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
和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组委会

关千公布绾三届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

大赛获奖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上诲市教育委员会浙江省教育

厅江苏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三届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

大赛的通知》要求， 第三届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

巳经圆满结束。 秉承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 经专家评

审， 共评选出一等奖110个、 二等奖155个、 三等奖226个、

优秀组织奖12个。 获奖名单经公示， 无异议。 现将获奖名

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附件：第三届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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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获奖名单

姓名 性别 所属学校 组别 学科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程源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汤拥华 一等奖

朱天愉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李园、高峰、杨霞 一等奖

訾化玥 女 阜阳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石耀华、魏锦虹、金业文 一等奖

何俊杰 男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钱淑英 一等奖

曹静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胡承佼、詹绪左、汪红艳 一等奖

孔卓莹 女 绍兴文理学院 中学组 语文 傅红英、王静义 一等奖

王千惠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饶宏泉、芮瑞、李伟 二等奖

吴婷婷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汤拥华 二等奖

何婧仪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汤拥华 二等奖

汤新瑜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杨霞、孙道功、李园 二等奖

夏倩禧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倪玲颖 二等奖

瞿锦雯 女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叶黎明、申宣成 二等奖

熊鑫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语文 史成明、李尧、杨胜朋 二等奖

梁锌 女 宁波大学 中学组 语文 王志凯、宋芸芸 二等奖

刘塔 男 合肥师范学院 中学组 语文 范蓓蕾、何旺生 三等奖

赵伊雯 女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步进、李敏 三等奖

施恺乐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宋清秀 三等奖

杨红花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汤拥华 三等奖

苏晶晶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汤拥华 三等奖

朱颖超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语文 刘艾清、李伟、马磊 三等奖

许健珑 男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郑桂华 三等奖

田怡星 女 常熟理工学院 中学组 语文 黄斐、包中华、朱敏卓 三等奖

夏佳佳 女 皖西学院 中学组 语文 李莉、杨洋、涂加胜 三等奖

武震晓 男 阜阳师范大学 中学组 语文 金业文、魏锦虹、石耀华 三等奖

邱心语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语文 顾晓玲、吉照远、潘海鸥 三等奖

陆毅浩 男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中学组 语文 于美娟 三等奖

张弛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罗晓杰、竺金飞 一等奖

李静远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谢冰、张荷、许炳坤 一等奖

荣飞 男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全建强 一等奖

孙怡晨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顾翡 一等奖

倪婉青 女 淮南师范学院 中学组 英语 黄静、潘梦如、齐东武 一等奖

吴筠慧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全建强 一等奖

黄鹂明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吕晓红 二等奖

王开杨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吕安琪、张荷、许炳坤 二等奖

黄语琛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沈继红 二等奖

王银菠 女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学组 英语 童红灯、夏琼 二等奖

许雅静 女 合肥师范学院 中学组 英语 陈英、王勤梅、吴福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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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所属学校 组别 学科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汪佳佳 女 淮北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魏赟、徐修安 二等奖

周伊萌 女 苏州大学 中学组 英语 陆倩 二等奖

邱佳慧 女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钟振国 二等奖

李晴 女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郑虹 三等奖

江羚 女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学组 英语 夏琼、童红灯 三等奖

张文捷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张亚萍、郑志恋 三等奖

陈晓芸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顾翡 三等奖

杨明萱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许立新、丁建宁、杨霞 三等奖

张恬欣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许立新、丁建宁、邱莉 三等奖

夏欣怡 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中学组 英语 张莉、顾丽娟、徐蕴 三等奖

王婷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英语 苏军锋、张湛、崔海燕 三等奖

黄嘉悦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全建强 三等奖

万盛佳 女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穆凤英、林晓雯 三等奖

李晟莹 女 苏州科技大学 中学组 英语 杨洪艳 三等奖

马德懿 女 安庆师范大学 中学组 英语 王平、熊捍东、徐亚茹 三等奖

汪丽娜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汪志荣、王长江 一等奖

蒋恬恬 女 阜阳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丁智勇、王正、顾江鸿 一等奖

刘文慧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柴志方、陈廷芳 一等奖

陶卓婷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岳晓婷、石卉 一等奖

毛佳怡 女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徐王熠、蒋永贵 一等奖

冯思敏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汪志荣、高爱英、徐玲 一等奖

陈艺欣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刘金梅、尹亚玲 二等奖

赵羚秀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陈廷芳、柴志方 二等奖

张春会 女 合肥师范学院 中学组 物理 冯源、陶蕊 二等奖

谢雨真 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中学组 物理 韩典荣、葛传楠 二等奖

王琳溢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尹亚玲、赵强 二等奖

沈天怡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陈娴、庄伟、仲扣庄 二等奖

汪庆凤 女 淮北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李洪俊、赵春然、张东雨 二等奖

张成辰 男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岳晓婷、石卉 二等奖

程子窈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杨振曦 三等奖

陈鹏程 男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徐王熠、蒋永贵 三等奖

钱睿琳 女 苏州科技大学 中学组 物理 田芬 三等奖

董石柱 男 淮南师范学院 中学组 物理 李兰兰、全桂英、张春早 三等奖

林金妮 女 湖州师范学院 中学组 物理 沈建民 三等奖

倪熔彬 女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王群 三等奖

仇昕宇 女 江苏大学 中学组 物理 王正岭 三等奖

陈轶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物理 张新玉、罗俊杰、陈杰 三等奖

郑宝洁 女 南通大学 中学组 物理 王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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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所属学校 组别 学科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赵俊杰 男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岳晓婷、石卉 三等奖

池奕辰 男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物理 郑圆成、黄晓 三等奖

胡珍珠 女 台州学院 中学组 物理 贺建东、张慧娟 三等奖

秦可欣 女 扬州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朱益飞、闾彬 一等奖

左雨姗 女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管秀雪、蒋喜华、崔玉利 一等奖

吴萱 女 淮北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郭学勤、宇海金、朱乾坤 一等奖

何雨蝶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章瑛、史俊 一等奖

居楚漪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章瑛、史俊 一等奖

陈雨如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章瑛、史俊 一等奖

李沁 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中学组 思想政治 冯琦、庄晓卉 二等奖

王辰颖 女 江苏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鲁英 二等奖

潘俊杰 男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赵凤伟、戴家芳 二等奖

谢娟娟 女 阜阳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于晓娟、闫成俭、侯新旺 二等奖

付佳媛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赵凤伟、戴家芳 二等奖

杨同同 女 安庆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张铭、贺佳欢、田梦甜 二等奖

陈玉钊 男 合肥师范学院 中学组 思想政治 傅文茹、葛守稳 二等奖

陈思成 男 绍兴文理学院 中学组 思想政治 俞婉君 二等奖

桂子涵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思想政治 顾莉 高汝伟 殷有敢 三等奖

金宇威 男 丽水学院 中学组 思想政治 吴春莺 三等奖

樊雨佳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刘建良 三等奖

陈心慈 女 绍兴文理学院 中学组 思想政治 俞婉君 三等奖

王杨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章瑛、史俊 三等奖

王夏青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蔡应妹、林子赛 三等奖

颜舒悦 女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李淑杰 三等奖

刘琴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周晓静、王燕、汪洁 三等奖

李春彤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章瑛、史俊 三等奖

余丽莹 女 湖州师范学院 中学组 思想政治 任靖、张建庆 三等奖

沈丹 女 淮阴师范学院 中学组 思想政治 姜强强 三等奖

胡尔姝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思想政治 白瑶 三等奖

陈曦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瞿萌、孙玉香 一等奖

郑梦甜 女 常熟理工学院 中学组 数学 杨惊雷、吕松军、姜伟 一等奖

胡思睿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陈月兰、何忆捷、程靖 一等奖

石子怡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瞿萌、孙玉香 一等奖

陈晓晓 女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张超、黄晓学 一等奖

宗姗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陆新生 一等奖

纪云龙 男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程靖、何忆捷、陈月兰 二等奖

高乐炜 女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斯海霞 二等奖

陈莹婕 女 宁波大学 中学组 数学 余未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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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所属学校 组别 学科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顾澄琪 女 扬州大学 中学组 数学 陈算荣、陈建华、濮安山 二等奖

高远 男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顾继玲、宁连华、邱莉 二等奖

赖颖 女 阜阳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褚小婧、刘国超 二等奖

王小如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董建功、瞿萌、孙玉香 二等奖

王冰茹 女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陆吉健、巩子坤 二等奖

叶楚楚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杨光伟、朱伟义 三等奖

张恩佳 女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陆吉健、巩子坤 三等奖

吴子旋 女 淮南师范学院 中学组 数学 杜珺、平静水、戴蕾 三等奖

杨若曦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程靖、陈月兰、何忆捷 三等奖

卢琳琳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陈月兰、何忆捷、程靖 三等奖

何靖雯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陆新生 三等奖

周恬恬 女 绍兴文理学院 中学组 数学 黄玲娣、周凤燕 三等奖

陈林霞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何忆捷、程靖、陈月兰 三等奖

仇盼盼 女 合肥师范学院 中学组 数学 栾庆芳、张新全、吴皖赣 三等奖

季宇昂 男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数学 黄晓学、张超 三等奖

王晔 女 南京晓庄学院 中学组 数学 颜士新 三等奖

王婷婷 女 南京晓庄学院 中学组 数学 颜士新 三等奖

徐智轩 男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谢群、王锋青 一等奖

权越 女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周长梅、张健、冯照军 一等奖

王梦琪 女 淮北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金显文、赵红波、耿雪侠 一等奖

顾怡宁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解凯彬、戴亦军、杨霞 一等奖

王来琳 女 安庆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龚莉、李从虎、穆丹 一等奖

王萍 女 阜阳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任莉萍、杜召凤、秦情文 一等奖

胡越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解凯彬、戴亦军、李园 二等奖

郭金畅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谢群 二等奖

崔誉 女 温州大学 中学组 生物 南旭阳 二等奖

赵培羽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生物 李丑、张振铭、汤新慧 二等奖

刘琳荟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韩菲、杨安娜 二等奖

许莹 女 湖州师范学院 中学组 生物 沈建民、黄文华 二等奖

杨逸洲 男 扬州大学 中学组 生物 丁海东、吕贝贝、吴晓霞 二等奖

王毓萱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张春雷 二等奖

武雪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张春雷 三等奖

章傲然 男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韩菲、晏鹏、杨安娜 三等奖

蒋可钰 女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学组 生物 吴晓、包良桦 三等奖

陈昕斓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张春雷 三等奖

刘依雯 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中学组 生物 戴群、黄雪方、高学林 三等奖

陈施慧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张春雷 三等奖

姚冰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张春雷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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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所属学校 组别 学科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章文馨 女 合肥师范学院 中学组 生物 徐慧敏、孙娴 三等奖

罗湛 男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任山章 三等奖

陈欧千紫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李慧 三等奖

马睿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李慧 三等奖

纪皓岚 男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生物 周长梅、张健、冯照军 三等奖

许恩源 男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中学组 历史 张俊飞 一等奖

姚苏芸 女 杭州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丁贤勇 一等奖

温柔柔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历史 陆玉芹、刘田、吴春香 一等奖

陈家伟 男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历史 李佳妮、刘正萍、罗兴奇 一等奖

陈梦雅 女 温州大学 中学组 历史 阙仁镇 一等奖

杨慧 女 安庆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郝佩林、郑素燕、梁诸英 一等奖

李锦程 男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张爽、郭琤、李园 二等奖

项柏润 男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郑流爱、姚建根 二等奖

耿凌波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孙华莹、王彦章、王德民 二等奖

于兰兰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历史 蒋华、李佳妮、徐丽娟 二等奖

朱哲冉 男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黄爱梅、徐继玲 二等奖

程雪峰 男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黄爱梅、徐继玲 二等奖

杨郁璇 女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薛伟强、丁佳伟 二等奖

花蓉 女 淮北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陈素娟、武刚、曹金发 二等奖

包颖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刘琼敏 三等奖

马美娅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黄爱梅、徐继玲 三等奖

尹政 男 阜阳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刘家富、洪共福 三等奖

张怡然 男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孙华莹、王彦章、王德民 三等奖

沈顾欣瑜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温珊珊 三等奖

陈丽 女 池州学院 中学组 历史 江慧萍、鲍红信、金晶 三等奖

庞子莹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陈彩云 三等奖

蔡雨潞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陈彩云 三等奖

张心怡 女 苏州大学 中学组 历史 崔恒秀、冯世明 三等奖

龚志阳 男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刘晓晨 三等奖

肖红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历史 李殷 三等奖

黄檬檬 女 台州学院 中学组 历史 庄道程、李跃华 三等奖

陈静怡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化学 杨玉琴、顾云兰、陈社云 一等奖

戴玢玢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周冬冬，程瑶琴，孙影 一等奖

郑子祥 男 淮南师范学院 中学组 化学 汪雪梅 一等奖

杨思佳 女 合肥师范学院 中学组 化学 袁立丽 一等奖

徐睿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汪洁、张雷 一等奖

张瑶佳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阙荣辉 一等奖

黄纯纯 女 温州大学 中学组 化学 王秀杰、陈迪妹、叶剑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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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静雯 女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赵玲玲、刘翠 二等奖

姜睿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竺丽英 二等奖

武梦梦 女 阜阳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苗慧 廖全林 二等奖

石美玲 女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孟庆华、赵玲玲 二等奖

苏欣楠 女 湖州师范学院 中学组 化学 沈建民、杨帆 二等奖

张靖宜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迟少辉 二等奖

卓秀芝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迟少辉 二等奖

汪姗姗 女 安庆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徐汪华、盛可发、崔凯 三等奖

邓力克 男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程萍、张继双、任红艳 三等奖

沈旸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汪洁、张雷 三等奖

李子涵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竺丽英、柏一慧 三等奖

王思缘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程萍、苏志、任红艳 三等奖

潘嘉瑜 女 温州大学 中学组 化学 王秀杰、陈迪妹、叶剑强 三等奖

王静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迟少辉 三等奖

任静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迟少辉 三等奖

张雪超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程萍、苏志、李园 三等奖

王发 男 南通大学 中学组 化学 孙同明、葛明、陈博 三等奖

曹媛蓉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化学 迟少辉 三等奖

吕凌凯 男 台州学院 中学组 化学 贺建东、杨蓓芬 三等奖

孙昊勤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张建珍 一等奖

周密 女 淮阴师范学院 中学组 地理 吉婷婷、徐海英 一等奖

杨惠茹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朱永恒 一等奖

肖傲月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张琦、郭锋涛 一等奖

符宇培 女 盐城师范学院 中学组 地理 李传武、韩爽、刘玉卿 一等奖

石水灵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朱雪梅、陈仕涛、陆丽云 一等奖

彭源 男 阜阳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胡文峰、白如山、黎慧 二等奖

吴静 女 安徽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周迎秋 二等奖

徐辰雨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郭锋涛、王辉 二等奖

孙奕冉 女 安庆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刘峰、毛晓霞、操璟璟 二等奖

房紫燕 女 皖西学院 中学组 地理 李远平、郝李霞 二等奖

叶丹怡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吴涛、于红梅 二等奖

戴朋勇 男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吴涛、于红梅 二等奖

孙晓敏 女 江苏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蒋玲玲、郭春喜 二等奖

季霖菲 女 宿州学院 中学组 地理 徐国伟、高杨 三等奖

屠思雯 女 宁波大学 中学组 地理 曹罗丹、张小肖 三等奖

左欣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张琦、郭锋涛 三等奖

王敏萱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朱雪梅、陈仕涛、龚倩 三等奖

陈雨杉 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朱雪梅、张明礼、龚倩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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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笑莹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郭锋涛、王辉 三等奖

郑琳琳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郭锋涛、张琦 三等奖

陈斯雨 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中学组 地理 孙汉群、陆才稳、陆春锋 三等奖

林茵 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王辉、张琦 三等奖

曹臻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刘兰、王丹 三等奖

贺颖欣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吴涛、于红梅 三等奖

任心雨 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学组 地理 于红梅、吴涛 三等奖

程雪 女 淮北师范大学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於谋芝、高轩、王传梅 一等奖

申雪妍 女 淮南师范学院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刘艳琳、苗艳侠 一等奖

武蕊 女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关海博、靳慧、韩路 一等奖

孟子烨 女 亳州学院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郑小云、李静、周波 一等奖

马正红 女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陈绪龙、刘明、刘雪 二等奖

夏君君 女 杭州师范大学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李淑杰 二等奖

郑婕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俞晓婷 二等奖

吴杨毅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王丽华 二等奖

叶聪聪 女 杭州师范大学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李淑杰 二等奖

杜雯欣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王丽华 二等奖

刘雯 女 安徽师范大学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辛治洋、徐凌俊 三等奖

吴诗怡 女 上海杉达学院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华党生、熊寿梅 三等奖

李媛媛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严冰 三等奖

郑谕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柴豪頔 三等奖

刘思怡 女 上海杉达学院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华党生、熊寿梅 三等奖

宋徐晓雯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陈勇、何颖 三等奖

党思怡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俞晓婷 三等奖

陆璟伽 女 上海杉达学院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华党生、熊寿梅 三等奖

曹小俊 女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组 科学 汪若冰、汪秀、王安 一等奖

王心语 女 安徽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王芳、邓海 一等奖

娄仲达 男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谢群 一等奖

陈怡琳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叶勤、陈慧 一等奖

穆双双 女 淮南师范学院 小学组 科学 孙方、王勇 二等奖

金晓君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张葳、吴畏 二等奖

陈熠珺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叶勤、陈慧 二等奖

白冰文 女 杭州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梅笑漫、徐彩娣 二等奖

葛俞薇 女 上海杉达学院 小学组 科学 乔新虹、汪小丽 二等奖

李晓冉 女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组 科学 陈姣姣 李华、傅世秀 二等奖

潘永玮 男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谢群 三等奖

黄炜洲 男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谢群 三等奖

潘顺杰 男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张葳、吴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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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娇扬 女 安徽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王芳、汪建设 三等奖

余睿欣 女 杭州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梅笑漫、徐彩娣 三等奖

温孟娇 女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组 科学 满伶俐、赵艺、吴君梅 三等奖

陈慧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科学 叶勤、陈慧 三等奖

楼凡 女 浙江外国语学院 小学组 科学 吴晓 三等奖

钱欣雨 女 扬州大学 小学组 数学 徐建星、韩新华、王兴伟 一等奖

王赛 女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组 数学 郭玉敏、李英杰、刘磊 一等奖

郑理 女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组 数学 夏道明、 李青、郭为民 一等奖

李辰茜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数学 白改平 一等奖

张晨怡 女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组 数学 胡晓飞、高敏 一等奖

邵可儿 女 温州大学 小学组 数学 周鹤新、金丽芳 二等奖

张文鑫 女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小学组 数学 邵云、袁远、徐校会 二等奖

唐思东 女 盐城师范学院 小学组 数学 张亚丽、杨月海、王广中 二等奖

张杰 男 上海杉达学院 小学组 数学 毕佳 二等奖

秦童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数学 钟文芳、庞雅丽 二等奖

陈梦洁 女 亳州学院 小学组 数学 卢西庄、杨景保、雅腾腾 二等奖

盛玲鋆 女 嘉兴学院 小学组 数学 吕峰波、沈燕 二等奖

曹洪睛 女 合肥学院 小学组 数学 杜启明、张延辉、李玲玲 二等奖

朱佳雯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数学 钟文芳、庞雅丽 三等奖

莫露佩 女 丽水学院 小学组 数学 李永桃 三等奖

陈柯楚 女 宁波大学 小学组 数学 姚佩英、于潇 三等奖

吴燕 女 安徽师范大学 小学组 数学 马家安、沈鸿 三等奖

顾文悦 女 上海杉达学院 小学组 数学 毕佳 三等奖

马兰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数学 叶彬恩 三等奖

张晨成 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小学组 数学 吴如萍 三等奖

徐叶 女 南京师范大学 小学组 数学 魏善春、金海月、高霞 三等奖

李小雨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数学 钟文芳、庞雅丽 三等奖

王慧 女 南通大学 小学组 数学 徐伯华 三等奖

李婉婷 女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组 数学 曹建全、于国海、顾新辉 三等奖

张婧雯 女 江苏师范大学 小学组 数学 刘月芳 三等奖

任书雨 女 浙江外国语学院 小学组 英语 王春晖、林娴 一等奖

刘念 女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组 英语 毕秀、余艳琼、汪青 一等奖

张妤 女 盐城师范学院 小学组 英语 龙玫、周丹、曾贞 一等奖

张奕昕 女 宁波大学 小学组 英语 王华蓉 一等奖

张子悦 女 南京晓庄学院 小学组 英语 白薇、李秀琴、孙文静 一等奖

刘馨语 女 南京晓庄学院 小学组 英语 白薇、李秀琴、孙文静 二等奖

胡慧玲 女 盐城师范学院 小学组 英语 朱洪翠、姜超、魏哲峰 二等奖

朱昕茹 女 安徽师范大学 小学组 英语 徐群、姚琳、马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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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晨晨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英语 陈法宝、郭满库 二等奖

周超峰 男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英语 郭满库、陈法宝 二等奖

周艺蕾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英语 杨悦 二等奖

程嘉程 女 淮北师范大学 小学组 英语 王红卫、张春红 二等奖

于浩 男 安徽师范大学 小学组 英语 徐群 、姚琳、马明 二等奖

冯冕 女 杭州师范大学 小学组 英语 郑虹 三等奖

张文珺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英语 杨悦 三等奖

秦张尼娜 女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组 英语 朱启慧、郭洁、孙婷婷 三等奖

易敏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英语 卜迅 三等奖

王赟 女 南京晓庄学院 小学组 英语 白薇、李秀琴、孙文静 三等奖

邵逸楠 女 浙江外国语学院 小学组 英语 王春晖 三等奖

钟君懿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英语 吴叶 三等奖

李瑾瑜 女 江苏师范大学 小学组 英语 刘月芳 三等奖

窦诗翼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英语 卜迅 三等奖

魏晶晶 女 合肥学院 小学组 英语 江芳、陈艳艳、蔡茜 三等奖

胡佳璐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英语 董玲、吴艳 三等奖

齐书茗 女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小学组 语文 潘虹、高梅媛、郎娟娟 一等奖

梁宇蝶 女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组 语文 吴小利、江紫娟、张金叶 一等奖

沈瑶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语文 郑逸农 一等奖

翟婉婉 女 淮南师范学院 小学组 语文 彭艳红、黄芳、董文 一等奖

陈馨悦 女 盐城师范学院 小学组 语文 顾锦、乔晖、董静静 一等奖

张婷 女 江苏师范大学 小学组 语文 王靖懿 二等奖

朱雯琪 女 阜阳师范大学 小学组 语文 高艳军、刘士民、汪杰锋 二等奖

施易汶 女 常熟理工学院 小学组 语文 王素娟、王斌 二等奖

吴跃跃 女 安徽师范大学 小学组 语文 陈娜、程洁 二等奖

邹锦容 女 南京师范大学 小学组 语文 朱曦、华伟、王平 二等奖

姚俊英 女 南通大学 小学组 语文 慕君 二等奖

朱艺芳 女 浙江海洋大学 小学组 语文 朱映霓、孔云 二等奖

邱亦可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学组 语文 郑逸农 二等奖

童欣 女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组 语文 李杜红、席思博、杨敏 三等奖

鞠湉一 女 江苏师范大学 小学组 语文 王靖懿 三等奖

张钞 女 江南大学 小学组 语文 邱超、王昕、胡智丹 三等奖

高天颖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语文 丁炜、于龙 三等奖

林雪怡 女 湖州师范学院 小学组 语文 罗雅萍 三等奖

汪雅琦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语文 杨怡 三等奖

冯家宜 女 温州大学 小学组 语文 李梁 三等奖

许安题 女 浙江外国语学院 小学组 语文 吴正阳 三等奖

徐子怡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语文 王春晓 三等奖



11

姓名 性别 所属学校 组别 学科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赵静 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小学组 语文 杨怡 三等奖

陆璟伽 女 上海杉达学院 小学组 语文 苏琳园、刘丽 三等奖

王佳莉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小学组 语文 丁炜、于龙 三等奖

朱小敏 女 安徽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张亚军、陈睿、王路曦 一等奖

徐乐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李莉、于淳 一等奖

陈依临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赵一仑、邹群霞 一等奖

黄辰苏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郑飞艺、朱蓓凌 一等奖

李莹 女 黄山学院 学前组 学前 赵又娇，陈司怡，侯紫昳 一等奖

虞景茜 女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组 学前 张云亮、曹静、李静 一等奖

陆笑语 女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学前组 学前 杨丽萍、李娜 二等奖

金泽玉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吕耀坚、王磊、白玫 二等奖

杨逸群 女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组 学前 杨梦萍、曹静雯、陈菲菲 二等奖

都梓玥 女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组 学前 周丹丹、王倩、李霜 二等奖

史晨禧 女 盐城师范学院 学前组 学前 刘强、孙青、沈颖 二等奖

陶馨雨 女 阜阳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梁艳、纪雅晴、徐剑虹 二等奖

陈薇 女 杭州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丁星、武建芬、汪燕萍 二等奖

马维双 女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组 学前 马峰、贺巍 二等奖

陈秋阳 女 南通大学 学前组 学前 吉兆麟、潘莎莎、王志国 二等奖

王馨 女 安徽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赵学菊、武蓓、邢辰 三等奖

高思琪 女 江苏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刘剑眉 三等奖

张羽凡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吴珺、顾青 三等奖

张天一 女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学前组 学前 栾珺、李阿蕾 三等奖

陈艳艳 女 淮南师范学院 学前组 学前 黄胜梅、卢长娥、廖小吉 三等奖

李萱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
文学院 学前组 学前 颜彦、李佳颖 三等奖

朱德翠 女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组 学前 钱友莲、石晶晶、李桂玲 三等奖

缪佳琳 女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学前组 学前 张世唯、盛婴 三等奖

熊倪 女 南京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刘晶波 三等奖

张雯静 女 华东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季云飞 三等奖

蔡盈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姜露、李文娟 三等奖

金嘉慧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学前组 学前 李林慧、郁雯婷 三等奖

吕若澜 女 盐城师范学院 综合组 美术 王忠林 江建胜 李强 一等奖

李淑婷 女 巢湖学院 综合组 美术 席景霞、李超峰、潘池勇 一等奖

吴同 女 杭州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黄晓霞 一等奖

吴宇婷 女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综合组 美术 李巍、潘妍、李菲 一等奖

周劲松 男 阜阳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郝亚丽、孙婷 一等奖

吴可 女 浙江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徐丹旭 一等奖

邱硕 女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综合组 美术 苏曼、李莹莹、马蕊 二等奖

张孝玉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徐英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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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婷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汪洋、杨莹 二等奖

陈钦雨 女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综合组 美术 黄斌斌、朱敏、王人佼 二等奖

陈依宁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张锦 二等奖

孙雨濛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徐英杰 二等奖

陆函 女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综合组 美术 邵珠国、张光佐 二等奖

吴洁 女 浙江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徐丹旭 二等奖

金辉 男 安徽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朱德义、王伟 三等奖

谢天洋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徐英杰 三等奖

吴梦茜 女 湖州师范学院 综合组 美术 钟锦芳 三等奖

郭若莹 女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组 美术 索奕双、来晶 三等奖

张涵瑜 女 台州学院 综合组 美术 陶忠胜 三等奖

陆鑫雨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李英梅、张锦 三等奖

李雅君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汪洋、杨莹 三等奖

鲁慧 女 南京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王昌景、葛青、宋文文 三等奖

戴欣格 女 江苏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陈芳、孙如静 三等奖

张贝叶 女 安庆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鄢光建、倪静、孙国良 三等奖

李俊康 男 南通大学 综合组 美术 邬小伟、徐宏、於玲玲 三等奖

马依然 女 南京师范大学 综合组 美术 王昌景、葛青、宋文文 三等奖

朱杨明 男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汪晓赞、姚琍 一等奖

李鹤鹏 男 浙江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陈云富 一等奖

张红佼 女 湖州师范学院 综合组 体育 韩秋红 一等奖

毛倩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张中印、周婷 一等奖

张博远 男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张中印、董翠香 一等奖

秦冰冰 男 上海体育学院 综合组 体育 高学民、张宇皎 二等奖

曹一帆 男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组 体育 刘慧、王军萍、朱萍萍 二等奖

洪妍 女 亳州学院 综合组 体育 武守江、牛磊、丁远台 二等奖

陈梦想 男 阜阳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余卫东、王瑋琦、肖博文 二等奖

徐叶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王改芳、吉洪林 二等奖

陈月 女 盐城师范学院 综合组 体育 戴俊 曹晓东 柴伟丽 二等奖

张明园 女 上海体育学院 综合组 体育 高学民、张宇皎 二等奖

李远洋 男 南京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尚力沛 二等奖

冯沈蝶 女 杭州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周建新、张汉生 三等奖

王茜 女 巢湖学院 综合组 体育 姚磊、周雪华、王敏 三等奖

王靖泽 男 上海体育学院 综合组 体育 张宇皎、高学民 三等奖

陈文博 男 宁波大学 综合组 体育 王进、郭强 三等奖

蒋文娟 女 盐城师范学院 综合组 体育 戴俊 曹晓东 柴伟丽 三等奖

查涛 男 安庆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林秋菊、陈骏、陈诚 三等奖

叶啸宇 男 绍兴文理学院 综合组 体育 郑立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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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强森 男 安徽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方敏、卢玉、让永钢 三等奖

朱佳璐 女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综合组 体育 杨山、施晓红、张心蕙 三等奖

刘洋 男 丽水学院 综合组 体育 戴红云、鄢锋 三等奖

李梓涵 女 江苏师范大学 综合组 体育 部义峰、高文清、付一丹 三等奖

张巧生 男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综合组 体育 曹科枢、刘礼国、蔡陈凯 三等奖

陆以恒 女 温州大学 综合组 心理 盛建森 一等奖

朱梓睿 女 温州大学 综合组 心理 盛建森 一等奖

李卓 男 安徽师范大学 综合组 心理 何元庆 一等奖

张雪 女 安徽师范大学 综合组 心理 全莉娟、韩建涛 一等奖

吴依慧 女 湖州师范学院 综合组 心理 刘盛敏 二等奖

徐笑 女 淮南师范学院 综合组 心理 安晓斌、左春荣、李晓庆 二等奖

武桐 女 浙江师范大学 综合组 心理 陈海德 二等奖

季道银 男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组 心理 刘合新、赵芳、李欢恒 二等奖

周佳雯 女 浙江师范大学 综合组 心理 姚静静、陈海德 二等奖

刘星羽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心理 刘俊升 二等奖

胡依琳 女 上海杉达学院 综合组 心理 孙亚文、张静 三等奖

倪一萌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心理 童薇、李海江 三等奖

李子慧 女 浙江师范大学 综合组 心理 陈海德 三等奖

陈冰冰 女 淮北师范大学 综合组 心理 张文江、杨轶冰、赵小云 三等奖

管诗韵 女 上海杉达学院 综合组 心理 孙亚文、张静 三等奖

卓一佳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心理 童薇、李海江 三等奖

陆诗怡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心理 李海江、童薇 三等奖

易天宝 男 杭州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毛婕、谢琪 一等奖

戴婧旭 女 杭州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毛婕、谢琪 一等奖

豆高燕 男 温州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边楚女、李伟 一等奖

冯西雅 女 淮北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李晓岩、张琪 一等奖

夏娅娜 女 浙江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李鸣华 一等奖

郑加庆 女 阜阳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王慧玲、杨颖、张永华 一等奖

王羽萱 女 南京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朱彩兰、仇宏斌 二等奖

鞠心怡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王旭卿 二等奖

韩怿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何颖、倪勇 二等奖

徐晔 女 江苏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王娟、安涛、刘佳 二等奖

杨若怡 女 南京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朱彩兰、仇宏斌 二等奖

江铭 女 安庆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刘萌萌、查怀志、万士全 二等奖

严亚亚 女 安徽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杨滨、席鹏、张克松 二等奖

曾芷馨 女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综合组 信息技术 王芮、宁辉民、程静 二等奖

朱旭倩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何颖、鲍贤清 三等奖

李佳琳 女 江苏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王树梅、巩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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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薇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季隽 三等奖

周雨馨 女 南京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陈波、戴南、张国森 三等奖

胡钰昆 男 安徽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杨滨、席鹏、张克松 三等奖

李海莉 女 湖州师范学院 综合组 信息技术 盛礼萍、沈建民 三等奖

侯路敏 女 淮阴师范学院 综合组 信息技术 蒋霞 三等奖

张心怡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高丹丹、徐显龙 三等奖

曹倩雨 女 淮阴师范学院 综合组 信息技术 蒋霞 三等奖

陈佳蕙 女 浙江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王小明 三等奖

梁儒铭 男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徐显龙、高丹丹 三等奖

沈锴成 男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信息技术 王旭卿 三等奖

王雨涵 女 南京晓庄学院 综合组 音乐 于晓晶、黄琼瑶 一等奖

蒋安睿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李茉 一等奖

叶吟菲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董放、谭菲 一等奖

江韵协 女 浙江音乐学院 综合组 音乐 杨阳 一等奖

孙妤希 女 浙江音乐学院 综合组 音乐 杨阳 一等奖

刘伟杰 男 阜阳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刘玉龙、张丽丽、侯方 一等奖

郑灵华 女 浙江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鲍颖 二等奖

翁心怡 女 浙江音乐学院 综合组 音乐 杨阳 二等奖

郑日可 女 南京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樊晓、徐少涵、林东坡 二等奖

姜子木 女 安徽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陈晞、耿劲松、涂金伟 二等奖

徐文鑫 女 安徽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涂金伟，耿劲松 二等奖

郎朗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董放、谭菲 二等奖

赵茗萱 女 淮阴师范学院 综合组 音乐 陈培刚、金世余、丁昕春 二等奖

吴菲 女 杭州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曹登银 二等奖

江楠 女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综合组 音乐 钮菲菲、吕靖雅、蒋晓奇 三等奖

许凯文 女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综合组 音乐 孙禺慧 倪甜甜 吴佳 三等奖

吴楚涵 女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综合组 音乐 陈志刚、宫婵、陆颖 三等奖

黄子涵 女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综合组 音乐 王婷婷、褚维娜、王珂玥 三等奖

曹亦欣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李茉 三等奖

苏雨琪 女 运河高等师范学校 综合组 音乐 马辉、娄晨、胡晓娟 三等奖

姜楠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李茉 三等奖

胡然 女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综合组 音乐 何胜刚、刘言娇 三等奖

徐晨 男 江苏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董兵、张琳琳 三等奖

诸骊晨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李茉、袁胜雄 三等奖

周朱奕 女 浙江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鲍颖 三等奖

滕文妍 女 上海师范大学 综合组 音乐 曹景谐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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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优秀组织奖名单

序号 单位

1 华东师范大学

2 安徽师范大学

3 浙江师范大学

4 盐城师范学院

5 阜阳师范大学

6 杭州师范大学

7 上海师范大学

8 淮北师范大学

9 淮南师范学院

10 温州大学

11 江苏师范大学

12 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