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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教育局文件 
 

宁教备〔2021〕1 号 

 

 

 

关于公布 2021年度促进中小学实验教学活动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江北新区教育和社会保障局，各直属学校： 

根据《关于转发<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中小

学实验实践教学系列活动的通知>的通知》（宁教办中函〔2021〕

5 号）要求，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小学科学、初中物理、初中

化学、初中生物、高中物理、高中化学、高中生物七个学科教

师实验教学技能比赛和中小学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优秀

课程评选活动。 

经过比赛评选出各项获奖名次，现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希望获奖的教师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绩。希望各区、各

校以比赛为契机，努力提高教师实验实践技能，更好地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附件：1.小学科学、初中物理、初中化学、初中生物、高

中物理、高中化学、高中生物实验教学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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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小学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优秀课程评选

结果 

 

 

 

南京市教育局 

2021 年 10 月 22 日 

附件 1 

南京市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区 学校 奖项 

1 林淑鑫 玄武区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阳光分校 

一等奖 

2 吴苗苗 玄武区 南京市月苑第一小学 

3 王君兰 秦淮区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 

4 杨帆 玄武区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5 曹阳 雨花台区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 

6 黄菲儿 江宁区 南京市诚信小学 

7 肖娟 秦淮区 南京市五老村小学 

8 石冰洁 秦淮区 南京市小西湖小学 

二等奖 

9 罗玛丽 鼓楼区 南京市银城小学 

10 刘泉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石埠桥小学 

11 彭容莉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中心小学 

12 李谦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状元坊小学 

13 董宇 鼓楼区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 

14 俞和静 雨花台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 

15 邢益琼 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实验小学 

16 李菲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 

17 陈兴兰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 

18 毛正健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 

19 史文婷 栖霞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仙林学校小学部 

20 田丹 鼓楼区 南京市小市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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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陈丹妮 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滨湖小学 

22 汪洵 雨花台区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 

三等奖 

23 陈延飞 六合区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小学 

24 张娟 高淳区 高淳区砖墙中心小学 

25 王菲 浦口区 南京市珠江小学 

26 杨铖 建邺区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小学部 

27 黄敏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小学 

28 卢慧敏 溧水区 溧水区东屏中心小学 

29 郝晓东 建邺区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30 潘国庆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状元坊小学 

31 秦淋 建邺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怡康街分校 

32 成宇航 六合区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小学 

 

 

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区 学校 奖项 

1 李玥 鼓楼区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 

一等奖 

2 孙梦蝶 江北新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口外国语学校 

3 张萍萍 建邺区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4 陈峰 秦淮区 南京市第一中学初中部 

5 袁仲 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第一中学 

6 张蓉 秦淮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行知分校 

7 叶鸣扬 鼓楼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8 魏娜 建邺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9 宋海东 江宁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二等奖 

10 严丹 玄武区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 

11 万迎春 栖霞区 南京市迈皋桥初级中学 

12 秦宇 玄武区 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13 朱春阳子 栖霞区 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 

14 隗月玲 雨花台区 南京市板桥中学 

15 滕衍红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第三中学 

16 贺成 江北新区 南京第一中学明发滨江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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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严桂华 溧水区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18 吕菁芬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明觉初级中学 

19 邹佳丽 浦口区 南京书人实验学校 

20 尹韩 雨花台区 金陵华兴实验学校 

21 董芳 雨花台区 金陵华兴实验学校 

22 梁志鹏 高淳区 高淳区砖墙中学 

23 崔煜 玄武区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 

24 赵舒敏 江宁区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25 夏斌 溧水区 溧水区群力中学 

三等奖 

26 刘鑫 江北新区 南京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27 程在起 栖霞区 南京市营房中学 

28 郑婉君 江宁区 江宁区桃红中学 

29 仝磊 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金陵汇淳学校 

30 龚垚运 秦淮区 南京市第五初级中学 

31 赵彩红 浦口区 南京汉开书院 

32 张雁君 六合区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棠城分校 

33 公锦萍 秦淮区 南京市第一中学初中部 

34 卞文棋 建邺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35 耿顺琪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乌江学校 

36 吴增军 六合区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棠城分校 

 

 

南京市初中化学实验教学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区 学校 奖项 

1 庄山 玄武区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一等奖 

2 陈功 秦淮区 南京市第一中学初中部 

3 李绍晨 栖霞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4 易容 江北新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玉带实验学校 

5 王文慧 江北新区 南京市扬子第一中学 

6 章昊 玄武区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锁金分校 

7 陆亮 建邺区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8 李小娟 雨花台区 南京市金陵中学岱山分校 

9 李瑞婧 江宁区 南京市上元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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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晓芳 玄武区 南京市红山中学 

11 刘磊 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第一中学 

12 袁宇宸 江北新区 南京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13 邰晨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乌江学校 

14 曹森宝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实验初级中学南炼校区 

15 杜悦 市直属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 

16 彭庆国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东庐初级中学 

17 殷晓捷 市直属 南京外国语学校 

18 许静雯 秦淮区 南京市第五初级中学 

19 王鲁 栖霞区 南京市伯乐中学 

20 卞君彦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 

21 丁婉婉 鼓楼区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 

22 丁志阳 高淳区 南京高淳外国语学校 

23 刘坤 鼓楼区 南京民办求真中学 

24 夏春艳 秦淮区 南京市钟英中学 

三等奖 

25 孟祥云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大桥中学 

26 徐千千 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第二中学 

27 戴锦灵 江宁区 南京市竹山中学 

28 许芹 雨花台区 南京市板桥中学 

29 李露露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第二中学 

30 邹艳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 

31 陈华梅 六合区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32 李安娜 建邺区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33 沈秋蓉 建邺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34 刘小清 六合区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35 石伟伟 鼓楼区 南京民办求真中学 

36 陈辉 六合区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37 臧玥 江宁区 南京江宁区麒麟科创园学校 

 

 

南京市初中生物实验教学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区 学校 奖项 

1 谢琮 江北新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口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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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世玥 栖霞区 南京市摄山星城初级中学 

3 徐斐 雨花台区 南京市金陵中学西善分校 

4 王琪 雨花台区 南京市金陵中学岱山分校 

5 曾秋丽 玄武区 南京市第五十四中学 

6 汪秋雨 江宁区 南京市将军山中学 

7 周洋 建邺区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 

8 张凤敏 玄武区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锁金分校 

9 马玲 秦淮区 南京郑和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10 高璇 栖霞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仙林学校 

11 徐力 玄武区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锁金分校 

12 薛岑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 

13 李天宇 栖霞区 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 

14 王建军 高淳区 金陵汇淳学校（初中部） 

15 吕姝 市直属 南京市中华中学 

16 林雯 鼓楼区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中学部 

17 刘雨亭 溧水区 金陵中学溧水分校 

18 刘笑蕊 建邺区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初中部 

19 褚涛 建邺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20 李萍 六合区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21 陶吉 江宁区 南京市竹山中学 

22 张彩平 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第二中学 

23 张文君 市直属 南京外国语学校 

24 王继涛 六合区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三等奖 

25 李春燕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学 

26 钱云飞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第三中学 

27 刘春红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 

28 朱雅 雨花台区 南京市民办实验学校 

29 缪小平 江北新区 南京明道学校 

30 张倩 秦淮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行知分校 

31 张涛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科创园学校 

32 姜弘弢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第三中学 

33 何花 高淳区 南京武家嘴实验学校（初中部） 

34 丁娟 鼓楼区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致远初级中学 



7 

 

35 梁潇方 鼓楼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 

36 张聿 秦淮区 南京市第五初级中学 

37 邱丹 六合区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38 罗秋生 江北新区 南京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高中物理实验教学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区 学校 奖项 

1 王峰 秦淮区 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 

一等奖 

2 王尊海 浦口区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3 文银 市直属 南京市金陵中学 

4 姜万松 雨花台区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5 朱静 浦口区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6 唐保东 雨花台区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7 张祚文 高淳区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8 孙欢 玄武区 南京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9 黄玉婷 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10 檀辰馨 秦淮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11 蔡忠洋 玄武区 南京市第九中学 

12 倪旭 建邺区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13 周杰 浦口区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14 吕娟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15 陈晓燕 栖霞区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16 邵红波 六合区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17 刘舟 市直属 南京外国语学校 

18 仲银银 鼓楼区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19 刘新明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20 魏荣荣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21 谭骏 市直属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 赵雅琴 市直属 南京市第一中学 

23 陆伟昌 栖霞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三等奖 24 王涛 栖霞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25 唐诗雨 鼓楼区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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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张清和 建邺区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27 徐言先 秦淮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秦淮科技高中 

28 刘承制 江宁区 南京市临江高级中学 

29 朱正杰 江宁区 南京市秦淮中学 

30 王岚 江宁区 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 

31 陈凌云 玄武区 南京市人民中学 

32 张华 雨花台区 南京市板桥中学 

 

 

南京市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区 学校 奖项 

1 陈思明 江北新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一等奖 

2 贾昱卿 建邺区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3 王立 市直属 南京市中华中学 

4 徐金娣 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5 梅溪 秦淮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秦淮科技高中 

6 夏维锋 浦口区 南京汉开书院 

7 袁朝英 江宁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二等奖 

8 项云 玄武区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9 付超群 玄武区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10 薛铁瑛 雨花台区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岱山校区 

11 张琛云 秦淮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12 盛荣 鼓楼区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13 王红菊 溧水区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14 光青 玄武区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15 陈辰 栖霞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16 娄心媛 溧水区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17 程宇 栖霞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18 洪冬玲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三等奖 

19 沙德芳 浦口区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20 吴宁宁 鼓楼区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21 黄宇 江宁区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 

22 周媛 六合区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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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魏晓 建邺区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24 高一梅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中学 

25 陈未 溧水区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26 李倩倩 江北新区 南京市第十四中学 

 

 

南京市高中生物实验教学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区 学校 奖项 

1 谢俊 市直属 南京市中华中学 

一等奖 

2 马晨晨 市直属 南京市第一中学 

3 郑淑芳 市直属 南京市金陵中学 

4 刘晓珍 鼓楼区 南京市宁海中学 

5 周东东 秦淮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秦淮 

科技高中 

6 包晓燕 秦淮区 南京市文枢高级中学 

7 盛继露 江北新区 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 

8 李司敏 鼓楼区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二等奖 

 

9 郑颖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10 朱魏 玄武区 南京市人民中学 

11 徐学梅 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12 蔡秀丽 栖霞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13 李恩源 溧水区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14 周晶 浦口区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15 张雪梅 建邺区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16 宁一兰 秦淮区 南京市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17 胡华英 玄武区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18 李笑笑 建邺区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19 张荔 玄武区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 

20 徐贞 溧水区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21 刘娜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22 孙媛媛 江宁区 南京市秦淮中学 

23 王建芬 浦口区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三等奖 

24 丁双凤 浦口区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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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刘雯琪 高淳区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26 马坤 高淳区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27 黄春艳 鼓楼区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 

28 江苏云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中学 

29 李贝贝 栖霞区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30 周曼丽 六合区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31 朱恺奇 江北新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32 刘鹏丽 江北新区 南京市第十四中学 

 

 

附件 2 

2021 年南京市中小学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 

活动优秀课程评选获奖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课程名称 奖项 

1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基地管理中心 《茶韵倾香》  一等奖 

2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基地管理中心  《行知基地红色主题教育课

程》  

一等奖 

3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基地管理中心 《身心实训课程》 一等奖 

4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基地管理中心 
《发扬传统文化 践行工匠精神

—行知基地传统手工体验课程》 
一等奖 

5 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 《桥梁工程师》 一等奖 

6 南京大金山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百草园之“艾” 一等奖 

7 南京大金山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弘扬竹文化 传承竹工艺 一等奖 

8 南京大金山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铸造红色魂 野蛮其体魄 --南京

大金山红色运动会 
一等奖 

9 南京市溧水特殊教育学校实践基地 
《牡丹之美—花卉栽培》劳动教

育课程 

一等奖 

10 南京市溧水特殊教育学校实践基地 《现代蔬菜栽培》劳动教育课程 一等奖 

11 南京市溧水特殊教育学校实践基地 《养殖技术》劳动教育课程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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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信仰课堂”馆校合作红色研学

课程—《雨花英烈的艺术人生》 

一等奖 

13 江宁区青少年社会实践管理中心 
《绝地求生先躬行（安全实操培

训）》 
一等奖 

14 江宁区青少年社会实践管理中心 
《仰望星空 点燃梦想》课程实

施方案 
一等奖 

15 川蓓教育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仿生江豚课程 一等奖 

16 
南京市金农汇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 

传统弓道 一等奖 

17 南京市雨花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品血色青铜   养尚武之气——

青铜兵器初体验系列课程 
一等奖 

18 南京市鼓楼区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 春天田野野菜香 一等奖 

19 
南京雨发普睿思研学旅行服务有限

公司 
探秘智慧农业  体验绿色科技 一等奖 

20 南京市十月军校 军事训练——轻武器射击 一等奖 

21 南京市鼓楼区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 葛村四月“碧螺春” 二等奖 

22 南京市鼓楼区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铁军精神 二等奖 

23 南京市鼓楼区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 萝卜的故事 二等奖 

24 光大再生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跟着垃圾“趣”旅行 二等奖 

25 江宁区青少年社会实践管理中心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二等奖 

26 南京市溧水特殊教育学校实践基地 《插花艺术》劳动教育课程 二等奖 

27 
南京市金农汇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 

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演变体

验及思考 
二等奖 

28 
南京市金农汇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 
渔文化溯源 二等奖 

29 南京市梅园新村纪念馆 
“梅园记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课程 
二等奖 

30 南京市爱飞客航空科普基地 模拟飞行体系课程 二等奖 

31 南京市雨花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传承非遗文化 实践体验收获     二等奖 

32 南京市十月军校 
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红色教育课程）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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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京多米体能拓展训练基地 陶艺制作课程 二等奖 

34 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旧址 “我是小小特种兵” 二等奖 

35 南京市高淳区博物馆 中小学生走进博物馆 二等奖 

36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精神”

系列课程 

二等奖 

37 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 助力冬奥我先行 二等奖 

38 江宁台创园青少年学农基地 中医四诊与中医香囊制作课程 二等奖 

39 南京市雨花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体验实践收获  创意七彩人生 二等奖 

40 南京市雨花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乘“科技”之风，展“实践”之翼 二等奖 

41 南京钰缘泉博物馆 传差南匠-青花淡描 二等奖 

42 南京钰缘泉博物馆 翰墨情怀-碑拓 二等奖 

43 六朝博物馆 
《探秘六朝》 系列博物馆课程

系列博物馆课程 
二等奖 

44 六合区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 科技创想探索与实践 二等奖 

45 
南京市金农汇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三等奖 

46 南京市十月军校 识器练兵——正中靶心 三等奖 

47 江苏四季年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探究珍稀植物物种生长的奥秘 三等奖 

48 汤山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矿山的种子 三等奖 

49 汤山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重生的废弃矿山 三等奖 

50 汤山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矿坑生态修复系列 三等奖 

51 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旧址 
童心向党，争当“小小新四军”活

动 
三等奖 

52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陶瓷文化研学实践教育课程 三等奖 

53 南京市江北新区少年宫 星空观测与摄影 三等奖 

54 江苏盛世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遗脉传承·小小传承人”二十四

节气系列非遗课程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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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南京市档案馆 档案与成长 三等奖 

56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雨花石文化博物

馆 
雨花石绘画社 三等奖 

57 铁心桥水科学与水工程实验基地 “走进大国重器，弘扬水利精神” 三等奖 

58 南京阅江楼风景区 阅江书苑研学课程 三等奖 

59 南京高淳国际慢城 国际慢城自然探秘 三等奖 

60 南京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基地 饲养员体验--火箭浣熊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