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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文件 
 

苍教研〔2021〕7 号 
 

 

 

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关于公布 2020—2021 学年度苍溪县义务教育阶段 

语文群文阅读教学大比武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教育督导站，各中小学、幼儿园，苍溪职中，教师进修校： 

根据省、市、县群文阅读教学工作要求，我室组织开展了

2020—2021 学年度苍溪县义务教育阶段语文群文阅读教学大比

武活动。经初赛和复赛的两轮比赛，共评出小学组一等奖 50 个，

二等奖 45 个，初中组一等奖 26 个，二等奖 22 个，现将结果予

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希望获奖老师戒骄戒躁，以此为契机，认真研究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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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为提升全县教育教学质量贡献力量。 

 

附件: 2020—2021 学年度苍溪县义务教育阶段语文群文阅 

读教学大比武获奖名单 

 

 

 

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2021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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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2021 学年度苍溪县 

义务教育阶段语文群文阅读教学大比武获奖名单 
 

姓名 学校 学段 获奖等级 赛课题目 证书编号 

陈永霞 东溪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古诗中的酒 2021XQWYD1001 

房  雪 黄猫小学 小学 一等奖 “景”然有序 2021XQWYD1002 

何毓诗 黄猫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父爱如山，岁月似水 2021XQWYD1003 

姚  会 东溪小学 小学 一等奖 有情有义的动物 2021XQWYD1004 

杨  珍 高坡小学 小学 一等奖 读寓言，学思考 2021XQWYD1005 

米  玲 双田小学 小学 一等奖 一圈一圈往下绕 2021XQWYD1006 

罗晓慧 白桥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多情自古伤离别“——走进送别诗” 2021XQWYD1007 

伍  琼 百利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偷师”大自然 2021XQWYD1008 

翟树琼 白桥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相约在夏天 2021XQWYD1009 

赵  钢 白桥小学 小学 一等奖 走进送别诗 2021XQWYD1010 

向春梅 禅林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大爱无言  父爱如山 2021XQWYD1011 

李春碧 禅林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祖国在我心中——古诗中的志向 2021XQWYD1012 

张勇帮 东青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父爱如山，岁月似水 2021XQWYD1013 

杨雅馨 歧坪小学 小学 一等奖 李白与“白” 2021XQWYD1014 

韩彦君 歧坪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狐狸的“多面性” 2021XQWYD1015 



 — 4 — 

姓名 学校 学段 获奖等级 赛课题目 证书编号 

李虹雨 万安小学 小学 一等奖 五彩斑斓的秋天 2021XQWYD1016 

王  薇 白驿小学 小学 一等奖 故事中名字的秘密 2021XQWYD1017 

冯小丽 漓江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寓言故事中的对比 2021XQWYD1018 

何  娟 元坝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群文阅读·单元导读——走近鲁迅 2021XQWYD1019 

王晓燕 石门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群文阅读·单元整合——冒险小说里的“生存” 2021XQWYD1020 

宋淼淼 中土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群文阅读·单元整合——奇妙的中心句 2021XQWYD1021 

张馨月 元坝小学 小学 一等奖 所有绽放，皆有情意——“触摸自然”群文阅读 2021XQWYD1022 

凤  倩 运山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古诗中的雨 2021XQWYD1023 

任荫春 文昌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寓言中的对比 2021XQWYD1024 

雷淑芳 白山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小配角大作用 2021XQWYD1025 

张  欢 石马小学 小学 一等奖 战疫英雄 2021XQWYD1026 

王  芳 岳东小学 小学 一等奖 他是这样的人 2021XQWYD1027 

李彦蓉 天观小学 小学 一等奖 探究情节的奥妙 2021XQWYD1028 

朱雪梅 三川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寓言中的对比，对比中明道理 2021XQWYD1029 

伏  江 雍河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儿童组诗 2021XQWYD1030 

周  伟 龙王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童话故事里的奇思妙想 2021XQWYD1031 

李  静 五龙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寓言故事中的“对比” 2021XQWYD1032 

李  欢 永宁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寓言二则 2021XQWYD1033 

张惠怡 浙水小学 小学 一等奖 感悟父爱 2021XQWYD1034 

冉翠平 鸳溪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童话中的想象 2021XQWYD1035 

张  颖 陵江小学 小学 一等奖 他们的想法错了 2021XQWYD1036 

黄文桦 北门小学 小学 一等奖 有趣的故事 2021XQWYD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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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校 学段 获奖等级 赛课题目 证书编号 

何玉华 东城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动物母亲 2021XQWYD1038 

王  艳 东城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神奇的数字诗 2021XQWYD1039 

李小梅 江南小学 小学 一等奖 “骗人”的狐狸 2021XQWYD1040 

李  琼 北门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动作之美 2021XQWYD1041 

敖粒沙 陵江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巧用侧面描写，烘托人物形象 2021XQWYD1042 

罗晓菊 北门 小学 小学 一等奖 人物特点的描写 2021XQWYD1043 

牟冬梅 龙王沟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寓言故事中的“对比” 2021XQWYD1044 

代  琼 龙王沟小学 小学 一等奖 感受言语之美，学会有智慧的表达 2021XQWYD1045 

罗  毅 状元桥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寓言故事中的“对比” 2021XQWYD1046 

李玲玲 龙王沟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借助关键词概括段意 2021XQWYD1047 

何小燕 北门小学 小学 一等奖 绽放在古诗中的梅花 2021XQWYD1048 

文贵清 回水小学 小学 一等奖 奇妙的关键句 2021XQWYD1049 

韩冬梅 状元桥小学 小学 一等奖 诗歌中的托物言志 2021XQWYD1050 

严  芸 双田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借物喻人的秘密 2021XQWYD2051 

任  艳 田菜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偷师”大自然 2021XQWYD2052 

杜  璐 东溪小学 小学 二等奖 故事情节中的“问答式”描写 2021XQWYD2053 

石原源 东溪小学 小学 二等奖 读懂他们的责任 2021XQWYD2054 

王  勇 双田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侧面描写 2021XQWYD2055 

罗冬梅 状元桥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乐童年——爱游戏 2021XQWYD2056 

王  蓉 寨山小学 小学 二等奖 成长的密码 2021XQWYD2057 

车  婧 亭子小学 小学 二等奖 相约在夏天 2021XQWYD2058 

薛  惠 马桑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乐童年——爱游戏 2021XQWYD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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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校 学段 获奖等级 赛课题目 证书编号 

李青莲 东青小学 小学 二等奖 走进童话故事 2021XQWYD2060 

李海蓉 白桥小学 小学 二等奖 读懂他们的责任 2021XQWYD2061 

王明全 东青小学 小学 二等奖 相约在夏天 2021XQWYD2062 

何秀琼 歧坪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动与静之美 2021XQWYD2063 

韩  婷 登高小学 小学 二等奖 聊聊对比 2021XQWYD2064 

包巧玲 南阳小学 小学 二等奖 有趣的问答歌 2021XQWYD2065 

母晓莲 烟峰小学 小学 二等奖 轻叩诗歌大门——春 2021XQWYD2066 

严晓梅 土鲤小学 小学 二等奖 聚焦描写方法，感受人物形象 2021XQWYD2067 

张爱华 白驿小学 小学 二等奖 走进元曲中的秋 2021XQWYD2068 

任  斌 漓江小学 小学 二等奖 爱，让灵性绽放 2021XQWYD2069 

黎映雪 月山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人物特点的描写 2021XQWYD2070 

陶翠兰 张王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单元整合——童话故事里的“反反复复” 2021XQWYD2071 

李  琼 金壁小学 小学 二等奖 父母之爱 2021XQWYD2072 

杨  欢 唤马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万变不离其宗—体会文章是怎样围绕中心意思来写的 2021XQWYD2073 

罗小平 店子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不同的父亲，相同的父爱”群文阅读教学 2021XQWYD2074 

赵雪莉 彭店小学 小学 二等奖 猜猜我有多爱你 2021XQWYD2075 

贾顺源 白岩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古人晚上做些什么 2021XQWYD2076 

秦  帅 彭店小学 小学 二等奖 梅花香自苦寒来 2021XQWYD2077 

刘  莹 文林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关注细节描写，体会人物品质 2021XQWYD2078 

刘  兰 岳东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寓言中的对比 2021XQWYD2079 

薛  辉 白岩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妙言妙语 2021XQWYD2080 

李  艳 岳东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以书为伴 2021XQWYD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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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校 学段 获奖等级 赛课题目 证书编号 

冉  筱 新观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寓言故事中的对比 2021XQWYD2082 

周  洁 雍河小学 小学 二等奖 读《三国演义》，识人物形象 2021XQWYD2083 

候巍红 龙王小学 小学 二等奖 语文中的列数字 2021XQWYD2084 

梁小花 五龙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不同故事中的狐狸 2021XQWYD2085 

赵  琪 五龙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不同角度看问题 2021XQWYD2086 

白  倩 白鹤小学 小学 二等奖 明月寄情--不同月亮，相同情感 2021XQWYD2087 

王  阳 永宁小学 小学 二等奖 静夜思 2021XQWYD2088 

陈  娟 伏公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不一样的除夕 2021XQWYD2089 

雷  丽 云峰小学 小学 二等奖 故事情节中的“问答式”描写 2021XQWYD2090 

高  燕 茶店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奇在人物，妙在故事 2021XQWYD2091 

邓小琴 东城小学 小学 二等奖 小故事大道理 2021XQWYD2092 

刘永刚 云峰小学 小学 二等奖 白鹅 2021XQWYD2093 

牟函文 镇水小学 小学 二等奖 不一样的“我” 2021XQWYD2094 

任  丽 庙垭小学 小学 二等奖 思维的路径 2021XQWYD2095 

向  府 东溪中学 初中 一等奖 爱在点滴，母爱如斯 2021CQWYD1096 

白乾入 高坡初中 初中 一等奖 一纸愁情几多长——鉴赏诗词中愁绪的表现方式 2021CQWYD1097 

徐媛蓉 高坡初中 初中 一等奖 传统如此多娇——说明文群文阅读 2021CQWYD1098 

李  波 禅林小学 初中 一等奖 爱的约会 2021CQWYD1099 

向  睿 白桥初中 初中 一等奖 狼来了 2021CQWYD1100 

白  平 马桑小学 初中 一等奖 一切景语皆情语 2021CQWYD1101 

向羿霖 百利小学 初中 一等奖 英雄本色 2021CQWYD1102 

张  珍 元坝镇中 初中 一等奖 伊索寓言 2021CQWYD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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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校 学段 获奖等级 赛课题目 证书编号 

邹菊兰 唤马小学 初中 一等奖 背影 2021CQWYD1104 

邓凤琼 三川镇中 初中 一等奖 探究外貌描写 2021CQWYD1105 

刘茂萍 白山小学 初中 一等奖 以小见大 2021CQWYD1106 

李明珠 文昌中学 初中 一等奖 文似看山喜见平 2021CQWYD1107 

廖春梅 运山小学 初中 一等奖 群文阅读之托物言志 2021CQWYD1108 

韩  婷 白山小学 初中 一等奖 古代文人“失意生活”突围 2021CQWYD1109 

吕福基 歧坪中学 初中 一等奖 古诗词之愁绪 2021CQWYD1110 

王  遥 歧坪中学 初中 一等奖 一叶一人生——以小见大 2021CQWYD1111 

雷  梦 白驿初中 初中 一等奖 点赞手艺人 2021CQWYD1112 

杜彦催 五龙中学 初中 一等奖 巧设悬念 2021CQWYD1113 

黄  琴 鸳溪小学 初中 一等奖 万水千山总是情 2021CQWYD1114 

王  艳 江南小学 初中 一等奖 我寄志趣于万物——以读群文促写之托物言志 2021CQWYD1115 

佘  静 思源实验 初中 一等奖 一善染心，向阳而生 ——“作文素材积累”之“善良” 2021CQWYD1116 

任  蓉 思源实验 初中 一等奖 妙笔生花——景物描写之素材积累 2021CQWYD1117 

蒲海艳 思源实验 初中 一等奖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追寻——花之素材积累 2021CQWYD1118 

李建华 思源实验 初中 一等奖 让心灵说话——心理描写之语言建构与运用 2021CQWYD1119 

周  晓 江南小学 初中 一等奖 胸中有丘壑，笔下能生花 2021CQWYD1120 

赵艺平 江南小学 初中 一等奖 “以读促写”材料积累之写出人物精神 2021CQWYD1121 

袁  典 高坡初中 初中 二等奖 满目胜景，润文有声——群文阅读之环境描写 2021CQWYD2122 

刘  肖 高坡初中 初中 二等奖 品读群文，感悟人生——小故事，大道理 2021CQWYD2123 

杜  欢 东溪中学 初中 二等奖 按线索骥——学会找文章中的线索 2021CQWYD2124 

何文敏 禅林小学 初中 二等奖 父爱无处不在，细节决定成败 2021CQWYD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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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校 学段 获奖等级 赛课题目 证书编号 

王思梅 白桥初中 初中 二等奖 为他们点赞 2021CQWYD2126 

牛家威 亭子小学 初中 二等奖 传统如此多娇——说明文群文阅读 2021CQWYD2127 

徐果洲 东青中学 初中 二等奖 满目胜景，润文有声——群文阅读之环境描写 2021CQWYD2128 

王  霞 元坝镇中 初中 二等奖 人物形象的刻画 2021CQWYD2129 

况 敏 石门小学 初中 二等奖 妙言妙语——文言文里的智童 2021CQWYD2130 

周艳霖 唤马小学 初中 二等奖 古诗品读——边塞诗里的家国情怀 2021CQWYD2131 

张  丹 龙王镇中 初中 二等奖 豪放宋词尽显英雄本色 2021CQWYD2132 

谢  君 石马初中 初中 二等奖 万水千山总是情 2021CQWYD2133 

唐雪琼 文昌中学 初中 二等奖 一花一世界，一物一情思 2021CQWYD2134 

伏  波 岳东初中 初中 二等奖 抓特点、品情感——写景状物散文阅读 2021CQWYD2135 

向永宁 运山小学 初中 二等奖 滴水映世界——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 2021CQWYD2136 

徐明珍 彭店初中 初中 二等奖 中国脊梁，国士无双——继承弘扬国士精神 2021CQWYD2137 

王金红 月山小学 初中 二等奖 脉脉亲情 2021CQWYD2138 

伍小莉 烟峰小学 初中 二等奖 感悟而生情，托物而言志 2021CQWYD2139 

刘  玉 漓江初中 初中 二等奖 游记写法指导 2021CQWYD2140 

蔡  慧 五龙中学 初中 二等奖 声音竟可以这样写 2021CQWYD2141 

刘  珂 永宁初中 初中 二等奖 不同方式，相同父爱 2021CQWYD2142 

张瑞莲 江南小学 初中 二等奖 法之魅力，物之情志 2021CQWYD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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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办公室            2021 年 7月 9 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