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台州市教育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优秀课例评比获奖名单

一 等 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001号失窃案 林帆帆 临海市涌泉镇中心幼儿园
1000以内数的认识 朱香妹 临海市临师附小
At the  farm 樊江缘 椒江区云健小学城市港湾校区
At the farm——storytime（四下） 邬婷娜 椒江区云健小学
Book5 Unit4 Story time 彭晴楠 温岭市泽国镇中心小学
Different Ways to go to school 周华星 临海市东塍镇中心校
Follow me 陈梦露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Global Warming 朱琦 临海市大田中学
PEP3 Unit6 Meet my family C Story time 杨丹丹 三门县心湖小学
U4 Writing: Growing Changes. 王灵芝 黄岩区宁溪初级中学
U5 What’s his job 柳娌娌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Unit02 Section B(2a—2e)  Reading 沈海泓 临海中学
Unit06 How do you feel  Robin and the Ant 许霞飞 临海市白水洋镇中心校
Unit10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李冰 临海市东塍镇中学

阿波罗尼斯圆 严婉丽 临海市回浦中学
白桦 林美芳 临海市杜桥镇中心校
白鹭 单伟飞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剥豆 何强 温岭市箬横镇第三小学
伯牙绝弦 潘娜 玉环市环山小学

超市购物 林沩 温岭市特殊教育学校
城乡巨变 颜海燕 路桥区路北街道中心小学
春天举行音乐会 戚梦茜 温岭市城南镇第三小学
春天举行音乐会 张灵芝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春雨的色彩 陆飞飞 玉环市机关幼儿园
匆匆 孙蜜蜂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搭船的鸟 陈盼 温岭市城南镇中心小学
搭配二——有趣的排列 陈伟君 椒江区云健小学
大家一起来 卢岚 椒江区云健小学
带刺的朋友 吴米青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带刺的朋友 杨艳琴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点亮小灯泡 蒋宏伟 温岭市松门镇第四小学
父爱之舟 柳晓静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古代科技  耀我中华 王燕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故都的秋 郭文燕 温岭市第二中学
瓜豆原理 魏正聪 路桥区金清实验中学
光与影 韩宁姗 台州市白云小学
会“说话”的圆点 许冬青 临海市永丰镇中心幼儿园
机械运动 陈柳吉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中学
家乡物产 李运玲 黄岩区院桥镇中心小学
简单推理 刘海敏 椒江区洪家街道中心小学
角的初步认识 丁欣欣 温岭市百丈小学
京杭大运河 金晓飞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京杭大运河 任美英 临海市沿江镇西岑小学
巨人的花园 马丽红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可爱的小象 邢小平 椒江区云健小学城市港湾校区
空气的热胀冷缩 王婷婷 温岭市太平小学
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 梁美荷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中学
垃圾分类 胡婷婷 椒江区洪家街道中心小学
啦啦操的组合创编 邱微微 台州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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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式.馆校-公益海报设计 童斐斐 台州市白云中学
漏 陈佳佳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 李冬春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猫 褚红阳 临海市涌泉镇实验小学
美丽文字  民族瑰宝 卢敏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棉花姑娘 陈奂如 温岭市松门镇第三小学

棉花姑娘 赵阳 温岭市新河镇中心小学
母鸡叫咯咯 冯丽娜 温岭市城南镇中心小学
能量转化的量度 曹雪倩 温岭市泽国镇第五中学
牛和鹅 蒋冬花 温岭市城东小学
牛郎织女(二) 宋礼芳 临海市巾山小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江茜 温岭市太平小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吴晨依 椒江区三甲中心小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杨建飞 临海市白水洋镇中心校
平均数 泮礼红 临海市大洋小学
秦始皇陵兵马俑 潘淯洁 椒江区云健小学城市港湾校区
青山不老 张兰芳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倾斜角与斜率 余才坚 临海市大田中学
秋天的雨 洪伟洁 椒江区洪家街道中心小学
认识4 金玲 温岭市特殊教育学校
认识面积 潘丽红 临海市托阳小学
认识平行 莫灵耀 温岭市石塘镇箬山小学
认识千以内的数 黄玲玲 临海市托阳小学
神态速写 柳卿 路桥区蓬街私立小学
生态防鸟系统 林梦依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绳梯的组合练习方法 董吕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时钟造型设计 蒋露露 温岭市泽国镇逢儒小学
书戴崧画 朱海飞 临海市永丰镇中心校
数形结合 金玲娟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数与形 阮佳珍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司马光 郑玲女 临海市托阳小学
司马光 朱群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四季 胡惠娜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四季之美 周彩娣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四通八达的交通 杨波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宋词 包海红 临海市巾山小学
送别 汪锦云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挑西瓜 杨玲珊 玉环市东海渔岙幼儿园
庭院模型的设计与表达 冯丹萍 临海小学
图形的复习 张灵飞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团团圆圆过中秋 汪洋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王戎不取道旁李 胡潇琪 三门县心湖小学
望天门山 周玲萍 临海市杜桥镇中心校
我的怪兽老师 陈佳妮 台州市枫南幼儿园
我和_  _过一天 廖文燕 温岭市城南镇中心小学
我和我的家 金烨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我们来做“热气球” 高鸳鸳 路桥区蓬街镇中心小学
我们奇妙的世界 金荷桂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我们知道的动物 裴宇檬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线段最值问题 王红 路桥区第二中学
想站稳的蛋宝宝 李梦安 椒江区机关幼儿园华景分园
小毛虫 陈思思 台州市白云小学
小鸟的家 包小红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小数乘整数 陈雪红 椒江区洪家街道中心小学
校园自然笔记 郑灵燕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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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人物的特点 毛庆秋 温岭市城东小学
辛亥革命 管友望 台州市双语学校
研学坞根 梁艺 温岭市太平小学
杨氏之子 陈灵飞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仰望天空 沈慧青 临海市巾山小学
一元二次方程 柳晓燕 临海市大田初级中学
颐和园 王燕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有余数的除法 李景峰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原地拍球 江婷婷 椒江区培智学校
圆的认识 高秋飞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运动和位置 陈盼盼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运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杨敬印 临海市邵家渡中心校
在钟表店里 阮可嘉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长方形周长和面积的练习 高玲燕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校
找次品 王蕴瑜 临海市杜桥镇市场小学
找规律 朱春英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折线统计图 杨灵君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整齐的秘密 朱湘云 临海市河头镇中心幼儿园
蜘蛛开店 黄晶晶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直面疫情，感受生命的脉动 叶智惠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自然界中的氧循环和碳循环 王燕红 路桥区新桥镇初级中学
走进美术作品展 吴倩倩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醉美大陈岛，重走垦荒路 王艳 椒江区人民小学葭沚校区

二 等 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1000以内数的认识 陈琳超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1000以内数的认识 冯金女 临海市沿江镇西岑小学
A master of nonverbal Humour 何香女 临海市大田中学
A student of African Wildlife 程丹英 临海市大田中学
A Surprise for Roxy 梁丽娇 温岭市温峤镇第二小学
Book 6 Unit 5 An Exciting Job 胡若兰 温岭市第二中学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SectionB(1a-2c) 潘玲利 温岭市大溪镇第二中学
Go to the zoo 陈红月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Let’s have a picnic! 冯剑萍 临海小学
Living Well 王茂良 临海市大田中学
Maybe You Should Learn to Relax! 吕新燕 温岭市九龙学校初中部
PEP Book6  Unit 5 on the farm 颜巧玲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PEP3 unit6 Meet my family Blet's learn 莫小燕 温岭市横湖小学
PEPBook4 Recycle1 施明燕 玉环市坎门中心小学
School and school life 周卫萍 临海市东塍镇中学
U2 B Let’s talk 潘雪萍 温岭市方城小学
Unit01 Welcome back to school 梁琳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Unit02 My favourite season C Story time 徐恝静 温岭市泽国镇逢儒小学
Unit09 period5 of Grade7 (Go for it!) 阮文燕 北大附属台州书生学校
百分数的认识 王婷婷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倍的认识 陈微 温岭市箬横镇第三小学
倍的认识 黄玲卡 温岭市九龙学校小学部
倍的认识 吴颖楠 椒江区人民小学葭沚校区
倍的认识 许仁江 椒江区洪家街道中心小学
倍的认识 周婷婷 黄岩区头陀镇中心小学
毕业餐会 杨晓琪 三门县浦坝港镇小雄中心幼儿园
并联电路故障诊断 王嫣然 葛灵伟 林怡筱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猜猜我有多爱你 徐玉 玉环市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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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力的大小 毛敏超 温岭市横湖小学
测量力的大小 盛佳颖 温岭市泽国镇中心小学
初识纸模型  金宏伟 黄岩区新前中学
瓷器风韵 叶坚伟 温岭市大溪镇第四中学
从物理到工程的桥梁 徐青青 台州市第一中学
搭船的鸟 金燕飞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大数的认识整理和复习 金俪俪 三门县心湖小学
大象的耳朵 陈思文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大象的耳朵 王静涵 温岭市坞根镇中心小学
大象的耳朵 周慧敏 临海市永丰镇中心校
弹力 陈荣 浙师大附属泽国高级中学
等差数列 陈未潇 台州市第一中学
等分 王灵红 温岭市三星幼儿园
电磁铁 章之霞 三门县心湖小学
东汉铜奔马 丁维 北大附属台州书生学校
洞洞的故事 叶妮 玉环市中心幼儿园
多肉植物的简易种植 娄婉婉 玉环市芦浦中心小学
多位数乘一位数的笔算 褚先锋 天台县三合镇中心小学
二氧化碳的性质 王正君 温岭市大溪镇第二中学
仿写小古文 王凤仙 临海市杜桥镇大汾小学
非洲鼓乐 马思聪 黄岩区北城中学
分类与整理 周玲娇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父爱之舟 陶岳永 临海市白水洋镇中心校
父亲、树林和鸟 江玲玲 温岭市箬横镇第三小学
复式统计表 杨灵杰 温岭市大溪镇方山小学
跟着音乐节拍动起来 林瑾 王娅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故宫博物院 蒋霜霜 温岭市城西小学
海底世界 徐丽珍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海底世界 叶灵桂 天台县赤城街道螺溪小学
海底世界 叶智慧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海底世界 应露佳 温岭市城南镇第三小学
海底世界 张玲仪 温岭市城东小学
河中石兽 董巧丽 临海市回浦实验中学
红领巾爱心义卖行动 李晓芳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狐假虎威 杨晓琳 玉环市坎门中心小学
狐假虎威 叶晓静 温岭市泽国镇第四小学
狐狸分奶酪 王晓婷 天台县赤城街道螺溪小学
弧长和扇形面积 章小敏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中学
化学反应的限度 张冬方 温岭市第二中学
回力车的设计 徐金萍 路桥区路北街道中心小学
会团结的水 谢蒙蒙 温岭市三星小学
火花塞检查 王健、林怡筱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几何图形 郭文兵 温岭市城南中学
记念刘和珍君 王聪 台州市洪家中学
家用防疫口罩 王力 椒江区洪家街道中心小学
减慢食物变质的速度 赵笑敏 李晟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简单的搭配 陈伟杰 天台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建高塔 林佳怡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建筑之歌 王娇娇 玉环市干江中心幼儿园
交通连四方  陈璐 黄岩区院桥镇中心小学
金鱼失窃案 陈梦洁 玉环市楚门中心幼儿园
金字塔 杨玲红 玉环市干江中心小学
经历操作过程 感知集合思想——数学广角 林安娜 温岭市温峤镇第二小学
可能性 陈恩辉 温岭市三星小学
可能性 赵晨涵 温岭市温峤镇第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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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胸前传接球 鲍一帆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雷雨 陈懿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旅行准备 陈烨 温岭市特殊教育学校
绿色家园 李婕 温岭市新河镇中心小学
马尔可夫性与马尔可夫链 叶丽丽 临海市回浦中学
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 葛星辰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棉花姑娘 梁雪红 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棉花姑娘 林雅婷 温岭市松门镇中心小学
免疫系统的功能异常 何晓芳 台州市洪家中学
母鸡萝丝去散步 鲍婉琴 临海市汛桥镇中心校
年年有余 徐玲嘉 温岭市滨海镇第二小学
年月日 何云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年月日 侯启文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年月日 章斌斌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牛和鹅 金舒怡 玉环市陈屿中心小学
牛和鹅 张丹君 温岭市方城小学
诺曼底号遇难记 金海英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盘古开天地 邵华敏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乒乓球控球的练习方法 潘小杰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林建宏 温岭市新河镇塘下小学
平均数 陈崇尧 温岭市松门镇第四小学
平均数 吴梦媛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平移 周金女 临海市杜桥镇凤山小学
奇妙的下午茶 冯玲萍 临海市涌泉镇中心幼儿园
汽车底盘 吴小红 黄岩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桥 何巧月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桥梁模型 梁娇娇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青花瓷 谢丹珍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青蛙卖泥塘 吴梦婷 温岭市松门镇中心小学
清兵与葫芦 包爱琴 临海市大田中学
清明上河图 丁焕翔 天台县三合中学
穷人 朱明珠 临海市古城小学
秋天的雨 狄柳英 温岭市锦园小学
人民币的秘密 许婷婷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认识长方形 陈佳肖 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 张珊玮 三门县海润街道中心小学
日本--耕海牧渔 杜华娟 温岭市城南中学
日字旁与目字旁 齐静雪菡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三极管的检测 范顺德 天台职业中专
三角形的分类 黄丽华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森林的歌声 万海红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上下结构（二） 娄灵芝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少年闰土 颜芳芳 温岭市城西小学
神奇的纸片 陈依琼 玉环市龙溪中心幼儿园
生物呼吸和呼吸作用（1） 梁荣君 温岭市第八中学
数学广角——搭配二 冯佳丽 椒江区云健小学城市港湾校区
水拓唐诗 戴梦娇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说 瞿海敏 温岭市实验小学
司马光 谢莺莺 温岭市横湖小学
四边形 潘文婷 台州市白云小学
太阳 夏美珍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太阳 朱群萍 温岭市实验小学
螳螂 薛嘉文 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田忌赛马 张瀚文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透镜和视觉复习 赵军分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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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的旋转 林云 玉环市干江中心小学
图形的运动——轴对称 王灵芝 温岭市城南镇第三小学
哇他们真有趣 朱泓晔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位置 陈君花 温岭市城南镇中心小学
文具的家 蒋巧燕 温岭市城南镇第三小学
我们奇妙的世界 黄璐伦 路桥区路北街道中心小学
我设计的服装 王秩惠 黄岩澄江中学
我是一只小虫子 孙巧玲 临海市邵家渡滩头小学
我喜欢我自己 郏程晓 玉环市机关幼儿园
项链 王佳萍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小鸟小鸟 应姿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小数的初步认识 陈海亚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小司机 叶知秋 台州市月湖幼儿园
小虾 王白娇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小小的船 蔡珉慧 温岭市特殊教育学校
小小的船 张艺琛 仙居县特殊教育中心
学会合作 鲍露露 椒江区云健小学城市港湾校区
鸦片战争 朱琳红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摇蓝曲 王盼颖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夜色 洪雪蓉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羿射九日 郑雅洁 台州市白云小学
隐形的圆第二弹 郑慧萍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中学
用估算解决问题 陈卫青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语文园地一 颜根峰 温岭市锦园小学
寓言二则 周姣姣 温岭市实验小学
圆柱的认识 许景红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月迹 江锦 温岭市城南镇中心小学
摘西瓜 邵雯 椒江区章安街道中心幼儿园
找规律 陈敏燕 仙居县特殊教育中心
折线统计图 方匡明 临海市杜桥镇市场小学
折线统计图 颜信法 温岭市横湖小学
折线统计图练习 王巧玲 温岭市横湖小学
只有一个地球 李亚兵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蜘蛛开店 朱晗君 临海市邵家渡中心校
制作并观察植物细胞有丝分裂的临时装片 陈阳益 台州市路桥中学
制作迷你温室-长屿小学 颜嘉耀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中国少年说 李君挺 温岭市方城小学
自相矛盾 林莹 椒江区云健小学城市港湾校区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金安吉 温岭市大溪镇麻车屿小学

三 等 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 李宗文 临海市上盘镇中心校
1000以内数的认识 崔军 仙居县白塔镇第二小学
100以内数的认识和整理复习 童淑娴 温岭市横峰小学
24时计时法 林妮娜 温岭市横湖小学
555集成电路 叶兴波 浙师大附属泽国高级中学
At Home 江玲娅 温岭市横湖小学
Birthday Food Around the World 周爱青 临海市杜桥实验中学
Canada —“The True North” 蔡巧玲 临海市大田中学
City & Country 徐攀 黄岩区院桥镇中心小学
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 邱满红 浙师大附属泽国高级中学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陈梦婷 温岭市滨海镇中学
Mike’s happy days 胡梦梦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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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4 Unit6 A Let's talk 张妙妙 温岭市松门镇中心小学
PEP6 Unit2 My favourite season A let’s 
learn

陈丽娇 临海市杜桥镇凤山小学

PEP6 Unit6 A Let's learn 林依 温岭市滨海镇第二小学
PEP8 Unit1 How tall are you?A  talk 王盼盼 天台县始丰街道中心小学
PLC“自锁”与“或”指令的组合运用 赵文赞 潘异 天台职业中专
ps图像处理 罗建萍 三门县职业技术学校
Reading and Writing 郑窃婷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Robin will cook today Read and writ
e

杨琳静 温岭市温峤镇第三小学

Theme parks 熊巧巧 临海市大田中学
There is a big bed Read and write 吴斌 三门县外国语小学
Tips on Grammar Filling 陈小飞 温岭市滨海镇中学
Travel_Journal-Reading 陈淑玲 临海市大田中学
U3 My school calendar A.Let's talk 李灵佩 温岭市新河镇塘下小学
U4 Let’s spell 许敏君 临海市杜桥镇大汾小学
U5 A Talk 叶英姿 温岭市方城小学
Unit03 Could you please... 施素芬 椒江区三甲中学
unit03 Let's spell 郑赛赛 三门县浦坝港镇沿赤中心小学
Unit03 Look at me A Learn 林伟 温岭市实验小学
Unit03 Look at me Let’s spell 金淑 温岭市实验小学
Unit03 Weather C Story 章飞凤 玉环市陈屿中心小学
Unit04 Then and Now B let's talk 徐丽丽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Unit05 Do you like pears? B Start to read 
& C Story time

陈丹青 三门县花桥镇中心小学

Unit05 Section A 3a-3c 干贝贝 温岭市滨海镇中学
Unit05 Using language The Feast: 18,000 
BC

徐梦媛 台州市洪家中学

unit0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sectionA 3a-3c)

罗伶娜 温岭市滨海镇中学

unit06 Section A(3a-3b) 王美丽 温岭市城南中学
Unit07 Section B 2a-2c 徐晨旖 温岭市滨海镇中学
Unit08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A 1a-2c

吴姗姗 温岭市大溪镇第四中学

Unit09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Writing)

王洋 温岭市大溪镇第三中学

unit09 period1 郭易鑫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Unit09 What does he look like SectionB 
2a-2c

蒋姣姣 温岭市第八中学

unit10 if you go to the party 高美虹 温岭市城南中学
Unit11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Section 
B (2a-2c)

颜丸尧 温岭市大溪镇第四中学

Unit14 SectionB 3a-3b Writing 林碧珍 温岭市第四中学
Wants and 陆玲红 温岭市锦园小学
Weather PB read  and  write 陆新丽 温岭市石塘镇箬山小学
爱在新冠肺炎进行时 冯小娟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安全记在心上 孙慧燕 温岭市方城小学
把一个人的特点写具体之选取典型事例 林雪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白鹅 郑玲轩 温岭市横峰小学
摆一摆，想一想 朱涛涛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班加罗尔 应璐梦 北大附属台州书生学校
北京故宫 丁也恬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伯牙鼓琴 方雪虹 温岭市泽国镇第四小学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陈海云 温岭市第八中学
乘法的初步认识 陈世华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初识pepper 彭利丹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校
瓷器风韵 蔡莉莉 温岭市大溪镇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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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探险 邱圆圆 椒江区中心幼儿园碧海明珠分园
搭船的鸟 王珊珊 温岭市温峤镇第三小学
带电粒子在组合场中的运动 林引春 临海市大田中学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周超娜 温岭市城南中学
低碳生活每一天 江笑笑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定语从句复习 林峰 浙师大附属泽国高级中学
动态电路分析 赵仕赢 温岭市大溪镇第四中学
二极管中的电流和电压 周红艳 温岭市松门中学
二氧化碳 李海亚 临海市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法律保障生活 戴海云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方帽子店 徐小芳 玉环市陈屿中心小学
肥皂泡 陈君飞 温岭市城南镇第二小学
分数初步认识 张雪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分数加减混合运算 王敏 天台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浮力复习 王丹妮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负数的认识 王珍 玉环市坎门中心小学
复式折线统计图 陈存云 温岭市横湖小学
概要写作 陈玲晓 温岭市松门中学
高考专题复习之压缩语段 毛玉青 台州市洪家中学
古代诗歌五首（游山西村） 郑茜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中学
古代中国地方管理体制 林作兴 温岭市松门中学
古罗马人的数字 林海萍 温岭市泽国镇中心小学
古诗词鉴赏之比较阅读 王佳佳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观潮 周彩萍 临海市杜桥镇中心校
光合作用机理揭秘 陈民管 台州市洪家中学
国家好 大家才会好 林海建 温岭市城南中学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林玉叶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海滨小城 董金燕 温岭市新河镇中心小学
海上日出 潘婷婷 温岭市新河镇塘下小学
函数的图像 吴楠楠 温岭市第八中学
函数与导数突破 周凌峰 台州市洪家中学
行驶的小船 潘奕含 椒江区章安街道中心幼儿园
行星组曲 陈肖 温岭市横湖小学
荷叶圆圆 瞿璐瑶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湖心亭看书 徐海红 椒江区三甲中学
花钟 马文军 温岭市三星小学
话洋务运动 探民族复兴 袁小佩 温岭市九龙学校初中部
活塞环端隙测量 梁平、王健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火车开啦 盛冰鑫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鸡兔同笼 许丹阳 天台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基本图形的应用——一线三等角 王美辉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中学
集合 王濛晗 温岭市城南镇第三小学
纪昌学射 陆君芬 温岭市城西小学
剪羊毛 陈培月 温岭市新河镇高桥小学
简单电路 韩旻洪 路桥区南官小学
简单机械复习题 徐双双 椒江区三甲中学
节约用水 蔡丽娜 温岭市大溪镇方山小学
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化学科学 叶婷婷 临海市大田中学
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 董奕婷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金孔雀轻轻跳 陈红 天台县三合镇中心小学
静夜思 程汝婉 黄岩区北城街道中心小学
居家锻炼 健康战疫 黄金升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绝对值三角不等式 朱琼瑶 临海市大田中学
可能性 朱婉君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垦荒代代传，文明生生行 谢佩佩 温岭市温峤镇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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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算除法 金凌云 临海市杜桥镇凤山小学
口语交际 古昕祎 温岭市横峰小学
口语交际——请教 马莹莹 温岭市城西小学
口语交际我们一起讲笑话 章芳芳 温岭市三星小学
跨交换机相同vlan的通信和控制 周菊丽 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老虎 胡舒慧 玉环市金色童年幼儿园
老人与海鸥 陶峰 温岭市泽国镇第四小学
良渚古玉 徐逢桧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龙腾虎跃 林琳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漏 胡梦娴 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心小学
萝卜圈机器人-校园刷卡 张蔷 温岭市第四中学
妈妈睡了 张吉禹 天台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猫 李彩琴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猫 郑娴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美苏争锋 张涛 台州市第一中学
棉花姑娘 王丽娜 温岭市泽国镇第四小学
棉花姑娘 虞君丽 温岭市新河镇塘下小学
木偶兵进行曲 郭黎群 温岭市横湖小学
囊萤夜读 陈伊 黄岩区沙埠小学
你好鸡蛋哥哥 沈杨芳 玉环市中心幼儿园
年月日 郑晓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诺曼底号遇难记 范倩倩 天台县三合镇中心小学
泡泡器的秘密 林盼 椒江区海门街道第二中心幼儿园
漂亮的相框 王贤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拼 大陈岛垦荒精神 蔡思思 温岭市三星小学
平方千米、公顷 陈清军 温岭市实验小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陈琪 温岭市横湖小学
平均数 吴佳茜 温岭市横湖小学
平面 李燕飞 临海市大田中学
平面 许峰波 临海市大田中学
奇妙的“循环往复” 陈柳青 玉环市金色童年幼儿园
奇特的视觉图形 郑涵予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旗袍 娄淑珍 天台县平桥镇中心幼儿园
勤劳的小蜜蜂 陈露薇 临海市大田街道中心幼儿园
青山处处埋忠骨 金红 温岭市泽国镇第四小学
青蛙卖泥塘 林巧 温岭市城南镇第三小学
清新空气是个宝 江静 温岭市城南镇第三小学
趣味水管 林洁霞 临海市大田街道中心幼儿园
让幻灯片动起来 林海渊 温岭市温峤镇第三小学
热和内能 徐婷婷 临海市回浦中学
人 健康和环境 叶西西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中学
认识单双数 郑丹丹 仙居县特殊教育中心
认识动画 王玲飞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认识气温计 陈晔军 温岭市九龙学校小学部
认识钟表 叶海杰 温岭市大溪镇方山小学
认识周长 金安芳 临海市杜桥镇凤山小学
三角形内角和 章海妙 温岭市横峰小学
三位数乘两位数 罗灵龙 温岭市方城小学
山坡羊·潼关怀古 张鹏希 温岭市滨海镇中学
少年闰土 陈苏平 天台县白鹤镇第二小学
身体的结构 王利珊 温岭市锦园小学
身体里的洞洞 郑丽平 玉环市中心幼儿园
神州谣 许佳怡 天台县洪畴镇中心小学
生活离不开规则 陈婷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生活离不开规则 廖金笑 温岭市滨海镇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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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圆周运动 何秋霞 临海市大田中学
生物的呼吸和呼吸作用 王丹舟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中学
十五从军征 陈寅 黄岩区城关中学
实数 陈菊青 温岭市城南中学
食醋总酸含量的测定 周萍娟 临海市大田中学
食物与营养 林正海 温岭市城南中学
守株待兔 金赛赛 温岭市大溪镇方山小学
书戴嵩画牛 黄嘉琳 温岭市三星小学
书戴嵩画牛 谢玲燕 温岭市实验小学
数与形 李辉军 温岭市城南镇第三小学
数字黑洞 梁海敏 温岭市新河镇高桥小学
摔跤 蔡婵婵 温岭市泽国镇逢儒小学
水和洞 朱元宵 玉环市中心幼儿园
速度、时间和路程 王瑶 温岭市方城小学
酸碱盐复习 姚毅敏 曹坚 天台县街头中学
太阳小鸟夸奖我 张玲娟 玉环市陈屿中心幼儿园
探究钙片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 林静洪 温岭市滨海镇中学
田忌赛马 徐卉 温岭市坞根镇中心小学
跳水 朱家欢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 莫友娟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图文转换之徽标 冯小红 台州市洪家中学
图形的联想 裴娟 天台县坦头镇欢岙小学
图形的旋转 林秋微 玉环市陈屿中心小学
图形的旋转 徐楚 三门县海润街道中心小学
推翻帝制 民族觉醒 陈荷琴 临海市杜桥镇凤山小学
推荐一部动画片 毛培君 温岭市温峤镇中心小学
陀螺的秘密 王贝贝 椒江区中心幼儿园
玩具小镇的新朋友 郑倩倩 林芝 潘婉琳 玉环市坎门公立幼儿园
顽皮的杜鹃 穆菲菲 天台县始丰街道中心小学
王戎不取道旁李 潘荷娇 临海市杜桥镇市场小学
王戎不取道旁李 颜金峰 温岭市横湖小学
网络信息辨真伪 朱国顺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威尼斯的小艇 潘利萍 温岭市锦园小学
蔚山 赵珈樱 北大附属台州书生学校
文成公主进藏 许惠芬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我们的小缆车 陈叶 温岭市松门镇第三小学
我们神圣的国土 朱玲红 温岭市实验小学
我是一只小虫子 吴梦梦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我要当河长 朱玲茜 温岭市三星小学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张柳懿 温岭市三星小学
我最喜欢的玩具 周妙苗 温岭市横峰小学
西门豹治邺 赵娟平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线段、直线、射线_陈倩 陈倩 温岭市箬横镇第四小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 王巧萍 温岭市城南中学
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乌鲁木齐 汪巧慧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小麦穗 陈红杨 天台县机关幼儿园
小毛虫 林佳 温岭市松门镇中心小学
小毛虫 谢佳蓉 温岭市横峰小学
小数的意义 陈鑫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小中窥大的写作思维指导 叶莎莎 温岭市松门中学
小猪变形记 陈灵斐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协商决定班级事务 杨成芳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学做“快乐鸟” 潘泠佚 黄岩区高桥中心小学
循环结构 朱菲菲 邱莎纳 天台职业中专
鸦片战争 江建宏 温岭市城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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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之子 朱稀 温岭市横峰小学
养文明习惯做文明少年 赵双艳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夜色 林宣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一滴水经过丽江 梁佳辉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管乐 椒江区葭沚街道中心幼儿园
一棵小桃树 颜贝贝 温岭市九龙学校初中部
一模试卷分析课 王益微 黄岩区灵石初级中学
一线三等角 吴帆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中的参数问题 李静 路桥区金清实验中学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陈玲玲 黄岩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疫情下安全运动促健康 颜航雳 温岭市箬横镇第三小学
音乐小屋 李丽娜 路桥区南官小学
引导探究  依学而教——扇形的认识 陈微佳 温岭市温峤镇第二小学
永恒的民族精神 丁巧 台州市第一中学
用面积解决问题 叶晶晶 玉环市实验学校小学部
用字母表示数 黄小丽 温岭市三星小学
游标卡尺的使用 李林敏 赵金龙 李家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游标卡尺的使用 卢美玲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有趣的推理 瞿卿卿 温岭市三星小学
有余数的除法 陈美丽 临海市杜桥镇凤山小学
有余数的除法 徐红 温岭市新河镇塘下小学
渔舟唱晚 林倩倩 温岭市三星小学
圆的面积 张丽 黄岩区宁溪小学
圆柱的认识 朱贝贝 温岭市城南镇第二小学
约客 周丽英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月迹 林燕玲 温岭市百丈小学
阅读复习—写人文章 吴灵芝 仙居县白塔镇第二小学
长方体、正方体表面积练习 赵静 玉环市坎门中心小学
长方体、正方体的认识练习课 陈才永 温岭市石塘镇中心小学
长方形和正方形复习与整理 王玲飞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找规律 金茜 温岭市滨海镇第二小学
折线统计图 陈迪 天台县洪畴镇中心小学
折线统计图 冯照妹 临海市汛桥镇中心校
正方体涂色问题 朱仁慧 温岭市松门镇中心小学
蜘蛛开店 陈飞 温岭市滨海镇第二小学
蜘蛛开店 章华燕 玉环市陈屿中心小学
直线的交点坐标与距离公式复习 梁丽娇 临海市大田中学
植树问题 吴朋娟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植树问题 应芳美 仙居县第六小学
植物的茎 丁娓莎 温岭市滨海镇中学
质量的测量 吕德明 温岭市城南中学
智取生辰纲 郑敏燕 温岭市城南中学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 陈芬 临海市大田中学
中国漆器 赵红霞 温岭市方城小学
中华文明的曙光 杨盈盈 北大附属台州书生学校
中考复习—测小灯泡额定功率 叶慧 温岭市滨海镇中学
中考文言文复习之人物形象分析 胡晨 黄岩区城关中学
中考阅读理解专项复习 冯雅燕 临海市东塍镇中学
轴对称图形 王才红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校
轴对称图形 吴振声 温岭市横峰小学
朱迪警官破案记 杨丽 椒江区章安街道中心幼儿园
紫藤萝瀑布 王梦妮 温岭市滨海镇中学
自然界中的电现象 谢林钢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最奇妙的蛋 陈明 天台县洪畴镇中心幼儿园
做个小开关 陈安顺 玉环市芦浦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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