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年麻城市教研共同体项目优秀教师名单 

序号 学段 姓名 学科 学校 个人积分 奖项 

1 小学 程敏 英语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1405 优秀教师 

2 小学 王木兰 语文 麻城市第四小学 1370 优秀教师 

3 小学 周亚清 数学 麻城市第四小学 1305 优秀教师 

4 小学 袁赛霞 数学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1175 优秀教师 

5 小学 杨一枝 数学 麻城市第四小学 1145 优秀教师 

6 小学 袁婷 英语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1130 优秀教师 

7 小学 徐喜柱 语文 麻城市第四小学 1065 优秀教师 

8 小学 何芳 数学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1060 优秀教师 

9 小学 张亚琴 数学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895 优秀教师 

10 小学 金黎 数学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895 优秀教师 

11 小学 朱袖 数学 麻城市第五小学 870 优秀教师 

12 小学 成保玲 英语 麻城市第四小学 855 优秀教师 

1 初中 周汝波 道德与法治 麻城市龙池桥中心学校 1395 优秀教师 

2 初中 丁丽 英语 麻城市城东中学 760 优秀教师 

3 初中 高峰 道德与法治 麻城市白果镇中 755 优秀教师 

4 初中 甘齐群 英语 麻城市城东中学 645 优秀教师 

5 初中 鲍晓东 道德与法治 麻城市木子店中学 455 优秀教师 

6 初中 刘早波 道德与法治 麻城市白果镇中心学校 430 优秀教师 

7 初中 马小婷 英语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365 优秀教师 

8 初中 张亚玲 英语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335 优秀教师 

9 初中 熊家锋 英语 麻城市龙池中心学校 320 优秀教师 

10 初中 丁申妮 道德与法治 麻城市城东中学 305 优秀教师 

 



2021年麻城市教研共同体项目优秀专递课堂获奖情况 

学段 学科 年级 专递课内容 主讲教师单位及姓名 获奖等级 

小学 

语文 

五年级 《快乐读书吧●从前有座山》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赵小妹 一等奖 

六年级 《竹节人》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黄亚琴 二等奖 

三年级 《富饶的西沙群岛》 麻城市第五小学 易茂丹 三等奖 

四年级 《麻雀》 麻城市师范附属小学 游园春 三等奖 

数学 

三年级 《认识几分之一》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宋玲 一等奖 

五年级 《植树问题》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丁伟 二等奖 

三年级 《数字编码》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程莉 二等奖 

道法 
三年级 《走近我们的老师》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丽 一等奖 

五年级 《自强不息的人格修养》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春光 二等奖 

英语 六年级 
《Can you be my Chinese pen 

friend?》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何晶 一等奖 

音乐 
四年级 《哦，苏珊娜》 麻城市实验一小 杨玉婵 一等奖 

五年级 《鸿雁》 麻城市第五小学 夏红霞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七年级 《诫子书》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周立霞 一等奖 

 

 

数学 

九年级 《圆周角》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郎琦 一等奖 

九年级 《随机事件与概率》 麻城市城东中学 万锦利 二等奖 

七年级 《几何图形》 麻城市城东中学 汪英红 三等奖 

七年级 《用字母表示数》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朱娟 三等奖 

英语 

九年级 
Unit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 
麻城思源实验学校 马小婷 一等奖 

七年级 
Unit1 My name's Gina.单元复习

课 
麻城市城东中学 丁丽 二等奖 

历史 
七年级 七年级上册《秦统一中国》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王水平 一等奖 

九年级 九年级上册《探寻新航路》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姜雄 二等奖 

道法 

九年级 
九年级第六课第二框《共筑生

命家园》 
麻城市白果镇中 高峰 一等奖 

七年级 
七上第三单元第六课《师生交

往》 
麻城市白果镇中 刘早波  二等奖 

 

 



 

2021年麻城市教研共同体优秀简报投稿获奖情况 

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简报投稿内容 获奖等级 

小 

学 

语 

文 

 

徐喜柱 麻城市第四小学 
9月简报关注语文要素，贯彻“本真”语文——

《搭石》示范课教学片段赏析 
一等奖 

占  洁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9月简报深秋话教研  活动促成长——《狼牙山五

壮士》学习感悟 
一等奖 

熊  丽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10 月份同步教研统整单元教学  夯实预测策略 一等奖 

袁  玲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12 月简报《夯实基础知识，提升阅读、习作能

力》 
一等奖 

黄亚琴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10 月简报要素统领   学以致用----《竹节人》教

学反思 
一等奖 

叶晚珍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11 月简报线上教研新方式 探索提升新思路-《伯

牙鼓琴》学习感悟 
二等奖 

林露红 麻城市第四小学 
11 月简报异步教研经典回答选（三年级上册第六

单元“祖国山河”主题） 
二等奖 

赵小妹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11 月简报示范课片段点评《带着学生快乐读书

吧》 
二等奖 

彭  娣 
麻城市福田河镇双庙关小

学 
9月份简报学习前的组织管理 二等奖 

易茂丹 麻城市第五小学 
9月份同步教研《名师团队资源共享   同步教研

引领成长》 
二等奖 

汪  彬 
麻城市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五年级   

12 月示范课片段点评关注学习经历，提升核心素

养 
二等奖 

王木兰 麻城市第四小学 
12 月份名师授课指方向  平台教研促成长——

《鸟的天堂》示范课学习感悟 
二等奖 

李利珍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12 月简报学前组织管理，学习情景图片展 三等奖 

肖俊飞 麻城市第四小学 11 月份简报学习前的组织管理 三等奖 

游园春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10 月份简报学习前的组织管理、学习情景图片展 三等奖 

王晓英 
麻城市福田河镇桠枫树小

学 

10 月份简报异步教研经典  三年级上册《海底世

界》 
三等奖 

余彩云 
麻城市福田河镇两路口中

心小学 
10 月份简报 示范课《少年中国说》片段点评 三等奖 

赵芳萍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12 月同步教研参加教研共同体心得体会 三等奖 

肖芳兰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11 月份小学语文简报编辑 三等奖 

尹娅娟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9月份小学语文简报编辑 三等奖 



小 

学 

数 

学 

 

袁赛霞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简报编辑 一等奖 

宋  玲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依托平台 共同推升 一等奖 

朱  袖 麻城市第五小学 渗透模型思想 感悟数学价值 一等奖 

何  芳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组织综合实践活动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一等奖 

黄  丽 麻城市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在实际生活中感受数学的奥秘 一等奖 

张亚琴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云端学习促成长 一等奖 

刘  萍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名师引领同行 研修再换新颜 二等奖 

苏  霞 麻城市第五小学 讲究策略 领悟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 二等奖 

金  黎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异步教研 9月份问答 二等奖 

袁继莲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充分挖掘教材内涵 培养学生运算能力 二等奖 

周亚清 麻城市第四小学 携手同行 共谋发展 二等奖 

丁  伟 麻城市第五小学 学中思 思中悟 悟中行 二等奖 

丁  进 麻城市第四小学 线上教研同成长 二等奖 

夏远华 麻城市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名师引领 促我成长 二等奖 

小 

学 

道 

德 

与 

法 

治 

 

 

 

 

董锦霞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优秀简报（示范课点评稿） 一等奖 

张春光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优秀简报（示范课点评稿） 一等奖 

朱彩霞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优秀简报（示范课点评稿） 一等奖 

张劲松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学习感悟 一等奖 

陶月金 麻城市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 一等奖 

王银花 麻城师范附属小学 学习有感 二等奖 

肖丽红 麻城市第五小学 研修感悟 二等奖 

冯  杰 麻城市第四小学 同步教研之我谈 二等奖 

鄢水文 麻城市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同步教研之我谈 二等奖 

林  义 麻城市福田河镇中心小学 教研共同体心得体会 二等奖 

曾吉峰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 二等奖 

张  丽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示范课点评 二等奖 

黄庆涛 麻城市福田河镇中心小学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 二等奖 

毕文静 麻城市第四小学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 三等奖 

曾黎明 麻城市黄土岗严家畈小学 全景学习平台观课心得 三等奖 

冯继良 麻城市福田河镇中心小学 同步教研之我谈 三等奖 

小 

学 

音 

乐 

董碧秋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奥林匹克之火照我前行  一等奖 

胡安娜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教研共同体十一月学习心得体会 一等奖 

吴雨筝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选 一等奖 

胡全乐 麻城市黄土岗严家畈小学 千里传经验  音乐蕴真情 一等奖 



王文浩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音乐课《喀秋莎》点评 一等奖 

汪  梨 麻城市黄土岗严家畈小学 音乐课《天空之城》点评 二等奖 

熊晚露 麻城市第四小学 音之所爱  乐在其中 二等奖 

赵小钦 麻城市第四小学 音乐课《匈牙利舞曲第五号》点评 二等奖 

卢  莹 麻城市师范附属小学 异步教研经典问答 二等奖 

夏红霞 麻城市第五小学 专递课堂的心得 二等奖 

项文涛 麻城市师范附属小学 学习中的成长 二等奖 

王  琪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学习心得 二等奖 

卢  珊 麻城市师范附属小学 共同教研  携手并进 二等奖 

周  婷 麻城市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选 三等奖 

小 

学 

英 

语 

 

袁  婷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关于高年级英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的几点思考 一等奖 

陶  敏 麻城市师范附属小学 关于低年级学生英语词汇教学的思考 一等奖 

成保玲 麻城市第四小学 且学且行  且思且进  一等奖 

曾  芬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选 一等奖 

徐  静 麻城市福田河镇张店小学 异地教研 同步提升 一等奖 

程  敏 麻城市师范附属小学 学用结合 知行合一 二等奖 

刘  翠 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同步教研之我谈 二等奖 

胡  颖 麻城市第五小学 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 二等奖 

何  晶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示范课片段点评 二等奖 

诸虹男 麻城市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学习后的感怀收获 二等奖 

查  华 麻城市第四小学 同步教研之我谈 二等奖 

程  丽 麻城市第一实验小学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选 二等奖 

周  婵 麻城市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学习心得体会 二等奖 

熊雪莲 麻城市师范附属小学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选 三等奖 

肖建华 麻城市黄土岗镇中心小学 同步教研之我谈 三等奖 

陈  瑶 麻城市鼓楼中心学校 学习后的感怀收获 三等奖 

初 

中 

语 

文 

 

周立霞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专递课堂《诫子书》课后反思 一等奖 

姜小红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同步教研之我谈《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一等奖 

罗赛红 麻城市城东中学 示范课听课感悟《听网络示范课心得体会》 一等奖 

喻春秀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学习默读，体验成长》  一等奖 

蔡  辂 麻城市白果中心学校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教学的策

略》 
一等奖 

杨江南 麻城市木子店中学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走进古代大家，点亮璀璨人

生》 
二等奖 

万元霞 麻城市白果中心学校  异步教研经典回答议论文教学浅见 二等奖 



 
漆  丽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同步教研之我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二等奖 

李伟丽 麻城市城东中学 同步教研之我谈《<诫子书>观后感 》 二等奖 

初 

中 

数 

学 

 

刘  倩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10 月学习简报 一等奖 

邱丙伦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11 月份综合简报 一等奖 

郎  琦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10 月学习简报 一等奖 

万锦利 麻城市城东中学 11 月份综合简报 一等奖 

朱  娟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10 月学习简报 一等奖 

汪英红 麻城市城东中学 10 月学习简报 二等奖 

龚丽丽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10 月 11月学习简报 二等奖 

王正升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10 月学习简报 二等奖 

王永峰 麻城市白果中心学校 10 月学习简报 二等奖 

涂双峰 麻城市白果中心学校 10 月学习简报 二等奖 

许世兵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10 月 11月学习简报 二等奖 

初 

中 

法 

治 

与 

道 

德 

 

高  峰 麻城市白果中心学校 
1.“法治政府”这个内容要突破哪些重要知识点

2.同步教研之我谈。3.评课 
一等奖 

周汝波 麻城市松鹤中学 

怎样充分利用好教材的栏目大单元教学：九年级道

德与法治第二单元教学建议。示范课《建设法治中

国》听课感悟 

一等奖 

丁申妮 麻城市城东中学 论思政课教学中的激情；怎样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一等奖 

丁  媛 麻城市木子店中心学校 
双师教学模式的专递课堂体会；怎样搞好议题式教

学 
二等奖 

成如红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培养学科核心素养对学生有何意

义 
二等奖 

刘早波 麻城市白果中心学校 

道德与法治课议题设计初探；《创新永无止境》听

课有感；打造名师课堂，提升学习能力—“双师”

体验《共筑生命家园》； 

二等奖 

丁席林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思维导图的作用 二等奖 

唐  鹏 麻城市松鹤中学 大单元教学初探 二等奖 

初 

中 

英 

语 

 

 

张亚玲 麻城市中心实验学校 教研共同体协同提升七年级英语 10月份听课总结 一等奖 

熊家锋 麻城市松鹤中学 连线空中课堂 领悟教学心法 一等奖 

马小婷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全景平台”对跨省教研共同体教学的促进和提升 二等奖 

丁  丽 麻城市城东中学 学共同体课堂，做智慧型教师 二等奖 

甘齐群 麻城市城东中学 UNIT1 复习课听课感悟 二等奖 

刘  帆 麻城市思源实验学校 教研路上，我们一直在前行，从未止步！ 二等奖 

李  刚 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学校 10 月听课感悟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