徐蕾 孙静怡 小刺猬的项链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二等奖

16TYK00119 包头市 包头市 张先 盛慧芳 果酱小房子 包头市昆都仑区团结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104 武汉市 武汉市 陈薇薇 胡春光 泡泡画 武汉市江夏区直属机关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71 淄博市 淄博市 穆育 荆敏 彩虹色的花 桓台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35 四川省 成都市 王春兰 陈福蓉 掉进酒桶里的小老鼠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98 淄博市 淄博市 翟琳 穆蓉蓉 我们的祖国真大 淄博市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704 包头市 包头市 刘婷 阚慧荣 马路上的数字 包头昆区昆河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91 淄博市 淄博市 王玉红 朱莉莉 动物保护色
淄博市周村区城北路街道中心幼

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28 包头市 包头市 蔺慧 曹焱 喜欢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二等奖

16TYK00604 淄博市 淄博市 赵甜 刘向怡 手形彩绘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61 淄博市 淄博市 康晶晶 《扁担和板凳》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67 淄博市 淄博市 刘婷 张婷婷 《传递微笑》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幼儿

园
二等奖

16TYK00091 武汉市 武汉市 张怡恒 杨芳 迷宫探险 武汉市硚口区机关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63 淄博市 淄博市 李雪敏 张文凯 借形想象 桓台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02 璧山区 璧山区 龙英 胡小娟 我爸爸 重庆市璧山区北街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94 淄博市 淄博市 徐霞 曲元 按规律排序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二等奖

16TYK00086 深圳市 深圳市 张珍珠 黄香琴 好饿的毛毛虫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501 璧山区 璧山区 邹盛兰 杨建平 和米罗一起游戏 重庆市璧山区城关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52 包头市 包头市 丁丽凤 刘雪婷 遇到火灾怎么办 包头铁路第三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109 四川省 成都市 刘文静 张君宜 魔法的帽子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705 包头市 包头市 马琳 刘新爱 《指纹的秘密》 包头市昆都仑区昆河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90 包头市 包头市 徐淑娟 焦丽君 5以内数与物的结合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二等奖



16TYK00038 包头市 包头市 郑小青 李怡萱 5以内数物结合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二等奖

16TYK00016 包头市 包头市 钟秀蕾 吴楠 奇妙的扎染 内蒙古包头市铁路第三幼儿园 二等奖

16TYK00099 四川省 成都市 黄圆媛 刁平 红薯蛋糕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709 包头市 包头市 伊凤翔 吴雅蓉 《按规律排序》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三等奖

16TYK00587 淄博市 淄博市 王娜 蔡颖 糖果妙妙屋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三等奖

16TYK00537 包头市 包头市 李琳 郝瑞乔 热闹的森林舞会 昆都仑区团结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126 包头市 包头市 郭倩 李娜 贪吃的鳄鱼 包头市昆都仑区团结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77 淄博市 淄博市 宋琳琳 韩丹 颜色对对碰 淄博市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042 包头市 包头市 王东梅 张丽霞 10以内数的等差关系
呼和浩特铁路局生活管理服务总

公司（中心）包头三幼
三等奖

16TYK00089 包头市 包头市 张娜 赵霄文 小刺猬背果果 哈业胡同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59 北京市 北京市 张宇晴 刘茜 三个和尚
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镇中心幼儿

园
三等奖

16TYK00580 淄博市 淄博市 孙学峰 李红霞 《颜色对对碰》 高青县田镇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120 包头市 包头市 田春霞 李媛 数物结合 呼和浩特生活服务部 三等奖

16TYK00708 陕西省 安康市 张静、朱晓红
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数学《

树叶尺子》
汉滨区铁路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9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柏惠子 宋淑娟 《看时钟》 哈尔滨市阿城区第一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111 四川省 成都市 谭容 陈玲莉 农场小卫士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82 淄博市 淄博市 谭杨杨 温英杰 一颗超级顽固的牙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558 淄博市 淄博市 巩佳丽 胡春美 《水果宝宝去旅行》 桓台县桓台世纪星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032 四川省 成都市 李璐 何英 快乐的小农夫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703 包头市 包头市 刘慧 池丽清 《认识整点》
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中心幼儿

园
三等奖

16TYK00116 四川省 成都市 邓红清 朱金凤 漂亮的帽子 成都市第二十幼儿园 三等奖

16TYK00611 延安市 延安市 付慧 宋延梅 永远永远爱你 延安洛杉矶保育院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