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四届台州市教师自制多媒体教育软件评比获奖名单

一 等 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Maybe you should learn to relax! 范钟灵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Section B（Reading) 罗豫斌 临海市杜桥实验中学
The Pronunciation of Letter”A” 郑优 温岭市横峰小学
We love animals 赖惠斐 天台县平桥镇中心小学
We love animals 童璐 临海市江南中心小学
What would you like? 陈娴 陈洁 黄岩区北城街道王林小学
Zip’s birthday 许新星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安全标记我知道 杨艳 金颖 临海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北京的春节 朱金枝 临海小学
伯牙鼓琴 李建红 温岭市大溪镇中心小学
卜算子·咏梅 朱文风 临海市学海中学
草船借箭 周桂芳 临海市杜桥镇草联小学
大自然的声音 沈辉 临海市杜桥镇市场小学
电和磁 蔡丹丹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电和磁 陈安顺 玉环市芦浦中心小学
富饶的西沙群岛 周玉琴 临海市东塍镇中心校
高中数学函数的图象 陈栽敏 天台平桥中学
勾股定理 周其玲 温岭市城南中学
古诗词赏析 汤红红 天台县南屏学校
国学文化 孙庆辉 潘海军 李平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汉字构造 谢洁萍 天台县平桥镇中心小学
荷叶圆圆 张兰芳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狐假虎威 叶灵桂 天台县赤城街道螺溪小学
花开疫散 潘泠佚 黄岩区高桥中心小学
化学棋韵 马仁章 临海市涌泉中学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宋礼芳 临海市巾山小学
角的度量 屈巧英 临海市东塍镇中心校
妈妈睡了 朱慧琴 温岭市大溪镇第二小学
捺 陈昊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牛和鹅 李盼盼 临海市江南中心小学
频数分布直方图 王波 临海市杜桥实验中学
平行与垂直 卓秋月 临海市小芝镇中心校
平均数 王卫芬 临海市临海小学
去年的树 李丹萍 临海市大洋小学
人脸识别让你我初见如故——人脸识别融洽同步
课堂氛围

胡潇琪 俞昊珉 洪素
琴

三门县心湖小学
三角形内角和 朱香妹 临海师范附属小学
三角形专题 何亚丽 三门县海游街道初级中学
师生互动，以学促教 王丹 椒江区洪家第二中学
双曲线及其标准方程 杨齐添 冯敏 燕杰 台州市新桥中学
太极拳课件 姚超男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天台大公中学
梯形的面积 张娟 天台县平桥镇第二小学
图形的旋转 李天祥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玩具奇妙夜 朱湘云 临海市河头镇中心幼儿园
希沃小游戏的简单制作以及在初中语文课程中的
应用

池爱华 玉环市沙门初级中学
小语乐园 王灵敏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校
一颗小芽 叶杨慧 临海市邵家渡街道中心幼儿园
一起复习拼音吧 俞佳贝 温岭市大溪镇第二小学
以网络同步课程为中心  开展空间建设 陈盼盼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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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霖铃 冯敏 杨齐添 台州市新桥中学
圆柱和圆锥的体积计算 朱春英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圆锥的体积 郑成勇 三门县悬渚小学
圆锥体积 朱宏飞 临海市临海小学
摘草莓 张灵芝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质量守恒定律 李莉娟 杨庙雪 临海市杜桥镇川南中学

二 等 奖
1000以内数的认识 张荣江 黄岩区新前街道中心小学
24时计时法 吴颖谦 路桥区金清镇中心小学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余惠丽 三门县健跳镇六敖初级中学
Global Warming 朱琦 临海市大田中学
Hometown Feelings 陈敏芳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My day PartA 王盼盼 临海市白水洋镇中心校
My dream home 金江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My Special Days 张倩 黄岩区院桥镇中心小学
Unit5  Why do you like pandas? 林钢强 天台县赤城中学
X-mind在《骆驼祥子》名著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徐倩倩 张荣敏 张静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百以内不进位加法 江屏 温岭市特殊教育学校
伴随着你 张婧 温岭市松门镇中学
保护小小手 李小红 椒江区培智学校
北京的春节 黄盼盼 临海市桃渚镇中心校
背越式跳高 陈良富 临海市邵家渡中心校
病毒大作战 应晔吉 颜微微 温岭市泽国镇幼儿园
不要随便摸我 梅静 三门县机关幼儿园
成长不能等，跟着唐唐学数学 吴梦莹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四小学
吃饭有讲究 陈贝 尤萍萍 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迟到大王 葛雨婷 台州市黄岩区机关幼儿园
传感器的应用 吴卫新 沈玲巧 台州市金清中学
传统节日 杨晓霞 三门县海游街道中心小学
匆匆 赵朱淼 临海市河头镇中心校
大西瓜和小蚂蚁 周佳佳 临海市杜桥镇中心幼儿园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蒋嘉嘉 天台县三州学校
地球绕日运动 叶小玲 临海市大石中学
盖房子 林帆帆 临海市涌泉镇中心幼儿园
跟我学唐诗 吴慧芳 李卫敏 临海市杜桥凤山小学
观沧海 程勇 临海市杜桥镇中学
观察物体（三） 金水忠 玉环市楚门文兴小学
鸿门宴 方永敏 台州中学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俞迁娇 三门第二高级中学
欢欢喜喜庆国庆 林丹丹 温岭市大溪镇第二小学
机器人嘉年华 余津瑶 陈晴雯 玉环市陈屿中心幼儿园
基于网络课程 开图形教学之花 石灵灵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技术课基础课程 陈达德 天台平桥中学
蒹葭 卢丹 包爱琴 严伟燕 临海市大田中学
金工工艺 戴月娇 天台苍山中学
垃圾分类 王健 温岭市城北街道幼儿园
垃圾分类 张伟娟 临海市大田街道中心幼儿园
兰亭集序 徐灵燕 临海市大田中学
老蔡三迁 江灵珊 金巧琴 温岭市第九中学
买海鲜 王素素 阮慧娜 椒江区葭沚街道中心幼儿园
缅怀革命先烈 继承革命遗志 余潇 路桥区路桥街道实验小学
模拟孟德尔杂交实验PPT及小程序 项主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墨梅 李珂怡 三门县海游街道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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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四形和梯形 葛迎春 临海市杜桥镇第二小学
桥 崔燕丽 仙居县白塔镇第二小学
清明节主题班会 李旦 温岭市箬横镇第三小学
秋天的怀念 李红 路桥区金清实验中学
曲线运动 林引春 临海市大田中学
全民战“疫” 李红 黄岩区江口街道中心小学
认识星座 许佳琪 温岭市箬横镇第二小学
认识周长 王秀丹 天台县石梁学校
日字旁与目字旁 齐静雪菡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三角形的认识 林光 谢佩佩 温岭市温峤镇第二小学
三角形三条边的关系 潘陈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设计页面 林莹莹 玉环市楚门第一初级中学
神奇的0和1 竺晨恬 三门县珠岙镇高枧中心小学
识字四 中国美食 翁俏俏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网络学习空间在中学数学假期作业中的创新应用 李杏芬 临海市上盘中学
微课视频制作Camtasia-Studio(1-11讲) 张赛赛 三门县浦坝港镇泗淋初级中学
微视频教学活动进程让知识更有效地“拥抱” 叶子 温岭市滨海镇第二小学
小河马的大口罩 徐玉萍 李明妮 临海市桃渚镇中心幼儿园
小满的 丁旭满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小微“智慧”的一天 严兵军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燕子 赵美平 温岭市温峤镇第二小学
一线三等角专题多媒体 吴帆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乙醇 侯婷婷 临海市大田中学
圆的周长 江西西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圆柱的体积 张小彬 三门县外国语小学
月亮姑娘做衣裳 丁芸 朱媛媛 天台县实验幼儿园
运动会 谢君琴 温岭市特殊教育学校
长鼻子 陈韩 台州市文华小学
长方体和正方体 梁玲智 路桥区路北街道中心小学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 朱仁慧 温岭市松门镇中心小学
蜘蛛和糖果店 李林娥 路桥区路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中华文明的曙光 王利君 路桥区蓬街镇中学
中心对称图形 金海英 李海亚 临海市东塍镇中学
轴对称 范琰 玉环市楚门文兴小学
昼夜交替现象 杨颖 临海市括苍镇中心校
竹之韵 徐敏 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走进信息技术 王维正 玉环市沙门初级中学

三 等 奖
“四新”让融合创新应用魅力凸显 王小永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100以内数的顺序 章亚萍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二小学
19.2.2一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奚丹妮 天台县平桥镇中学
2020，不“疫”样的春节 郑丽平 玉环市市中心幼儿园
5以内的点数 蒋映 台州市枫南幼儿园
7的乘法口诀 王云飞 天台县平桥镇中心小学
Is this your pencil 陈笑笑 黄岩区沙埠镇中学
My Favorite Teacher -- Descriptive English 
Writing

阮文燕 椒江区北大书生

PEP 7 Unit 1 Story time 赵旭红 路桥区路北街道中心小学
PEP五下Unit2 C Story time 陈柳青 仙居县第一小学
Review of Unit6 林瑰丽 仙居县广严学校
scratch画笔应用 叶笑晗 三门县浦坝港镇林迪生小学
Unit 5 My clothes C story time 黄菁菁 玉环市沙门中心小学
百变折纸 陈素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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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杨卫平 临海市杜桥实验中学
半时的初步认识 章玲芬 温岭市特殊教育学校
倍的认识 徐浩波 仙居县安洲小学
彼得与狼 周恰 黄岩区镇东小学
表格的应用 陈玲玲 玉环市陈屿中学
彩色奶牛 李媛媛 温岭市泽国镇幼儿园
曹刿论战 朱匡飞 仙居县第二中学
测量力的大小 毛敏超 温岭市横湖小学
丑小鸭的故事 陈申申 三门县亭旁镇实验幼儿园
传统文化的继承 付素琴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创建数据表 任月阳 黄岩区宁溪初级中学
春酒 李素娇 王桂明 临海市杜桥镇西洋中学
从生活中吸取设计的灵感 郑涵予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稻作文化的印记 赵晴微 天台县龙溪学校
地球的形状和内部结构 鲍海丹 黄岩区院桥初级中学
地球绕日运动 王永胜 蒋一铭 临海市上盘中学
点子公司 洪敏楠 天台县机关幼儿园（龙溪园区）
动点轨迹问题——瓜豆原理 魏正聪 路桥区金清实验中学
多边形的内角和 谢丹雅 温岭市石塘镇箬山小学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陈小凤 天台县赤城中学
飞啊飞 苏虹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小学
分支结构 王媛媛 路桥区第四中学
复习6以内的数 祝婷婷 三门县浬浦中心幼儿园
感知十以内的数量 王佳茜 温岭市东部新区幼儿园
勾股魅力 严小琴 三门初级中学
构造“隐圆”解线段最值 王红 路桥区第二中学
过故人庄 戴盛平 路桥区新桥镇初级中学
海绵宝宝玩具店 蒋思敏 温岭市三星幼儿园
好玩的瓶子 虞冰 椒江区通巨幼儿园
荷叶圆圆 沈娅城 王丹杨 温岭市大溪镇第二小学白山校区
荷叶圆圆 朱巧巧 温岭市百丈小学
弘扬垦荒精神·争做时代新人 许盼盼 周恰 黄岩区镇东小学
壶口瀑布导学设计 陈俊 天台县雷峰中学
会飞的男孩 王媚 应丽萍 仙居中学
计算机的发展 泮玲珺 三门县横渡镇中心小学
坚守一方净土，尽享师之幸福 王云琴 温岭市三星小学
角的初步认识 杨云飞 温岭市特殊教育学校
京杭大运河 任美英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校
绝句 赖邦辉 梅英华 三门县亭旁镇中心小学
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德国
鲁尔区为例

陈珊 温岭市新河中学

篮球简介 叶剑挺 黄岩区东浦中学
立体几何动态问题之角的最值 叶正茂 叶仙勇 温岭市松门中学
立体图形的复习与整理 徐菊红 杨灵君 台州市路桥小学
利用网络学习空间  助推小学科学课外探究 阮玲燕 椒江区云健小学
漏 陈佳佳 台州市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伦勃朗自画像 陈艳玲 陶君英 温岭市新河中学
论语课程 林倩倩 玉环市沙门初级中学
棉花姑娘 王超 台州市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明楼话史 陈璐芳 温岭市第二中学
平行四边形的复习 陈刚 椒江区下陈中学
平面图形面积的复习 应芳美 仙居县第六小学
巧用外貌描写，鲜活人物形象 张仙女 仙居中学
让幻灯片动起来 郑剑彬 玉环市沙门中心小学
认识图形 林鼎奇 梁官明 路桥区外国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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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儿子 林海渊 温岭市温峤镇第三小学
三角形的面积 应姗姗 齐亚芬 仙居县广严学校
三角形的面积 张静 玉环市坎门海都小学
三角形的认识 陈琳 仙居县田市镇中心小学
三角形碰碰乐 李青青 温岭市泽国镇幼儿园
三只小鸭的一天 王洋 温岭市大溪镇第三中学
设计<西游记>人物 李璐瑶 玉环市干江中心小学
神奇的莫比乌斯圈 吴晗 温岭市横湖小学铁路新区分校
生活离不开规则 李卡卡 黄岩区西江小学教育集团
生活与算法 陈志敏 黄岩区澄江中学
实际生活中的求平均数问题 魏荣飞 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数列的简单表示法 俞肖 三门第二高级中学
数与形 王屏西 天台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数与形 张高淞 温岭市方山小学
水的浮力--阿基米德原理 奚圣和 三门县海游街道初级中学
太阳系 林展锋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太阳系 张倩 仙居县第七小学
太阳系 张新斌 温岭市九龙学校
探究凸透镜的成像规律 蒋灵金 玉环市坎门第二初级中学
调皮的七彩光 郑晓婷 路桥区滨海中心幼儿园
图文转换复习 张灵侠 仙居中学
图像处理起步 王雅雅 临海市桃渚中学
网络学习空间，快乐学英语 金晓晓 临海市杜桥镇中心校
文言实词推断的技巧 陈丽斌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我为____点赞 黄海位 临海市桃渚中学
现代信息技术 王雅洁 李鹏涛 仙居县实验小学
消防知识我知道 郑丽君 路桥区峰江街道中心幼儿园
小牛顿科学show 杨倩 临海市东塍镇中学
小石潭记 齐亚芬 仙居县广严学校
辛亥革命 管友望 台州市双语学校
星空下的神秘冰纹 丁焕翔 天台县三合中学
旋转复习课 刘卫生 温岭市大溪镇第二中学
选考复习专题——病毒知多少 汪丽亚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演示型微课在培智劳动技能教学中的应用 洪丽萍 温岭市特殊教育学校
爷爷的礼物 陈璐媚 天台县街头镇中心幼儿园
依托人人通空间，助力语文学习活动 蒋小琪 温岭市新河中学
有趣的自然数 宋燕燕 椒江区云健小学城市港湾校区
雨点儿 蒋海珍 黄岩区新前街道中心小学
语文园地八 叶朦朦 三门县外国语小学
圆 王林君 路桥区新桥镇初级中学
圆的面积 张丽 黄岩区宁溪镇中心小学
月迹 马丹阳 玉环市干江中心小学
云中的城堡 陈茹 梁雅群 路桥区蓬街镇中学
运动与损伤 颜航雳 温岭市箬横镇第三小学
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避险能力 朱治平 三门县健跳中学
甄别信息的方法 郑军 三门第二高级中学
蜘蛛开店 陈瑶 椒江区章安中心小学
智闯病毒阵 李静 温岭市箬横镇幼儿园
智能手机Phyphox App做物理实验 颜秀华 温岭市第二中学
中国的古代艺术 张艳 临海市回浦中学
中国剪纸 王丹娜 三门县浦坝港镇浬浦中心小学
中考复习：常见气体制备实验专题 陈一鸣 温岭市温西中学
中小学3D打印课程介绍 金宏伟 黄岩区新前中学
轴对称图形 陈美彩 临海市杜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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