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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发〔2022〕58号 

 

 

各义务教育学校：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学校课后服务和作业设计水平,根据绵阳

市《关于开展 2022 年绵阳市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和作业设计

优秀案例评选活动的通知》要求，我市开展了 2022年义务教育学

校课后服务和作业设计优秀案例评选活动,通过联合体及学校初

赛，共收到课后服务案例 26篇，作业设计 303篇，经评委认真评

审，展评结果全部揭晓。课后服务案例评选出特等奖 6篇，一等

奖 10篇，贰等奖 10篇；优秀作业设计评选出特等奖 79篇，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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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116篇，二等奖 108篇。现将评比结果通报如下： 

一、优秀课后服务案例获奖作品名单 

序号 学校简称 课后服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1 长城实验校 延伸服务 多元发展 王俊、王珩民、蔡骞 特 

2 双河初中 勤勉耕耘 静待花开 曹天伟、肖建军、王远志 特 

3 新安初中 
双减聚焦课后服务 赋能学生个性成

长 
吴建、马兴平、贾林 特 

4 诗城小学 艺林塑美润童心   诗意满园桃李芬 何军、冯杰、罗鹏 特 

5 高新实小 高新实小课后服务实施总方案 李晴、朱佩璐、郭文 特 

6 江外小学部 魅力“5+2”多彩促“双减” 郭勇、杨春燕、龙小伟 特 

7 花园路初中 举重若轻，花中起飞 马跃、裴会清 壹 

8 明镜中学 课后服务传温情，特色课堂润少年 张静、姚必强 壹 

9 逸夫小学 
“兴趣化”和“特色化”的课后服务

促进家校共育 
唐钊 壹 

10 重华小学 课后服务  让艺术落地生花 文一、强岚 壹 

11 青莲小学 优化课后服务  诗意校园展新篇 高洁、欧静娴、陈锡军 壹 

12 太平二小 墨色弦音培素养  全程服务育新人 唐容华、宋振华、周玉龙 壹 

13 胜利街小学 
依托 2+3课后服务，全面提高育人质

量 
李坤 壹 

14 河口小学 课后服务传温情，特色课堂润童心 向芹、唐浩 壹 

15 双河小学 江油市双河小学课后服务实施方案 王海明、林佳、刘洋 壹 

16 厚坝小学 
课后服务助“双减”  特色活动促成

长 
魏群端、詹丽、罗敏 壹 

17 文化街小学 “双减”政策落地后的小学课后服务 刘月梅 贰 

18 战旗小学 兴趣孕育幸福花 杨波、曹秋菊 贰 

19 坚勇实小 减负增效 快乐成长 蒋毅、刘益锋、向燕云 贰 

20 阳亭小学 课后服务典型案例 何佳静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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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课后服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21 龙凤小学 优化课后服务  幸福快乐成长 韩敏 贰 

22 建设路小学 江油市建设路小学课后服务案例 文志、唐娟、陈贵木 贰 

23 永胜小学 
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助力“双减”

“五项管理” 
徐琴 贰 

24 长城实验校 
长城实验学校（小学部）课后服务工

作方案 
阳东旭、斯斌、孙礼兵 贰 

25 太平镇学校 实干结硕果  善美育新花 吴永胜、文宗军、成金勇 贰 

26 东兴小学 挖“足”潜力  以“球”健体 黄永、何顺亮、陈战胜 贰 

 

二、作业设计优秀案例获奖作品（中学组）名单 

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1 华丰初中 化学 质量守恒定律 高小艳、赵焕 特 

2 江外初中部 化学 盐的化学性质 钟悦 特 

3 长城实验校 化学 
生活中常见的盐——复分解

反应发生的条件 
王建、曾彬 特 

4 彰明中学 化学 金刚石、石墨和 C60 李道斌 特 

5 彰明中学 化学 酸和碱的中和反应 刘宏笔 特 

6 华丰初中 生物 被子植物的一生 林春艳 特 

7 武都初中 生物 植物的生殖 刘勇 特 

8 江外初中部 生物 人类的起源和发展 罗艳玲 特 

9 花园路初中 生物 生物与生物圈 裴会清 特 

10 长城实验校 道德与法治 根本政治制度 杨剑、何建梅 特 

11 双河初中 道德与法治 理解权利义务 黄艳 特 

12 新安初中 道德与法治 保障宪法实施 吴建 特 

13 小溪坝初中 道德与法治 依法行使权利 何军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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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14 青莲初中 历史 凡尔赛条约和九国公约 于素蓉 特 

15 花园路初中 历史 金与南宋的对峙 高秀琴 特 

16 江外初中部 历史 探寻新航路 夏红菊、廖新倩 特 

17 江外初中部 历史 对外开放 刘芳、王治刚 特 

18 江外初中部 语文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周莉 特 

19 华丰初中 语文 初中语文作业的设计与评价 宁天琼、何晓燕 特 

20 青莲初中 语文 双减下初中语文作业设计 李羊刚、王方会 特 

21 青莲初中 语文 敬业与乐业 张谱 特 

22 长城实验校 语文 校外的春天 杨云 特 

23 长城实验校 语文 八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 李云进、王文娟 特 

24 彰明中学 语文 孔乙己 柳建 特 

25 彰明中学 语文 陋室铭 杨旭 特 

26 华丰初中 地理 八年级下双减分层作业案例 冯舸 特 

27 长城实验校 地理 东南亚 向飞 特 

28 江外初中部 地理 土地资源 谢源 特 

29 武都初中 地理 七年级第七章第一节日本 赵雪彬 特 

30 华丰初中 物理 大气压强 刘辉 特 

31 青莲初中 物理 电功率 刘世国 特 

32 武都初中 物理 摩擦力 吴孝军 特 

33 华丰初中 物理 摩擦力 罗发明 特 

34 长城实验校 物理 力 何长友、付文波 特 

35 江外初中部 英语 
I’m watching TV（Section 

B 2a—2c） 
尹琼华、李丹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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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36 彰明中学 英语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贺进 特 

37 花园路初中 英语 Section A（1a-2c） 刘殊凤 特 

38 江外初中部 英语 中考话题复习人际沟通 张建华 特 

39 青莲初中 英语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A 1a-2d） 
杨秀碧 特 

40 长城实验校 英语 What's the matter? 郭佳佳、马庆华 特 

41 长城实验校 英语 Section B (reading) 肖晏、雍丽娟 特 

42 长城实验学 英语 Section A（1a-2c） 陈巧红、王桂平 特 

43 华丰初中 生活生命与安全 
生态、生命、安全八年级下

第一单元 
唐小燕 特 

44 长城实验校 音乐 西南情韵 卢智、包贵华 特 

45 江外初中部 信息技术 
关于新形势下初中信息技术

作业设计的探究 
王馨、许潇雨 特 

46 华丰初中 体育与健康 
体育课后的分层作业设计案

例 
王勇 特 

47 小溪坝初中 化学 初中化学作业设计方案 何莹 壹 

48 长城实验校 化学 离子的检验和反应 曾彬 壹 

49 花园路初中 化学 金属的化学性质 谢丽 壹 

50 双河初中 化学 化学变化与物理变化 吴春莲 壹 

51 长城实验校 生物 
“双减”背景下的初中生物

作业设计 
罗明 壹 

52 花园路初中 生物 校园植物调查研究报告 许吉毅 壹 

53 彰明中学 生物 生物与生物圈 钟毓鹏 壹 

54 花园路初中 道德与法治 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 马春蓉 壹 

55 青莲初中 道德与法治 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张定江 壹 

56 江外初中部 历史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

代 
黄薇薇、胡鑫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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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57 新安初中 历史 美国的独立 王泽民 壹 

58 明镜中学 历史 明朝的统治 杜洪远 壹 

59 双河初中 历史 土地制度综合练习 曹天伟 壹 

60 江外初中部 语文 海底两万里名著导读 刘滢银 壹 

61 花园路初中 语文 卖油翁 邓晓 壹 

62 花园路初中 语文 庄子 马红娜 壹 

63 华丰初中 语文 古诗词曲速读技巧 肖国盛 壹 

64 青莲初中 语文 孤独之旅 李燕 壹 

65 双河初中 语文 回忆我的母亲 陈卓 壹 

66 长城实验校 语文 作业设计 李云进、王文娟 壹 

67 彰明中学 语文 木兰诗 李琳 壹 

68 太平镇学校 语文 水浒传 吴永胜 壹 

69 江外初中部 语文 木兰诗 谢斌 壹 

70 武都初中 语文 雨的四季 陈运东 壹 

71 武都初中 语文 八上第三单元作文作业设计 刘中华 壹 

72 花园路初中 语文 
“双减”背景下教师作业设

计案例 
肖祯 壹 

73 花园路初中 地理 学会阅读地图 黄海燕 壹 

74 江外初中部 地理 绘制学校的平面图 陈红梅 壹 

75 小溪坝初中 地理 世界气候 曹莎莎 壹 

76 青莲初中 地理 地形和地势 罗玲 壹 

77 双河初中 地理 利用经纬网定位 罗孝万 壹 

78 明镜中学 地理 东北三省 姚必强 壹 

79 彰明中学 地理 我们临近的国家和地区 王文彬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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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80 华丰初中 物理 浮力 杨明 壹 

81 长城实验校 物理 液体压强 刘斌 壹 

82 长城实验校 物理 压强 魏品清 壹 

83 江外初中部 物理 功率 李波 壹 

84 彰明中学 物理 串联和并联 罗其虎 壹 

85 彰明中学 物理 物态变化 徐洪飞 壹 

86 青莲初中 物理 液体压强 胡正亮 壹 

87 双河初中 物理 电学综合 肖建军 壹 

88 华丰初中 英语 Why do you like pandas 范豪、杨兴茂 壹 

89 小溪坝初中 英语 Don’t eat in class 张尔琼 壹 

90 江外初中部 英语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陈超 壹 

91 双河初中 英语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杨黎 壹 

92 花园路初中 英语 Section A（1a-2a） 窦淑会 壹 

93 新安初中 英语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马兴平 壹 

94 青莲初中 英语 It’s raining(section A) 王莉琼 壹 

95 小溪坝中学 英语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任夏清 壹 

96 双河初中 英语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王强 壹 

97 华丰初中 美术 
初中新生第一课美术作业设

计案例 
强国彬 壹 

98 明镜中学 体育与健康 排球双手垫球 张静、姚必强 壹 

99 明镜中学 化学 利用化学方程式的简单计算 陈建华 贰 

100 长城实验校 化学 酸碱中和反应 邓文文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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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101 明镜中学 化学 中和反应 敬许蓉 贰 

102 江外初中部 生物 血管 肖雪 贰 

103 明镜中学 生物 传染病及其预防 冯奇 贰 

104 明镜中学 生物 人体内废物的排出 徐小兰 贰 

105 小溪坝初中 生物 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综合复习 何远生 贰 

106 双河初中 生物 初中生物作业设计 邓巧华 贰 

107 明镜中学 道德与法治 节奏与旋律 陈卓 贰 

108 武都初中 道德与法治 青春的证明 蒋成模 贰 

109 明镜中学 道德与法治 国家权力机关 许晓斌 贰 

110 双河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田代 贰 

111 双河初中 历史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

世” 
王敏 贰 

112 明镜中学 历史 两汉的科技和文化 蒋琼元 贰 

113 华丰初中 历史 
“双减”背景下初中历史作

业设计的实践研究 
王天雄 贰 

114 华丰初中 语文 课外古诗诵读 周洪禹 贰 

115 青莲初中 语文 诗经 吕金、李羊刚 贰 

116 青莲初中 语文 孔乙己 唐胜琼 贰 

117 彰明中学 语文 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作业设计 程敏华 贰 

118 明镜中学 语文 卖油翁 李怡 贰 

119 中原爱心学校 语文 桃花源记 邓琪、杨峻玲 贰 

120 明镜中学 语文 时间的脚印 周兴洪 贰 

121 青莲初中 语文 囚绿记 安秀兰 贰 

122 双河初中 语文 古诗文对比阅读 王敏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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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123 新安初中 语文 卖油翁 梁安盛 贰 

124 新安初中 语文 “双减”下语文作业设计案例 敬丽萍 贰 

125 小溪坝初中 地理 
“双减”之下初中地理作业设计策

略 
苏宏 贰 

126 双河初中 地理 亚洲自然环境 王永福 贰 

127 新安初中 地理 八年级地理下作业设计 李开全 贰 

128 江外初中部 物理 功和功率 谢清明 贰 

129 彰明中学 物理 摩擦力 陈本友 贰 

130 明镜中学 物理 压强 罗霞 贰 

131 新安初中 物理 液体压强 梁佳贵 贰 

132 明镜中学 物理 浮力 米贵文 贰 

133 明镜中学 英语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张正勇、尹飞 贰 

134 武都初中 英语 
What time do you go 

toschool？ 
尹成菊 贰 

135 彰明中学 英语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B(2a-2c) 
邹晓虹、陈寒梅 贰 

136 武都初中 英语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余柔竹 贰 

137 花园路初中 英语 Section A 2a-2d 胡斌、郭连琼 贰 

138 新安初中 英语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陈秋宇 贰 

139 青莲初中 英语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 
薛琳 贰 

140 彰明中学 英语 Section B(3a～3b) 陈晓华 贰 

141 彰明中学 英语 七年级上册整合：Unit1-Unit9 陈姝宇 贰 

142 长城实验校 英语 
“双减”背景下英语学科探

究作业设计 
游红莉、冯英 贰 

143 彰明中学 信息技术 判断密码正误—while语句 汪财林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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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144 明镜中学 音乐 生命之杯 刘琼 贰 

145 彰明中学 音乐 A 大调鳟鱼钢琴五重奏 董时文 贰 

146 华丰初中 数学 

“ 双减 ” 背景下 反比例

函数 概念 教学 的 作业设

计 

王皋培 特 

147 花园路初中 数学 
基于 “ 双减 ” 背景下的

数学单元作业设计及案例 
杨文杰 特 

148 华丰初中 数学 
 8.2.消元 解二元一次方程

组（第二课时）加减消元法 
袁琳  特 

149 长城实验校 数学 
三角形的中位线》课堂检测

和作业设计 
邱明 特 

150 江外初中部 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二） 陈敏 特 

151 青莲初中 数学 
26.1.1 反比例函数分层作业

设计 
何斌 特 

152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张宴精、余东梅 特 

153 华丰初中 数学 
反比例函数 —— 反比例图

象与性质 
罗安全 特 

154 华丰初中 数学 
分层布置作业 重“ 巧 ” 

提高教学质量 重“ 效 
于启书 壹 

155 花园路初中 数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中考

复习课及作业设计 
余以勇 壹 

156 新安初中  数学 
八年级（下）数学《勾股定

理的应用》第三课时 
桑杰 壹 

157 长城实验校 数学 
勾股定理的应用-----折叠专

题作业设计 
王晓华 壹 

158 长城实验校 数学 旋转专题作业设计 刘亚玲 壹 

159 江外初中部 数学 菱形 陈小庆 壹 

160 彰明中学 数学 实数 1 6.1 算术平方根 陈永建 壹 

161 彰明中学 数学 二次根式的混合运算 林显华 壹 

162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18.1.1.1 平行四边形的边、

角性质 
李长江、曾开刚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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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163 长城实验校 数学 平面直角坐标系 杨仕军 贰 

164 江油外国语校 数学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面积问

题 
吴晓燕 贰 

165 青莲初中 数学 
“人教版 2 7.2.2 用坐标表

示平移 ”作业设计 
 蔡志东 贰 

166 小溪坝初中 数学 平行线的性质的作业设计 黄定军 贰 

167 双河初中 数学 
平行线的性质和判定及其综

合运用 作业设计 
梁林 贰 

168 新安初中  数学 反比例函数复习作业设计 陈春梅 贰 

169 武都初中 数学 8.1二元一次方程组 薛明 贰 

170 彰明中学 数学 
《数据的分析》课后作业设

计 
田孝开 贰 

171 小溪坝初中 数学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赵明 贰 

172 明镜中学 数学 
8.2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

组 
施永校 贰 

173 明镜中学 数学 二次根式复习作业 王剑 贰 

174 小溪坝初中 数学 相似三角形作业设计 万玲俐 贰 

 

三、作业设计优秀案例获奖作品（小学组）名单 

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1 长城实验校  生命生活与安全 节约水资源 李金华 特 

2 江外小学部 道德与法治 做聪明的消费者 罗红霞 特 

3 诗城小学 音乐 四季童趣 卢成梅 特 

4 花园小学 美术 曹全碑 牛斌、谢卓群 特 

5 高新区实验小学 体育与健康 单人跳绳 范入丹、高泽荣 特 

6 坚勇实小 数学 对称 刘玉玲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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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7 胜利街小学 数学 解决问题 黄志红 特 

8 胜利街小学 数学 分数的意义 王丹 特 

9 花园小学 数学 圆柱的表面积 徐会 特 

10 诗城小学 数学 笔算两位数乘两位数 郭大莉、胡海龙 特 

11 诗城小学 数学 容积和容积单位 陈丽、邓刚 特 

12 胜利街小学 科学 空气有质量吗 姚入瑜、何军 特 

13 诗城小学 科学 铁生锈了 冯华英、赵文华 特 

14 高新区实验小学 语文 文言文二则 徐欧亚 特 

15 坚勇实小 语文 四季之美  江林 特 

16 坚勇实小 语文 
‘想象岛’的奇妙之旅——

三下第五单元作业设计 
何利均 特 

17 双河小学 语文 赵州桥 欧玉平、凌小娟 特 

18 江外小学部 语文 六下第四单元 王翠蓉 特 

19 诗城小学 语文 那个星期天 易显敏、王蓉 特 

20 胜利街小学 语文 纸的发明 周蓉 特 

21 江外小学部 英语 Unit 4 Then and now 罗秋、王春燕 特 

22 江外小学部 英语 Unit3 My School Calendar 张敏 特 

23 诗城小学 英语 Unit 1 My school 毛艳华、盛欢 特 

24 坚勇实小 英语 Where did you go ? 戴春兰 特 

25 世纪奥桥小学 英语  My School Calender 余小玲 特 

26 世纪奥桥小学 科学 铁生锈了 王永才 壹 

27 长城实验校  科学 植物的生长变化 吴东平 壹 

28 高新区实验小学 劳动 
家校联动抓实践 多元评价促

发展 
王晓凤、郭文 壹 

29 世纪奥桥小学 语文 杨氏之子 王清芳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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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30 高新区实验小学 语文 综合性学习：奋斗的历程 李晴 壹 

31 世纪奥桥小学 语文  短诗三首 罗娟、鲁尧 壹 

32 世纪奥桥小学 语文 翠鸟 罗晓玲 壹 

33 河口小学 语文 六下第三单元课时作业 杨春丽、何媛媛 壹 

34 太平二小 语文 记金华的双龙洞 唐容华 壹 

35 太平镇学校  语文 北京的春节 赵顺芳 壹 

36 胜利街小学 语文 三上第四单元作业设计 王静 壹 

37 长城实验校 语文 找春天 龙进、卢建国 壹 

38 诗城小学 语文 开满鲜花的小路 曾珍、鲁尧 壹 

39 诗城小学 语文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雍建梅 壹 

40 诗城小学 语文 三下综合实践 曾宏 壹 

41 文化街小学 语文 古诗三首 刘若梅 壹 

42 花园小学 语文 景阳冈 陈彬 壹 

43 彰明小学 语文 麻雀 赵波 壹 

44 长城实验校 语文 四年级下三单元作业设计 陈曦 壹 

45 花园小学 语文 树和喜鹊 刘媛 壹 

46 胜利街小学 语文 童年的水墨画 文小梅 壹 

47 胜利街小学 语文 四年级下第三单元作业设计 赵芳 壹 

48 文化街小学 道德与法治 我的好习惯 郭显丽 壹 

49 诗城小学 道德与法治 让我们的家更美好 张莉 壹 

50 世纪奥桥小学 道德与法治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刘丽波 壹 

51 高新区实验小学 道德与法治 生活离不开规则 何忠华 壹 

52 诗城小学 道德与法治 我的家在这里 任云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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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53 高新区实验小学 美术 20 世界的艺术大师-马蒂斯 瞿颖 壹 

54 双河初中 美术  手形的联想 杨超 壹 

55 世纪奥桥小学 美术 珍惜每一滴水 袁宏伟 壹 

56 坚勇实小 数学 圆柱与圆锥间的关系运用 向艳云 壹 

57 坚勇实小 数学 认识折线统计图 王雪力 壹 

58 胜利街小学 数学 两位数乘两位数 刘兴蓉、文文 壹 

59 高新区实验小学 数学 面积单元设计作业 赵菲菲 壹 

60 双河小学 数学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 王玉 壹 

61 文化街小学 数学 表内除法（二）解决问题 胡琴 壹 

62 太平二小 数学 圆柱体的表面积 吴燕、王科龙 壹 

63 太平二小 数学 圆锥的体积 赵庆 壹 

64 太平镇学校 数学 用比例解决问题 王新文 壹 

65 花园小学 数学 除法的估算 夏雪花 壹 

66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 魏海燕 壹 

67 诗城小学 数学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罗鹏、冯琳 壹 

68 
胜利街小学龙头

分校 
数学 三角形的面积 唐云霞 壹 

69 诗城小学南校区 数学 圆锥的认识 王育帅 壹 

70 诗城小学 英语  My favourite season 邓明虎、何显艳 壹 

71 江外小学部 英语  Then and now 赵敏 壹 

72 江外小学部 英语  My Home 欧亚芬 壹 

73 高新区实验小学 英语 Two Last weekend 米莉 壹 

74 胜利街小学 英语  My school calendar 聂以斌 壹 

75 花园小学 英语  How tall are you 刘玉华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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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76 花园小学 英语  Weather 何予萱 壹 

77 双河小学 英语 My school calendar 邹颖 壹 

78 雁门小学 英语  Where did you go？ 陈亚男 壹 

79 逸夫小学 英语  I Have A Pen Pal 赵丽、唐钊 壹 

80 坚勇实小 英语  My school calendar 何欢 壹 

81 诗城小学 道德与法治 合理消费 
周时蓉 

、裴定刚 
贰 

82 长城实验校 道德与法治 买东西的学问 李华 贰 

83 青莲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与班级共成长 刘琳琳 贰 

84 胜利街小学 道德与法治 有层次的设计 邢志伟 贰 

85 重华小学 道德与法治 读懂彼此的心 王治平 贰 

86 八一小学 道德与法治 读懂彼此的心 吴兵 贰 

87 诗城小学 音乐 迷人的火塘 苟娟 贰 

88 东兴小学 体育与健康 足球——脚背正面运球 黄永 贰 

89 太平镇学校 美术 为美术课堂插上腾飞的翅膀 张蕊、笪敏 贰 

90 新兴小学 数学 认识人民币简单计算 吴光强 贰 

91 厚坝小学 数学 十几减 8 刘晓玲 贰 

92 高新区实验小学 数学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 何忠华 贰 

93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年、月、日 刘媛媛 贰 

94 龙凤小学 数学 圆柱与圆锥 黄莉 贰 

95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乘法运算定律 赵葆华 贰 

96 长城实验校  数学 数字编码 王军平 贰 

97 文化街小学 数学 两位数乘两位数（进位） 刘莎莎 贰 

98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十几减 8 李玉英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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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99 江外小学部 数学 鸡兔同笼 张春蓉 贰 

100 太平镇学校 数学 运算定律 莫娜娜 贰 

101 青莲小学 数学 四年级作业设计 李小娟 贰 

102 彰明小学 数学 乘法的意义 屈娟 贰 

103 文化街小学 科学 
教科版五年级上册科学学期

分层作业设计 
罗方方 贰 

104 太平镇学校 科学 小学科学作业设计 吴群 贰 

105 枫顺小学 语文 四下第四单元作业设计 秦燕 贰 

106 江外小学部 语文 五下学情调研作业设计 曾岚 贰 

107 中原爱心学校 语文 四下第四单元综合作业设计 冯琴蓉、秦兴旺 贰 

108 花园小学  语文 六下第三单元综合作业 康英 贰 

109 青莲小学 语文 找春天 王丽;、陈东 贰 

110 胜利街小学 语文 姓氏歌 罗张晔曦 贰 

111 太平二小 语文 秋天的雨 曹晓莉 贰 

112 太平镇学校  语文 二下第三单元综合作业 蒲永春 贰 

113 文化街小学 语文 四下第四单元综合作业设计 刘月梅、赵玉 贰 

114 花园小学 语文 中华传统节日 刘静 贰 

115 中原爱心学校 语文 小青蛙 徐碧美 贰 

116 高新区实验小学 语文 冒险小说 杨建华 贰 

117 高新区实验小学 英语 My favourite seasons 朱佩璐 贰 

118 阳亭小学 英语  Where did you go ? 何佳静 贰 

119 长城实验校 英语  Welcome back to school! 林祖金 贰 

120 文化街小学 英语  How tall are you? 李烨 贰 

121 建设路小学 英语 Two Last weekend 唐娟 贰 



 

- 17 - 
 

序号 学校简称 学科 作业设计案例名称 作者 等级 

122 胜利街小学 英语 My school calendar 赵月圆 贰 

123 文化街小学 英语  Weather 王敏 贰 

124 诗城小学南校区 英语  Then and now 林婷 贰 

125 胜利街小学 英语 My school PartB 王刚 贰 

126 青莲小学 英语  My day 裴金燕 贰 

127 中原爱心学校 英语 Meet my family 李倩 贰 

128 重华小学 英语 My Favourite Season 王华 贰 

129 大康小学 英语 Then and now 刘吉华、曹继民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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