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赛编号 组委会 市 参赛类别 参赛组别 选手姓名 学校名称 学科 奖项

16TDWX00036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顾小红 曹阳 李银江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

学
数学 一等奖

16TDWX00047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贾鸿儒 王丽英 刘艳 包头钢铁公司第二小学 数学 一等奖

16TDWX00538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孙明 赵艳 于晔红 淄博市张店区莲池学校 数学 一等奖

16TDWX00574 河北省 邯郸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刘玲 苗艳 杨蕾 邯郸市复兴区前进小学 数学 一等奖

16TDWX00562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胡超群 刘欣然 张祥龙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
学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
校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新城小学

美术 一等奖

16TDWX00067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高学良 张海军 杜全华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钢

铁大街第四小学校
体育 一等奖

16TDWX00049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许杰 赵范珏 陈瑜之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科学 一等奖

16TDWX00054 浙江省 绍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沈若芬 许望红 张燕芳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稽东
镇中心小学 浙江省绍兴市
柯桥区平水镇王化小学 绍
兴市柯桥区王坛镇中心小

学

语文 一等奖

16TDWX00076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孔维清 沈梦兰 范海丽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 语文 一等奖

16TDWX00572 河北省 邯郸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段超英 郭琳琳 时静 邯郸市复兴区前进小学 语文 一等奖

16TDWX00563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姜雯雯 朱琳玲 徐敏 南京市南化第四小学 英语 一等奖

16TDWX00568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张琪 周卫来 吴雅琪 南京市东山小学 数学 二等奖

第十六届中小学NOC活动
网络教研团队评优赛项全国决赛获奖结果



16TDWX00066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李俊芳 姜长慧 叶珉瑶 包头钢铁公司第七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566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王燕 陈城 王军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569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张晓辉 黄文魁 韩志明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中心小
学 南京市高淳区宝塔小学
南京市高淳区古柏中心小

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045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顾军 张苏良 陈扬帆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051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徐婧 陈彩虹 陈雪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057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鹿景丽 丰艳军 杨静
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

第四小学校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077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丁敏敏 吴瑛 张忠慧
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职工

子弟第五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082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王晓明 杨萌 陈巧莉
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第三

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505 璧山区 璧山区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申洪刚 周洪 石德华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510 大庆市 大庆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莫莉花 丁蕾 王巍 大庆市景园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537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李荣青 郭银萍 王玉萍 淄博市张店区莲池学校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577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曾玉娟 赵丽 龚伟科 包头钢铁公司第十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X00561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戴佩璐 甘方涛 鲍秦丽 南京市东山小学 美术 二等奖

16TDWX00041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陆云娟 吴颖 朱红珍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

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064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亢菲 武媛娜 李立静 包钢实验二小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079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张晔荣 郭静 陈乐
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职工

子弟第五小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080 江苏省 常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高卫超 周阳 张虹 常州市虹景小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564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彭青美 傅云霞 夏春燕
南京市高淳区阳江中心小

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065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胡晓燕 张红睿 刘晓丽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钢

铁大街第四小学校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070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朱雅莉 李春霞 张孝玲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钢

铁大街第四小学校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535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李炳莹 李溦 卢少男
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第三

小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543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张丽丽 王芳 王肖肖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571 河北省 邯郸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郭朝花 李丽 佘海建 邯郸市复兴区实验小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580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李文婷 王羽 姚茹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钢

铁大街第四小学校
语文 二等奖

16TDWX00570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王剑 江静 王莉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WX00040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陆宣文 俞晓燕 金莲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

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WX00083 浙江省 绍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柯铁军 李赞 蒋李丹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管墅

小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WX00540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翟艳玲 李文惠 王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莲池

学校
英语 二等奖

16TDWX00046 浙江省 绍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徐灿根 左振华 张江祥

绍兴市柯桥区兰渚小学 绍
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中心
小学 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镇

中心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X00549 天津市 天津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吴桐 郑怡 卢嘉琳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X00555 长春市 长春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钟艳清 国娜 蔡爽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
小学校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

区教学研究中心
数学 三等奖

16TDWX00039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金小芬 赵婷婷 徐兰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

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X00042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姚庆义 郭小霞 牛菲菲 包头市昆都仑区新光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X00084 湖北省 荆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王仁平 丁猛 沈爱民
石首市实验小学 石首市文
昌小学 石首市锦洲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X00504 璧山区 璧山区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刘登庆 王荣勇 林敏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数学 三等奖

16TDWX00532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陈洁琼 赵璐璐 董桂平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七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X00533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宫珊珊 宋琼 孟宇
山东省淄博市淄博市张店

区中埠镇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X00541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张梦颖 李磊 赵雨鑫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范阳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X00059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刘宁宁 臧杰 许悦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 体育 三等奖

16TDWX00063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邬晓慧 徐晓兰 杨阳 包钢第十七小学 音乐 三等奖

16TDWX0055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马可 刘会民 马里
哈尔滨市阿城区胜利小学

校
科学 三等奖

16TDWX00507 璧山区 璧山区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凌霞 张忠玉 王子维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科学 三等奖

16TDWX00043 芜湖市 芜湖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贾红娟 宁慧 范弋文 芜湖市绿影小学 语文 三等奖

16TDWX00597G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王世贵 侯秋吟 徐婷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实

验小学
语文 三等奖

16TDWX00055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刘敏 蒋志娟 刘慧
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公司第
七小学 内蒙古包头市特殊

教育学校
语文 三等奖

16TDWX00534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韩叶 韩淑娟 孟凡美
山东省淄博市淄博市张店

区中埠镇小学
语文 三等奖

16TDWX00552 长春市 长春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何莉萍 任冠军 张燕 珲春市敬信镇学校 语文 三等奖

16TDWX00554 长春市 长春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丁青莉 郭春辉 孙若绿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

小学校
语文 三等奖



16TDWX00576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王雨桐 白月 赵志芳
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第十

小学
语文 三等奖

16TDWX00567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张丽宁 王若君 孙怡君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
中学第一附属小学 南京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南京市陶行知小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WX00506 璧山区 璧山区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梁代君 周宗英 朱春玲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英语 三等奖

16TDWX00511 大庆市 大庆市 微课程系统 小学组 姜赫 付忠民 张羽 大庆市杏南第二小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WC00558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郭霞芹 笃闻鸣 杨意仙 南京市第十八中学 数学 一等奖

16TDWC00013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马小玲 胡海东 严建飞
包头市第三十五中学 内蒙
古包头市昆区教育局 包头

市教育考试中心
信息技术 一等奖

16TDWC00025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王亚芳 庞春蕊 姚莉娜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语文 一等奖

16TDWC00521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王丽 李涛 姜裴裴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英语 一等奖

16TDWC00526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张莹 林倩倩 王程程
淄博市张店区铝城第一中

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C00016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刘睿 翟金涛 苏凤娇 包钢第三中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C00023 深圳市 深圳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廖薇 罗晓峰 饶越 深圳市龙华区同胜学校 数学 二等奖

16TDWC00502 大庆市 大庆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纪方 李明玉 林牧 大庆市第三十六中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C00517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刘敬生 张秀萍 吕萍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C00556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曹丹 陈露 徐晓明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
学 南京市六合区棠城学校
南京市六合区龙袍初级中

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C00018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侯雪丹 张翠媛 刘婧春 包头钢铁公司第九中学 地理 二等奖



16TDWC00522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王学宵 李景霞 孟江涛 淄博柳泉中学 地理 二等奖

16TDWC00560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韦晓晨 郭为飞 董艳萍
南京市六合区励志学校 南
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南

京市六合区棠城学校
历史 二等奖

16TDWC00559 南京市 南京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李婧婧 张雯菁 唐园园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红山分
校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锁金

分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历史 二等奖

16TDWC00017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王芳 明明 韩丹丹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化学 二等奖

16TDWC00516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刘昊 高婧娟 冯尚花 淄博柳泉中学 生物 二等奖

16TDWC00006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闫学利 邱红 李康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物理

二等奖

16TDWC00019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于文静 洪健霏 王媛红 包头市第五十一中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WC00513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李海英 宋春红 汉文 淄博市周村区第二中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WC00005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周恩惠 曹岩 田丽娜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英语 二等奖

16TDWC00022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康智敏 姬敏 马金燕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英语 二等奖

16TDWC00514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李文婧 宋爱美 朱叶 淄博柳泉中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WC00515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李彦兰 边馨 王猛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WC00010 广西 柳州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黄兵 邓源源 杨智德
融水苗族自治县白云乡初

级中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C00512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范雷 刘璐 赵敏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第十

二中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C00523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邢保鹏 白鑫 孙沧桑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范阳中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C00524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邢艳兵 王密 高真真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C00008G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杨明远 吴金平 张开圆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 数学 三等奖

16TDWC00527G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杨桂莲 宋云玲 刘珊玉 桓台县实验学校 数学 三等奖

16TDWC00579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刘丹 田芳 刘丰旭 包头市第五十一中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WC00002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李永红 李占娟 王海燕 包头钢铁公司第九中学 化学 三等奖

16TDWC00007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王梦薇 孟宪华 屠凌英 包钢第三中学 生物 三等奖

16TDWC00525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张进 陈菲 岳淑芳 淄博柳泉中学 生物 三等奖

16TDWC00006G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乌日勒 李慧艳 张晓琦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物理

三等奖

16TDWC00020 武汉市 武汉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尹智 王陈丹 山晓静 武汉市光谷第三初级中学 美术 三等奖

16TDWC00501 璧山区 璧山区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周舟 邹才凤 谢宗兰 重庆市璧山区正则中学 艺术类 三等奖

16TDWC00011 江苏省 苏州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丁雪平 华俊萍 周雅文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 语文 三等奖

16TDWC00519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罗冬 王晶 张洪英 桓台县实验中学 语文 三等奖

16TDWC00003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张琦 王安琪 李珂昕 包头钢铁公司第九中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WC00008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赵辉 任巨敏 郭丽娟 包头市包钢第三中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WC00523G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初中组 田莉 张雁 王茂泉 桓台县实验中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WG00032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吴晨 马鑫 程琳 包钢第五中学 数学 一等奖

16TDWG00546 青岛市 青岛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周苑 孙宁 张一蕙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生物 一等奖

16TDWG00026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武智玲 王秋红 温承志
内蒙古包头市包钢第五中

学
英语 一等奖

16TDWG00527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邓慧 田胜男 王奉素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WG00503 璧山区 璧山区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王黎 姚兰 陈花艳 重庆市璧山大路中学校 地理 二等奖

16TDWG00033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陈璐 王俊先 闫文华 包头钢铁第五中学 政治 二等奖

16TDWG00030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张娜 王敏行 张堃 包钢第五中学 生物 二等奖

16TDWG00544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朱琳 王瑞杰 李敏 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信息技术 二等奖

16TDWG00029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白璐璐 吕丽娜 陈宏 包钢第五中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WG00528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魏艳 王玲 高婷婷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WG00529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翟雷修 翟楠 刘振忠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WG00031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燕海飞 侯晓艳 崔英华 包头市第二中学 地理 三等奖

16TDWG00027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付利文 黄晓敏 段巧林 包头市第二中学 政治 三等奖

16TDWG00028 包头市 包头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孟昭莉 孔繁萍 吴翔宇 包钢第五中学 化学 三等奖

16TDWG00531 淄博市 淄博市 微课程系统 高中组 宗霞 李欣明 穆春燕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第一中

学
语文 三等奖

16TDXX00538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解婷 张甜甜 孙艳俊 淄博市周村区城北中学 语文 一等奖

16TDXX00544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邢文杰 杨淑会 邢爱学
山东省淄博市淄博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

语文 一等奖

16TDXX00599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吴桐 李可心 王悦之 南京市金陵小学 英语 一等奖

16TDXX00604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王淼 周文敏 张婧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南京
市樱花小学 南京市立贤小

学
美术 一等奖

16TDXX00596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石艳 潘学超 胡莹 南京市栖霞区实验小学 数学 一等奖

16TDXX00592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陆瑶瑶 华松 陈维花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 数学 一等奖



16TDXX00619 包头市 包头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刘佳瑶 白丽洁 郭建英 包钢实验二小 数学 一等奖

16TDXX00508 璧山区 璧山区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李红玫 张昌其 廖雪佚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思品

二等奖

16TDXX00591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刘艳丽 潘保翠 蔡文飞 南京市金陵小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XX00552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陆甜甜 李倩倩 孙立群 淄博市淄川区北关小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XX00574 长春市 长春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张越丽 李静宇 任婧 长春市南关区西五小学 语文 二等奖

16TDXX00546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张玉婷 任建新 赵喆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华侨城小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XX00590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刘茜 成娜 刘语静 南京市小西湖小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XX00607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王德胜 眭晶 王宁 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 英语 二等奖

16TDXX00600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张晨 冯琳 徐梦红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中心小

学
美术 二等奖

16TDXX00601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张静 赵晓萌 高涵
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中心
小学 南京市金陵小学 南
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美术 二等奖

16TDXX00587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池纯娅 杨丽 陈艳 南京市潭桥小学 美术 二等奖

16TDXX00608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王义龙 谢婷婷 白玛曲培
南京市金陵小学 墨竹工卡

县日多中心校
体育 二等奖

16TDXX00609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张小伟 周宏 胡雅春
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校 南
京市栖霞区八卦洲中桥小
学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体育 二等奖

16TDXX00578 长春市 长春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林长伟 邢璐 李爽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海

小学
信息技术 二等奖

16TDXX00603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贾彤婷 俞海健 周明 南京市夫子庙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X00606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张鹏 王玉洁 高克艳 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 数学 二等奖



16TDXX00017 包头市 包头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李丹 张志荣 商玮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X00020 江苏省 常州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丁文伟 邹婷 薛佩华 常州市虹景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X00547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赵伟 王彬 赵洪玲 山东省张店区莲池学校 数学 二等奖

16TDXX00534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曹艳霞 曹红 屈丹丹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第六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X00540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李明涛 陈强 陶绪潇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范阳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X00593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罗有斌 唐余莉 蔡琦 南京市西善花苑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X00620 长春市 长春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李杰  邱霞 崔燃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小学长
春市南关区曙光小学长春

市南关区曙光小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X00503 辽宁省 沈阳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夏乡 李宝玲 李春苹
沈阳市大东区上园路第一

小学
语文 三等奖

16TDXX00594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马莉 张淑华 孟姗姗
南京市浦口区珠江小学 南
京市浦口区新世纪小学 南

语文 三等奖

16TDXX00589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刘花 黄蓉 史桂花
南京市溧水区和凤中心小

学
语文 三等奖

16TDXX00605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蒋浩 罗伟康 张越 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 语文 三等奖

16TDXX00505 深圳市 深圳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曾艳青 王小舟 黎敬欢 深圳市天骄小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XX00602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张正兰 钱心妍 沈自爽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 南
京市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XX00504 辽宁省 沈阳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马微 王欢 安妥 沈阳市大东区二0二小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XX00537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韩笑 陈晓慧 韩玥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马尚

镇中心小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XX00022 包头市 包头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王妍 黄心蕊 刘新欣
包头市新天地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
科学 三等奖

16TDXX00579 长春市 长春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陈卓 于岚涛 张继红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海

小学
科学 三等奖



16TDXX00012 武汉市 武汉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高慧敏 冯仁格 况薇 武汉市光谷第四小学 美术 三等奖

16TDXX00541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李瑛 韩燕雨 王增科
淄博高新区第二小学 淄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

体育 三等奖

16TDXX00025 深圳市 深圳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杨澜 胡敏华 张琪 深圳市北斗小学 音乐 三等奖

16TDXX00021 深圳市 深圳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黄培辉 陈颖思 苏威 深圳市北斗小学 信息技术 三等奖

16TDXX00013 包头市 包头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王红秀 王学慧 杨娜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新

光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XX00545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张海 杨琳剑 房海峰
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大姜

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XX00586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程香 张伟 张声涛 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XX00506 辽宁省 沈阳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温泉 张红梅 崔兆斌
沈阳市大东区和睦路小学
沈阳市大东区教师进修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XX00572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徐博 宋石磊 刘延明
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小学

校
数学 三等奖

16TDXX00588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小学组 范韦莉 刘媛 桑坤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学 三等奖

16TDXC00510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曹洁 邢君明 孟婷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语文 一等奖

16TDXC00571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田丽丽 耿秀丽 原海英 哈尔滨市第九十五中学 英语 一等奖

16TDXC00520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孟静 王萍 孙静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地理 一等奖

16TDXC00513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崔勇 韩俊杰 胡晓桐 淄博市周村区第三中学 历史 一等奖

16TDXC00614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石毛妹 赖仕瑶 群培
南京市摄山初级中学 墨竹

工卡县中学
思品

一等奖

16TDXC00532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朱俊凤 王长艳 王娜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生物 一等奖

16TDXC00516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刘丽苹 王晓薇 张竹良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第一

中学
数学 一等奖

16TDXC00610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周昕 嘎玛赤列 刘晓晗
南京市摄山初级中学 墨竹
工卡县中学 南京市摄山初

语文 二等奖



16TDXC00518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栾月颖 王媛媛 邢蕾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XC00512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陈萌 范艳萍 郑爱华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第九

中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XC00525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谢芳 孙志德 高慧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第一

中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XC00519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满建利 李娟 庄丙武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地理 二等奖

16TDXC00529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袁玉珍 王旭 李海亮 淄博市周村区第三中学 地理 二等奖

16TDXC00514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董健 聂玉兵 马勇
山东省淄博市淄博市文昌
湖旅游度假区萌水中学

历史 二等奖

16TDXC00530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张双 王芳 张艳艳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政治 二等奖

16TDXC00515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韩莉 彭磊刚 赵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第九

中学
生物 二等奖

16TDXC00615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戴守慧 赵伟 孙嘉诚
江苏省南京市伯乐中学 南
京市第一中学马群分校 南
京市栖霞区摄山初级中学

体育 二等奖

16TDXC00558 青岛市 青岛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亓振红 鞠秀燕 孙书香
山东省青岛市第三十七中

学
信息技术 二等奖

16TDXC00531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张鑫 王倩 齐新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综合实践
活动 二等奖

16TDXC00509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包婕 依晓蕾 庄增超 淄博市张店区第八中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C00511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常祖宝 范学力 刘晓楠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C00555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张飞飞 耿化彪 高海林 高青县实验中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C00611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赵媛媛 刘冀翔 蔡璐
南京市摄山初级中学 墨竹
工卡县中学 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一中马群分校
数学 二等奖

16TDXC00517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刘敏 王美霞 赵平丽 淄博市张店区第九中学 数学 二等奖



16TDXC00003 包头市 包头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齐美 王瑞霞 杨利超 包头市第五十一中学 语文 三等奖

16TDXC00557G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伏赟 汤茜 许云 南京市旭东中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XC00007 包头市 包头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郭君 姜越迪 吕伟 土默特右旗美岱召中学 地理 三等奖

16TDXC00581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江克兵 孙瑜 李文艳 南京市板桥中学 历史 三等奖

16TDXC00585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郑慧敏 陈娟 殷霞林 南京九龙中学 历史 三等奖

16TDXC00613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张雪花 李世玥 张丽 南京市摄山初级中学 生物 三等奖

16TDXC00002 包头市 包头市 信息化教学 初中组 鞠同磊 高艳吉 张学丽
内蒙古包头市第二十九中

学
体育 三等奖

16TDXG00618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高中组 朱雨晴 谢昊雨 章思瑜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徐州侯

集高级中学
英语 一等奖

16TDXG00010 包头市 包头市 信息化教学 高中组 周海燕 郭新利 王红梅 包钢第五中学 英语 二等奖

16TDXG00009 包头市 包头市 信息化教学 高中组 韩彦庆 董嘉懿 王敏 包头市第六中学
物理

二等奖

16TDXG00616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高中组 胡献钊 潘月光 潘宣豪
江苏省徐州市侯集高级中
学 南京市板桥中学 江苏

省南京市栖霞中学
体育 二等奖

16TDXG00617 南京市 南京市 信息化教学 高中组 肖挚冰 梅仕轩 李鹏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南京市
栖霞中学 徐州市侯集高级

中学
信息技术 二等奖

16TDXG00034G 包头市 包头市 信息化教学 高中组 李敏 杨杰 罗松涛
内蒙古包头市包钢第五中

学
英语 三等奖

16TDXG00507 璧山区 璧山区 信息化教学 高中组 万华娟 张迈月 王义
重庆市璧山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璧山区东关小学校
重庆市璧山职业教育中心

信息技术 三等奖

16TDXG00533 淄博市 淄博市 信息化教学 高中组 张诚 杨延卿 毕坤坤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信息技术 三等奖

16TDXG00565 青岛市 青岛市 信息化教学 高中组 李欣 张爱香 刘忠兴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数学 三等奖



16TDXG00560 青岛市 青岛市 信息化教学 高中组 王颖莉 尉玉杰 王秀珍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数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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