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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教体函〔2021〕4 号 

 

 

2020 “ ”  

   

 

各中小学校，各镇（街道）教管中心，直属单位： 

根据泸州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组织参加 2020 年“课堂教

学大比武”活动的通知》及泸县教育和体育局《关于组织参加 2020

年“课堂教学大比武”活动通知》精神，我县组织开展了 2020年“课

堂教学大比武”活动。本次活动共收到微课作品 171 件，课堂教

学实录作品 325 件。学科评审组严格按照评审标准和要求，坚持

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共评选出微课一等奖作品 10 件，二

等奖作品 53 件；课堂实录一等奖作品 36 件，二等奖作品 121 件。

现将获奖作品名单予以通报（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1.微课作品获奖名单 

      2.课堂实录作品获奖名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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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教育和体育局 

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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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段 学科 姓名 学  校 奖次 

1 显微镜的结构 初中 生物 蒲英 泸县云龙镇上坪学校 一等奖 

2 24.1.4 圆周角 初中 数学 郑小红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3 去源法判断电压表的测量对象 初中 物理 曾玲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4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初中 英语 郭霞 泸县二中城西学校 一等奖 

5 中考常见说明方法及作用 初中 语文 黄燕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6 说说我们的学校（第一课时） 小学 道德与

法治 
王娇 泸县城东小学校 一等奖 

7 空气占据空间吗 小学 科学 李娟 泸县云龙镇学校 一等奖 

8 圆柱的表面积 小学 数学 童雪梅 泸县福集镇龙脑桥中心小学校 一等奖 

9 观察物体 小学 数学 陈莉 泸县喻寺镇喻寺中心小学校 一等奖 

10 慈母情深 小学 语文 陈绍碧 泸县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一等奖 

11 法律保障生活 初中 道德与

法治 
王洪燕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12 人贵自知 初中 道德与

法治 
梅 敏 泸县兆雅镇杨九学校 二等奖 

13 辨析题的解答 初中 道德与

法治 
张 玉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14 等高线地形图 初中 地理 汪林 泸县云龙镇上坪学校 二等奖 

15 溶液稀释的计算 初中 化学 张珂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16 文景之治 初中 历史 黄静 泸县云龙镇学校 二等奖 

17 神经系统的组成 初中 生物 魏杨杨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18 鸟的双重呼吸 初中 生物 胡蝶 泸县云龙镇学校 二等奖 

19 培养细菌和真菌的一般方法 初中 生物 唐娇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20 科学记数法 初中 数学 张雪林 泸县兆雅镇杨九学校 二等奖 

21 有理数的减法 初中 数学 苏芮 泸县云龙镇上坪学校 二等奖 

22 合并同类项 初中 数学 邹玉梅 泸县云龙镇上坪学校 二等奖 

23 科学探究：平面镜成像 初中 物理 周成亮 泸县牛滩镇玉峰中学 二等奖 

24 响度 初中 物理 马超 泸县云龙镇学校 二等奖 

25 牛顿第一定律 初中 物理 罗丹 泸县光明学校 二等奖 

26 电路故障 初中 物理 刘玉彬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27 电阻第二课时 初中 物理 袁圣梅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28 我的情绪我做主 初中 心理健

康 
张军旗 泸县毗卢镇学校 二等奖 

29 我的第一个 python 初中 信息技

术 
樊富强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30 used to.. 初中 英语 王少琼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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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e made 短语讲解 初中 英语 杨朋 泸县海潮镇学校 二等奖 

32 Identify People 初中 英语 毛宇 泸县太伏镇太伏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33 My name's Gina 初中 英语 唐肖洁 泸县云龙镇学校 二等奖 

34 Where‘s my schoolbag? 初中 英语 张露萍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35 朗读语速、重音和停连的训练 初中 语文 郑洁 泸县二中城西学校 二等奖 

36 群文阅读《伊索寓言》 初中 语文 易丽莎 泸县云龙镇学校 二等奖 

37 探寻祥子悲剧的原因 初中 语文 雷思莉 泸县玄滩镇喻坪学校 二等奖 

38 木兰形象分析 初中 语文 李霞 泸县云龙镇上坪学校 二等奖 

39 盐类的水解 高中 化学 张琨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40 美国 1787 年宪法之三权分立 高中 历史 余霞 四川省泸县第九中学 二等奖 

41 肖像漫画的夸张变形 高中 美术 胡勇樵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42 《祝福》环境描写分析 高中 语文 杨月 四川省泸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43 安全记心上 小学 道德与

法治 
沈芳芳 泸县太伏镇太伏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44 爱护身体 珍惜生命 小学 道德与

法治 
罗霜 泸县云龙镇学校 二等奖 

45 自主选择课余生活第一课时 小学 道德与

法治 
陈军 泸县喻寺镇胡楼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46 爱护身体 珍惜生命 小学 道德与

法治 
黄婷 泸县嘉明镇嘉明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47 为什么一年有四季 小学 科学 易首都 泸县百和镇土主学校 二等奖 

48 食物在身体里的旅行 小学 科学 敖莉 泸县天兴镇天兴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49 物体在斜面上的运动 小学 科学 熊小平 泸县兆雅镇杨九学校 二等奖 

50 阳光下物体的影子 小学 科学 胡媛媛 泸县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51 谁选择了它们 小学 科学 朱杰 泸县云龙镇上坪学校 二等奖 

52 制作我们的小乐器 小学 科学 邱小桐 泸县玄滩镇曾观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53 不进位加法问题解决 小学 数学 李毫凤 泸县海潮镇学校 二等奖 

54 三位数乘两位数笔算 小学 数学 余显宾 泸县毗卢镇仙佛学校 二等奖 

55 倍的认识 小学 数学 朱丹雨 泸县方洞镇雨坛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56 化简比 小学 数学 张琴 泸县毗卢镇仙佛学校 二等奖 

57 倒数的认识 小学 数学 徐启铭 泸县方洞镇雨坛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58 用字母表示数 小学 数学 张颖 泸县喻寺镇胡楼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59 长方形的周长 小学 数学 任体容 泸县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60 I've got a new book 小学 英语 蒋龙 泸县云龙镇上坪学校 二等奖 

61 有趣的动物 小学 语文 杨梅 泸县石桥镇马溪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62 田家四季歌 小学 语文 陈吉 泸县喻寺镇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63 雪孩子 小学 语文 廖梦岚 泸县嘉明镇罗桥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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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奖次 

1 网上交友新时空 初中 道德与法治 陈秘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2 经纬网定位 初中 地理 温明瑜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3 第一节  空气的成分 初中 化学 饶诚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4 百家争鸣 初中 历史 李经会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一等奖 

5 手绘线条图像——物象立体的表达 初中 美术 张幸 泸县得胜镇宋观学校 一等奖 

6 细胞的生活 初中 生物 孙廷廷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一等奖 

7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 数学 张燕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一等奖 

8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追赶小明 初中 数学 何志涛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9 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 初中 物理 田柳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10 溜冰圆舞曲 初中 音乐 罗艳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11 I used to be afraid of dark. Section A1a-1c 初中 英语 车丽霞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12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Section A (1a-1c） 初中 英语 朱琳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13 脉脉亲情一线牵——探索文章线索 初中 语文 何春霆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一等奖 

14 如烟乡情——以具体物象承载情感 初中 语文 童玲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15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高中 地理 余巧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16 盐类的水解（第一课时） 高中 化学 李秋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17 复苏的人性之美——文艺复兴 高中 历史 郑淋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18 细胞器—系统内的分工合作 高中 生物 贾洪杰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19 《圆锥曲线》起始课 高中 数学 李先琴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20 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 高中 思想政治 汪星月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21 制作简易口罩 高中 通用技术 李晓艳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一等奖 

22 光的全反射 高中 物理 曾诚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一等奖 

23 学会赞美 高中 心理健康 徐丽媛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一等奖 

24 My First Ride on a Train (Reading) 高中 英语 盛蜀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25 
Module3 Book1 Reading and Speaking：

Happy Memory 
高中 英语 李国龙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一等奖 

26 蜀相 高中 语文 罗丽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27 安全记心上 小学 道德与法治 蒲国静 泸县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一等奖 

28 空气能占据空间吗 小学 科学 代应印 泸县梁才学校 一等奖 

29 中国龙 小学 美术 杨婷婷 泸县城东小学校 一等奖 

30 小数除法问题解决 小学 数学 高仕周 泸县城东小学校 一等奖 

31 认识钟表 小学 数学 张菊 泸县天兴镇天兴中心小学校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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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数混合运算解决问题 小学 数学 何先凤 泸县方洞镇方洞中心小学校 一等奖 

33 野蜂飞舞 小学 音乐 陈雯 泸县城东小学校 一等奖 

34 Module 4 Unit 1 Do you like meat? 小学 英语 林钟莉 泸县梁才学校 一等奖 

35 金色的草地 小学 语文 赖丽萍 泸县梁才学校 一等奖 

36 22.四季之美 小学 语文 李雪菲 泸县城东小学校 一等奖 

37 生命可以永恒吗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吴霜 泸县海潮镇高寨学校 二等奖 

38 公平正义的价值 初中 道德与法治 王平 泸县太伏镇太伏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39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初中 地理 叶蓉 泸县云龙镇学校 二等奖 

40 等高线与地形图的判读 初中 地理 詹璐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41 陆地与海洋的变迁 初中 地理 王小锋 泸县青龙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42 黄河 初中 地理 王微 泸县得胜镇得胜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43 氧气的实验室制取 初中 化学 杨杨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44 元素 初中 化学 郭珊 泸县兆雅镇杨九学校 二等奖 

45 氧气的实验室制法 初中 化学 叶茂林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46 化合价的应用 初中 化学 黄碧花 泸县方洞镇方洞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47 第一次工业革命 初中 历史 陈有梅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48 宋元时期的科技 初中 历史 胡汉宁 泸县太伏镇太伏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49 秦末农民大起义 初中 历史 胡俊 泸县天兴镇一心学校 二等奖 

50 手绘线条图像—会说话的图画 初中 美术 钟帮惠 泸县天兴镇一心学校 二等奖 

51 面具的设计制作 初中 美术 杨梅 泸县兆雅镇兆雅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52 植物体的结构层次 初中 生物 刘丽萍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53 生物的特征 初中 生物 陈剑 泸县兆雅镇杨九学校 二等奖 

54 呼吸道对空气的处理 初中 生物 刘茂 泸县太伏镇太伏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55 动物的运动与行为 初中 生物 张杰 泸县得胜镇得胜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56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初中 数学 陈茜 泸县二中城西学校 二等奖 

57 《14.1.1 同底数幂的乘法》 初中 数学 赵小梅 泸县云龙镇学校 二等奖 

58 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之利润最大问题 初中 数学 谷伟 泸县云锦镇云锦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59 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 数学 陈远斌 泸县天兴镇一心学校 二等奖 

60 同底数幂的乘法 初中 数学 赵月 泸县云锦镇云锦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61 积的乘方 初中 数学 陈胜斌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62 伏安法测电阻 初中 物理 臧萌 泸县太伏镇太伏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63 测量电阻 初中 物理 陈林 泸县牛滩镇玉峰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64 大气压强 初中 物理 张玉梅 泸县兆雅镇兆雅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65 平面镜成像 初中 物理 刘北兵 泸县毗卢镇仙佛学校 二等奖 

66 初识人脸 初中 信息技术 李俊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67 桑塔.露琪亚 初中 音乐 罗玉琳 泸县兆雅镇兆雅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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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青年友谊圆舞曲 初中 音乐 牟春芳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69 《唱脸谱》综合教学 初中 音乐 刁正会 泸县玄滩镇学校 二等奖 

70 What does he look like? 初中 英语 李小淋 泸县兆雅镇兆雅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71 This is my sister. Section A 1a-1c 初中 英语 黄勤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72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初中 英语 赖晓焱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73 My friend 初中 英语 高燕文 泸县得胜镇得胜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74 I’d like some noodles. Section A 1a-1c 初中 英语 曾小涵 泸县二中城西学校 二等奖 

75 Section A1a-1c 初中 英语 刘主丽 泸县奇峰镇宝藏学校 二等奖 

76 《三顾茅庐》—结合中考考点赏析人物形象 初中 语文 曾利娟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77 消息和通讯的标题探索 初中 语文 沈兴平 泸县二中城西学校 二等奖 

78 经典人物个性符号 初中 语文 徐静莉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79 苏州园林 初中 语文 田雪 泸县奇峰镇宝藏学校 二等奖 

80 背影 初中 语文 高佳佳 泸县兆雅镇兆雅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81 看“锋”识天气——气象站研学活动 高中 地理 黄鹏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82 气压带和风带的形成 高中 地理 付顶斌 四川省泸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83 大规模的海水运动 高中 地理 陈科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84 低压（气旋）、高压（反气旋）与天气 高中 地理 王金鹏 四川省泸县第九中学 二等奖 

85 钠的化学性质 高中 化学 伍定萍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86 盐类的水解一轮复习课 高中 化学 曾莉 四川省泸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87 科技的发展与成就 高中 历史 刘纯彬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88 与时俱进的漫画 高中 美术 胡倩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89 细胞的增殖 高中 生物 陈飞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90 细胞的能量通货—ATP 高中 生物 刘宇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91 细胞器—系统内的分工合作 高中 生物 谭瑶 四川省泸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92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高中 数学 刘光敏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93 对数函数及其性质（一） 高中 数学 卢剑波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94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第一课时） 高中 数学 石艳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95 指数函数性质的运用 高中 数学 杨梦婷 四川省泸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96 国家财政 高中 思想政治 郑艳萍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97 国家财政 高中 思想政治 禹云林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98 碰撞与动量守恒 高中 物理 晏涛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99 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的使用和读数 高中 物理 曹秋霞 四川省泸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100 学会求助——拓宽你的人生之路 高中 心理健康 叶绿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101 利用图表呈现分析结果 高中 信息技术 王洪梅 四川省泸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102 网页制作综合应用之校园防疫网页制作 高中 信息技术 牟棋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103 黄自《长恨歌》 高中 音乐 袁春艳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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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英文人物传记类阅读技巧 高中 英语 倪涛珍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105 Frankenstein's Monster 高中 英语 潘星彬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106 Sports for Life 高中 英语 周显玲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107 Passion Has No Gender 高中 英语 邓茂华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108 book 4 module 3 reading 高中 英语 万彩凤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109 B1M3My First Ride on a Train Reading 高中 英语 肖常琳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110 Vaping not so safe after all 高中 英语 刘春梅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111 半期考试试卷评讲 高中 英语 田浩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112 回忆鲁迅先生 高中 语文 胡润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113 优美的文字 高中 语文 李宣霖 四川省泸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114 解读《杜甫诗三首》 高中 语文 张丽平 四川省泸县第九中学 二等奖 

115 网络游戏的是与非 小学 道德与法治 陈玉兰 泸县云锦镇石马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16 生命最宝贵 小学 道德与法治 温玉娟 泸县天兴镇一心学校 二等奖 

117 安全记心上 小学 道德与法治 骆玲 泸县牛滩镇玉峰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18 空气能占据质量吗？ 小学 科学 游进 泸县得胜镇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19 空气能占据空间吗？ 小学 科学 郑英兵 泸县方洞镇雨坛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20 花鸟画（一） 小学 美术 余思思 泸县牛滩镇牛滩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21 有趣的蛋壳造型 小学 美术 李静 泸县方洞镇方洞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22 中国龙 小学 美术 王利娟 泸县牛滩镇保安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23 连环画 小学 美术 王孝蜓 泸县天兴镇天兴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24 做情绪的主人 小学 生生安 袁洁 泸县云锦镇青狮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25 比例尺 小学 数学 曹领 泸县牛滩镇保安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26 认识钟表 小学 数学 杜婷婷 泸县云龙镇学校 二等奖 

127 《问题解决》-商的近似值 小学 数学 庞洪兵 泸县潮河镇瓦子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28 用乘法口诀求商 小学 数学 童梅玲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二等奖 

129 四则混合运算 小学 数学 李秀环 泸县方洞镇雨坛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30 四则混合运算 小学 数学 柯西容 泸县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31 进一法和去尾法 小学 数学 薛莲 泸县喻寺镇喻寺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32 认识几分之一 小学 数学 庄燕 泸县太伏镇太伏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33 比的基本性质 小学 数学 蒲啸 泸县玄滩镇喻坪学校 二等奖 

134 分一分 小学 数学 马坤 泸县嘉明镇大同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35 我比想象中优秀 小学 心理健康 熊吉丹 泸县梁才学校 二等奖 

136 键盘控制 小学 信息技术 张玉霞 泸县城东小学校 二等奖 

137 图文并茂效果好 小学 信息技术 明廷英 泸县天兴镇天兴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38 癞蛤蟆和小青蛙 小学 音乐 徐科霞 泸县实验学校 二等奖 

139 春天举行音乐会 小学 音乐 胡小婷 泸县方洞镇雨坛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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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山谷静悄悄 小学 音乐 周娴静 泸县喻寺镇喻寺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41 赶圩归来啊哩哩 小学 音乐 刘青松 泸县天兴镇天兴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42 我是少年阿凡提 小学 音乐 刘力嘉 泸县嘉明镇嘉明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43 It’s on your desk 小学 英语 韦兴华 泸县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44 It’s red 小学 英语 夏世平 泸县方洞镇雨坛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45 How old are you? 小学 英语 李泓颖 泸县喻寺镇喻寺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46 It's on your desk 小学 英语 胡迪 泸县云龙镇学校 二等奖 

147 how  old are you 小学 英语 曾红 泸县天兴镇天兴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48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小学 语文 肖嫒源 泸县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49 日月潭 小学 语文 陈国群 泸县城北小学校 二等奖 

150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小学 语文 肖嫒源 泸县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51 王戎不取道旁李 小学 语文 李晓娟 泸县云锦镇云锦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52 坐井观天 小学 语文 吴雨婷 泸县牛滩镇保安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53 有趣的汉字 小学 语文 曾晓静 泸县喻寺镇喻寺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54 《日月潭》第二课时 小学 语文 陈红英 泸县立石镇团结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155 金色的草地 小学 语文 黄利漫 泸县毗卢镇学校 二等奖 

156 如何介绍“它” 小学 语文 付才英 泸县得胜镇顺河学校 二等奖 

157 吹吹肥皂泡 小学 综合实践 万先英 泸县嘉明镇嘉明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