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学年教师专业获奖登记表
级别 姓名 专业获奖项目或荣誉称号 授奖单位 等级 获奖日期 组别 备注

省级 陈玉华
课题《科学·技术·社会 “森林浴”、有氧运动和高压氧治疗》，获
2018年“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省级优课，

福建省电化教育馆 优课 2018.10. 生物 一师一优课

省级 蒋秀金
作品《等差数列》获福建省中小学老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第二批）省级优秀应用成果

福建省教育厅
优秀应用成

果
2018.09. 数学

信息化教学设计
(三优联)

县级 郑丽芳 作品《形式主语和形式宾语it的用法》 尤溪县教育局 一等奖 2019.08.20 英语

县级 陈龙珠 作品《几何概型》 尤溪县教育局 一等奖 2019.08.20 数学

县级 蒋秀金 作品《抛物线的简单几何性质》 尤溪县教育局 一等奖 2019.08.20 数学

县级 陈衍庄 作品《再别康桥》 尤溪县教育局 二等奖 2019.08.20 语文

县级 池晓燕 作品《特殊三棱锥外接球》 尤溪县教育局 二等奖 2019.08.20 数学

县级 杨 标 作品《设计中的人机关系》 尤溪县教育局 二等奖 2019.08.20 技术

县级 卓芳芳 作品《Module2 Unit4 Wildlife protection reading》 尤溪县教育局 三等奖 2019.08.20 英语

县级 张景钦 作品《发展生产满足消费》 尤溪县教育局 三等奖 2019.08.20 政治

县级 严光昌 作品《小石潭记》 尤溪县教育局 三等奖 2019.08.20 语文

省级 黄晓霞 课题《积累巧识记语境强助力》 省普教室 一等奖 2019.03. 语文

微课制作（三明
市2018-2019学
年高中毕业班教
学关键问题“微
课”评选活动）

省级 池晓燕 课题《多面体的外接球》 省普教室 二等奖 2019.03. 数学

市级 黄晓霞 课题《积累巧识记语境强助力》 三明市普教室 一等奖 2018.12.29 语文

市级 池晓燕 课题《多面体的外接球》 三明市普教室 一等奖 2018.12.29 数学

市级 吕荣意 课题《人是万物的尺度》 三明市普教室 一等奖 2018.12.29 历史

市级 许绍华 课题《植被覆盖率变化对水循环的影响》 三明市普教室 一等奖 2018.12.29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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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 林彩春 课题《病毒》 三明市普教室 一等奖 2018.12.29 生物

微课制作（三明
市2018-2019学
年高中毕业班教
学关键问题“微
课”评选活动）

市级 林晓萍 课题《把握情感主线巧解完形填空》 三明市普教室 二等奖 2018.12.29 英语

市级 纪成字 课题《古希腊民主政治形成的地缘因素》 三明市普教室 二等奖 2018.12.29 历史

市级 肖秋芳 课题《等时圆推导与应用》 三明市普教室 二等奖 2018.12.29 物理

市级 郑荣燕 课题《小说情节作用类题目解题方略》 三明市普教室 三等奖 2018.12.29 语文

市级 张小东 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明市普教室 三等奖 2018.12.29 政治

市级 叶惠莲 课题《工业区位条件分析与评价》 三明市普教室 三等奖 2018.12.29 地理

市级 郑大梁 课题《滑块滑板问题探究》 三明市普教室 三等奖 2018.12.29 物理

市级 王述良 课题《有借有还》 三明市普教室 三等奖 2018.12.29 物理

市级 胡裕态 课题《一道关于摩擦力题目的解答技巧》 三明市普教室 三等奖 2018.12.29 物理

市级 廖素桢
2018年“中小学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创建活动,荣获“市级示范教师
网络空间”

三明市教育局 2019.03.15 语文

网络空间（明教
办发〔2019〕4
号），（尤教办

〔2019〕
21号），视同市
级/县级公开课

市级 姜志茂
2018年“中小学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创建活动,荣获“市级示范教师
网络空间”

三明市教育局 2019.03.15 数学

市级 陈家铛
2018年“中小学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创建活动,荣获“市级示范教师
网络空间”

三明市教育局 2019.03.15 英语

县级 林晓萍 2018年“县级示范教师空间” 尤溪县教育局 2019.04.03 英语

县级 郑慧清 2018年“县级示范教师空间” 尤溪县教育局 2019.04.03 政治

省级 郑佳嘉 省第四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大赛 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18年12月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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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俞大镇 省第四届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大赛 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18年12月 音乐 技能大赛

市级 肖祥清 三明市高中物理学科新课标新高考背景下实验技能大赛 三明市普教室 二等奖 2019.06.28 物理

校级 黄博文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一等奖 2018.10.08 化学

2018年校园大阅
读教师演讲比
赛，暨9·28终
身教育活动日

校级 林瑾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一等奖 2018.10.08 语文

校级 张小东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二等奖 2018.10.08 政治

校级 王月玉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二等奖 2018.10.08 历史

校级 吴方铨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二等奖 2018.10.08 音乐

校级 池晓燕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8.10.08 数学

校级 詹秀清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8.10.08 英语

校级 郑秀贞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8.10.08 物理

校级 朱兴飞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8.10.08 生物

校级 罗丽萍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8.10.08 地理

校级 陈秀芳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8.10.08 信息

校级 邱秀丽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8.10.08 后勤

校级 周烨 尤溪一中校园大阅读教师演讲比赛活动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8.10.08 体育

校级 黄光兴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文科组） 尤溪一中 一等奖 2019.05.17 地理

2018-2019学年
青年教师优质课

比赛

校级 纪百灵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文科组） 尤溪一中 一等奖 2019.05.17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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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 王月玉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文科组） 尤溪一中 二等奖 2019.05.17 历史

2018-2019学年
青年教师优质课

比赛

校级 张小东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文科组） 尤溪一中 二等奖 2019.05.17 政治

校级 曾春龙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文科组）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9.05.17 语文

校级 肖秀清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文科组）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9.05.17 英语

校级 蒋瑛瑛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文科组）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9.05.17 英语

校级 池晓燕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理科组） 尤溪一中 一等奖 2019.05.17 数学

校级 黄博文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理科组） 尤溪一中 一等奖 2019.05.17 化学

校级 孙晓东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理科组） 尤溪一中 二等奖 2019.05.17 物理

校级 张振光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理科组） 尤溪一中 二等奖 2019.05.17 生物

校级 王雪娜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理科组） 尤溪一中 二等奖 2019.05.17 化学

校级 林彩春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理科组）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9.05.17 生物

校级 郑秀贞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理科组）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9.05.17 物理

校级 陈祥湾 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理科组） 尤溪一中 三等奖 2019.05.17 数学

（三）其他类

王月玉 2019年尤溪县骨干教师培训“优秀学员” 县进修学校 2019.07.

林思超 福建省“十三五”中学体育学科教学带头人培训班“学习积极分子”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201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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