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段 学科 册次 作业名称 作者姓名 单位 等次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八单元 梁晗、任海红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八单元 夏琳娜、曹诒芝、李媛媛、葛萌 山亭区店子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八单元 董知、刘泓妤、李娜、黄崇杰 市中区中兴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三单元 李梅、宋桂菊、孙晋玲、张月兰、孙宝曼 薛城区沙沟镇岩湖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二单元 孙洋洋、翟德星、王峰、高娟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三单元 杜蕾、张小琛、冯海英、王攀 市中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二单元 张仙峰、董长玲、昝丽媛、李慧、王莉 薛城双语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五单元 郭甜甜、孙磊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八单元 韩文华、田慧、闫叶柱、刘成浩、侯成祥 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五单元 孙艳菊、田广波、盖雪玲、陈晓涵、孙晗 滕州市北辛街道杏花村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八单元 苏平、张慧萍、时丽、徐帆、梅莎莎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关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八单元 孙轶群、褚庆金、王丽、张庆、凤曹妍 峄城区古邵镇坊上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三单元 顾士兰、李琳琳、李运明、王静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三单元 孔冉冉、孙卓莹、马运霞、党莉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六单元 杜维娜、王才华、王芳、冯蕊、李玉芳 市中区光明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一单元 王晓燕、付正茹、任雯、任慈、徐鑫 市中区东湖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四单元 任佩、孙莉莉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八单元 吕高霞、赵敏、杨艳红、王艳迪、关文丽 滕州市鲍沟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五单元 刘瑾、卢婷、黄秋荻、姚红岩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四单元 侯夫华、徐珊、魏菲、王光云、胡淑艳 峄城区苏堂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六单元 徐红、吕作敏、杨秀芹、刘淑欣 市中区君山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六单元 田思刚、钟琴、张婷、褚娜、刘妍妍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六单元 杜兆芬、王开利、孙芳、满月菊、吕梦溪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五单元 孟雪梅、李城城、侯莎莎、张文秀、段婷婷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八单元 王莉、王利娜、许明、马荣、翟纪璇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七单元 徐珂珂、党金菊、刘密、胡杨、李真真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二单元 黄晓芳、刘洪国、孙侠、刘洪涛、张艳 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四单元 周莉萍、李菁、邢钰敏、郭卓 台儿庄区运河办事处西关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三单元 王燕、杜娟、邵艳华、王莉莉、王华 薛城区黄河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一单元 王敏、李英、刘召运、高国卿、马运闯 滕州市界河镇丁庄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七单元 黄浩、胡秋藤、王悦、孙平平、宋鸿雁 滕州市荆河街道西关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二单元 梁菊香、褚宏勤、麻帅 市中区红旗小学西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四单元 王振海、刘洪云、刘洪会、韩尚君 山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八单元 张晶、牛莉华、曹倩、种媛媛 薛城双语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一单元 孙彦芹、张新、杨莉、刘颖慧、孔颖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八单元 褚衍敏、刘娟、马孟启、刘传燕、张玉梅 薛城区陶庄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一单元 张晶、王莎莎 山亭区凫城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四单元 颜华、李明、孔波、王倩、夏令红 滕州市界河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六单元 郑杰、赵梅、张群、肖永娟、孙守镇 峄城区榴园镇棠阴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八单元 刘倩、连士华、马云龙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五单元 满秋梅、赵慧慧、胡修珍、吴桃、孙健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一单元 张伟、张喆、郭万春、贺敬娟、贺茂伟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插花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三单元 王林、刘卫卫、徐修海、甘迁、王慧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三单元 狄传美、陈丹丹、丁艺、杨云翔、赵丹 山亭区第五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五单元 杨滢滢、苗彤彤、张艳丽、张保会、张琦 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六单元 陈艳、高霏、李娟、刘静静 市中区东湖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六单元 张勇 台儿庄区张山子镇杜安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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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四单元 韩建文、王凤桂、王娟、白秀君 市中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四单元 刘红红、李茂辉、孙韦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六单元 张永红、郑赟、唐楠、褚琳琳、陈俊伟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八单元 董莉、孙佩佩、牛真真、周艳华、生艾 市中区鑫昌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五单元 黄梅、张妤、韩梦雪、宋福玲、苗畅 滕州市龙泉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三单元 李娇、张会、殷雨睛、杨丽、魏婷 枣庄逸夫小学西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三单元 吕慧、王琳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西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三单元 马洪蒸、吴勤华、龙会、孙玉娟、段修妍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四单元 董晓茹、赵正法、董亚宾、刘侠、肖倩 峄城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二单元 刘涛、陈锐、张娟 滕州市龙阳镇龙山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七单元 刘传花、张玉芝、冯秀玲、耿会会、王玉北 峄城区峨山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六单元 徐灿李晓娜李建宇 峄城区峄州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四单元 马慧杰、郭敏、孔雯雯、朱传胜、朱晔 滕州市龙泉街道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一单元 杜媛媛、夏倩倩、郭伟丽、杜姗姗、刘文浩 滕州市实验小学善南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五单元 程明菊、刘文婷、王钰、李文文、李孟园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八单元 刘吉艳、王秀云、李峰群、张敏敏、王海涛 薛城区邹坞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八单元 褚庆敏张宇婷张丽张传珍刘娟 薛城双语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二单元 王靖雯、王春晓、张梅、张祥、满亚丽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五单元 张丽、张凤、侯臻、孙中兴、戴田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二单元 李鑫、杨翠田、杨正、周艳秋 峄城区底阁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一单元 党启金、李茂辉、罗娟、闫冬梅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二单元 马莎、曹真、韩钰、朱平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八单元 盖延莉、周静静、李晓云、王银苹、牛玲 滕州市荆河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七单元 张欣、李凌云、王娜、顾兴梅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五单元 王卫卫、马静、朱治颖、梁文真、韩蔚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七单元 龙文芳、李为为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八单元 李恩、张金龙、李丽欣、杜晓慧、刘媛媛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七单元 褚茜、梁化荣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插花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四单元 郭春华、张芹、孟倩倩、沈夫霞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七单元 马露、李萌、巩亚利、孙明岩、吴磊 滕州市英才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二单元 王春、王海涛、胡秋华、温向军、王永勤 滕州市柴里矿区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五单元 王倩、贾雯、闫华、李贺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六单元 关继伟、高清华、张素、张杰、刘侠 滕州市张汪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三单元 苗会、宗克记、贺翔、徐建敏、张雪梅 峄城区匡衡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四单元 孙守民，王艳，吴敬华，殷宇擎，郭鹏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一单元 王文栋、刘玲玲、王克文、付华、茹秀真 滕州市南沙河镇西古石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一单元 胡秋平、王梅、孙海云、陈庆宏、马成东 滕州市兖矿鲁南化工厂区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四单元 王莉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三单元 王芬芬、殷维、黄惠、赵艳、白晓艳 薛城区临山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七单元 王凤亚 市中区红旗小学东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五单元 刘媛媛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五单元 张红、陈玲、吕守霞、李香兰、孙西建 滕州市大坞镇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二单元 姚靖、李庆吉、刘姝含、程磊、侯强娣 峄城区匡衡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三单元 刘磊、杜科举 滕州市四实小红荷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七单元 陈莉、杨斐、崔灿、徐艳艳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四单元 吕华、王美华、张琳、卓奕辰、随英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七单元 张青、崔凤娟、郑文静、王鹏、种一帆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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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六单元 胡莹莹、倪志君、高艳 滕州市荆河街道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二单元 孙菲菲、王凤娇、蒋秋兰、宗睿、孙克珮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三单元 赵芳、王丹、王梅 台儿庄区运河办事处西关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二单元 贾继聪、龚义玲、马香允、王云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六单元 刘崇丽、崔琼琼、范金霞、赵路路、吕璐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五单元 李传云、邱莉华、张晓娟、张永卡、史孝新 滕州市界河镇马楼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一单元 孙士会、岳敏、孙秀莹 峄城区青檀中学小学部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八单元 龙蕊、张福珍、韩少昕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七单元 尹建、孙艳、陈力、王晓飞、邢紫薇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一单元 管春芝、李加慧、郭洲洋、孙洪莉、高瑜 滕州市大坞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五单元 邵海侠、李春梅、李媛媛、尤义、施大维 峄城区金寺红军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四单元 郭敏、朱其伟、褚宏红、黄会、王晨 薛城区临城街道南临城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七单元 尹作全、杨仁志、陈春萍、王洪梅、陈恺华 山亭区徐庄镇涝岭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四单元 费文莉、程爱媛、张娜、孙筱、王晨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七单元 孙智伟、张煜、钟永、任伟、石仁洲 滕州市柴胡店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一单元 姚磊、徐崇文、许敏、刘倩、王珍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二单元 高伟、殷桂芳、张亮、徐文利、张晓丽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二单元 杜梅、李华、杨位英、宗智勇、龙红霞 滕州市级索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七单元 翟清霞、孟祥镯、魏永华、郭婷、苗蓉 滕州市柴胡店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二单元 王晓歆、狄训玲、司春艳、陈艳、魏培真 峄城区峨山镇左庄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八单元 王利、张伯艳、贺芳、刘芳、龚安秀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薛庄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六单元 王青、周梅、徐守环、李淑云、贾方春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一单元 郭娜、郭七晶、苏祥国、孙华伟、张璞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一单元 吴美菊、李敏、龙玉玲、杨清梅、刘敏 滕州市善南街道贾庄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六单元 宋乐敏、赵艳秋、孟德茹、梁娜、王玉冉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六单元 刘晓菲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七单元 孙卓志、王倩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七单元 甘婷婷、朱剑月、张阳 滕州市荆泉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七单元 时分秒的认识 袁萌、戚秀侠、李亚、苏丽平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三单元  两位数乘两位数 王艳秋、孙超、刘芙溶、徐涛 山亭区第五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三单元  小数除法 李刚、黄毓、朱肖晓、刘艳、王艳春 滕州市木石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一单元 分数乘法 褚艳、张丹、袁红、赵义妹、丁旭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七单元  混合运算 景瑞瑞、郗艳芬、罗来启、郑仰坤、徐娜 滕州市柴胡店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九单元 分数的初步认识 刘昆朋、陈伟、孔令永、崔燕、郭传兵 薛城区临城学区教研室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八单元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二） 赵辉、邵艳春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林桥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三单元 三位数乘一位数 徐洁、杨斌、陈庆会、孔令军 滕州市姜屯镇姜屯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四单元 平行与相交 秦庆娟、孙大川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七单元 时分秒的认识 胡晓贝、张裕申、罗来启、房鑫鑫、张洪敏 滕州市柴胡店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四单元 比 张娟、刘倩、陈说、王中华、刘爱兵 薛城区陶庄学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四单元 方向与位置 王敏、翟卫利、姬涛、杜平 滕州市龙泉街道董村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三单元  比例 刘敏、郭艳、程凤仙、王鑫涵、刘晓莉 峄城区阴平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五单元  多边形的面积 吴开梅、陈芳、孙国梅、张宗刚、李凤 滕州市大坞镇峄庄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五单元  扇形统计图 宋玲、秦利、魏朝岩、王瑛、马士光 滕州市南沙河镇西古石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七单元  折线统计图 李艳秋、王伟、王涛、孙晋超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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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五单元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李勤莉、王向华、宋清、陈培英、张延荣 薛城区常庄学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三单元 分数的加减法（一） 贺东梅、单丽娟、张荣华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四单元  比例尺 矫东、王翠玮、郝世珍、许丽 市中区东湖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八单元 图形的周长 张清洋、宋修岗、孙彦伟、刘媛媛、张明英 滕州市大坞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9单元 分数的初步认识 吴磊、满敬超、李晴晴、李陆 滕州市英才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四单元 平行与相交 冯洁、陈秀君、张志翠、徐士军、张强 滕州市龙阳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四单元 位置与变换 张晓晗、郝飞、刘珂霜、徐宝萍 滕州市龙泉街道龙泉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一单元 大数的认识 薛荣荣、周芳宇、李洪云、刘慧、倪华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二单元 线和角 张宝玲、李文、高擎、耿涛、王启峰 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三单元  分数的加减法（一） 王萍、马明、王厉波、魏友荣、赵绪伟 滕州市东郭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魏娜、陈伟、杨硕、褚彩铃、王金丽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三单元 分数除法 安清霞、孟祥田、姚少志、王秀清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七单元  长方体和正方体 刘艳丽、肖志会、吕娣、吴电奎、柴志群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三单元 分数除法 吴纪俭、张显燕、杨小真、李萍、李艳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八单元  条形统计图 宋桂英、刘晓黎、屈庆永、宋桂清、孔凡霞 滕州市滨湖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六单元  解决问题 颜冉冉、倪玉佩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一单元  认识负数 李莉、张洪娟、沙玮、张正泽、王大艳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六单元  解决问题 褚宏靓、王传远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六单元  年、月、日 文彦、张媛、周彤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西关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四单元  比例尺 邱梅、宋爱国、田莉、李国栋、周文先 滕州市北辛街道崇文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三单元  比例 王燕、韩峰青、孟丹、赵敏、胡婷 滕州市荆河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二单元  圆柱和圆锥 罗亚、杨盼、宋磊、何海燕、马广学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四单元  解决问题 张大为、姜西春、吴红俊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二单元  对称、平移与旋转 刘志玲、王迎春 市中区逸夫小学东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四单元  认识多边形 周美玲、刘赛、李岩、张莉 滕州市龙泉街道龙泉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三单元  两位数乘两位数 陈亚婷、张永献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红荷路校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七单元  百分数（一） 孟娜、娄斌、王谦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综合实践、智慧广场 侯倩倩、武磊、孙伟华、苏虹、翟雪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六单元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秦丽萍、刘东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三单元  运算律 宋湘珍、孙晓晴、李然然、邵秋雯、周梦娇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四单元  简易方程 赵恒文、魏亚秋、满金平、满月玲、王军 滕州市西岗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三单元  三位数乘两位数 韩同美、张西远、张丽、赵绍雷、张贵美 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二单元  用字母表示数 孙丽丽、李华猛、张传巨 峄城区古邵镇坊上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一单元  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二） 李艳霞、邓永峰、满凤平、彭建刚、赵文静 滕州市西岗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八单元 图形的周长 魏艳华、高冉、宋晓丽、张慧 薛城区黄河路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三单元 三位数乘一位数 刘亚萍、梁全来、李福莉、吕艳梅、王庆前 市中区税郭镇安城九年一贯制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一单元  克、千克、吨的认识 王磊、刘磊 滕州市善南街道善国苑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五单元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林莉丽、单存德、赵岚、季延海 台儿庄区邳庄镇回民明德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五单元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王春敬、靳春迪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二单元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 侯益民、钟娜、刘恒冉、李晓莉、颜培琳 滕州市洪绪镇中心小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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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二单元  对称 刘荣、王超、曹崇金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二单元  圆柱和圆锥 孙湘辉、丁华、郑昭玺、吕显振、秦涛 滕州市界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一单元 分数乘法 闫先芝、郭平、陈连华、刘静、沈跃平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三单元  小数除法 朱冬艳、吕祥影、裴航宇、石松华、任薇薇 枣庄逸夫小学西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二单元 可能性 高侠、李艳、种娜娜、李丽娟、王丹丹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六单元  因数和倍数 曹玉娟、薄其勇、李明、贾淑萍、种丽伟 薛城区临山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朱艳杰、常素芹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北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四单元 比 陈芳朴、李莉、张志芬、刘换、王郢 山亭区桑村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一单元 小数乘法 郭以才、季延伟、王福侠、郁魏魏、魏萍 市中区西王庄镇民主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二单元 对称 王慧、孙舵、张瑞雪、倪冲、孙艳萍 滕州市官桥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六单元  观察物体 姜雪芹、任衍兰、王向、刘晗、张蕾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一单元  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二） 宋丽丽、陈丹丹、张正彬、常双、孔亚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四单元  认识多边形 李玉玉、刘丹、林立茹、张彦晓、赵娜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七单元  小数的初步认识 苑晴晴、朱凤燕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核桃园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一单元  大数的认识 范荣、殷召莲 滕州市第三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六单元  复式统计图 王怀松、高亚楠、刘敏、荆海霞、张洪军 滕州市张汪镇邓联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六单元  混合运算 程萍、冯琪、杜贵青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二单元  线和角 王琳、陈文、刘利平、张丽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四单元  方向与位置 梁岩、王英、刘彬、李俊霆、王丽芳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高山后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四单元  简易方程 王冬清、靳庆侠、梁慧、柏孝臣、王丽萍 市中区鑫昌路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五单元  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一） 刘德建、商艳、王振、周玉梅 滕州市羊庄镇洪村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综合实践、智慧广场 王茜、栗帅、颜瑞、刘家赫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四单元  解决问题 陈莉、刘璐、张燕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五单元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苗玉庭、宋海霞、武丽丽、李玲、王敏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五单元  圆 周忠君、王君、孙贻成、孙士光、陈艳菊 山亭区店子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一单元  认识负数 孙宜建、孙娜娜、张瑛、孟华 山亭区凫城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综合实践、智慧广场 贺严、齐宜波、陈锟、刘玲、苏朝阳 枣庄市解放路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综合实践、智慧广场 高艳、吴海玲、刘坤、李威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二单元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 公维萍、张崇静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七单元  混合运算 朱玉娇、姜英健、陈海云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五单元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张玉玲、吕金鑫、张莉、张志宇、王创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七单元  小数加减法 殷燕、王爱青、闫学丽、姜军令、李艳慧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七单元  长方体和正方体 程晓倩、刘德振、王姗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三单元  运算律 赵国凤、韩露、赵梅 滕州市西岗镇卓楼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六单元  混合运算 王楠、殷华、李明秋、韩建慧、梅庆秀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二单元  用字母表示数 孙娜、生海迪、胡秋藤、赵连真、李正 滕州市荆河街道西关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五单元  扇形统计图 黄春菊、褚夫林、李瑶瑶、冯克珍、孙佩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东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二单元  对称、平移与旋转 杨桂莲、尹晓红、许力文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堌堆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邵长军、张芬芬、蔺金坤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综合实践、智慧广场 高玲、李文新、徐吉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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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二单元  两位数乘一位数 董业红、王艳玲、田围 市中区红旗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智慧广场+综合实践 孙华颖、吕翠、赵娜、曹修成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八单元  平均数 张荣、孙言言、战艳、吴春梅、王宁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一单元  百分数（二） 姚玲、李修芝、王晓梅、孙华芹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六单元  观察物体 刘娜、王雪芳、王玉鹏、陈飞 市中区君山路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七单元  小数加减法 程言言 市中区回民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一单元  克、千克、吨的认识 高静、邵利军、郝文娟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三单元  三位数乘两位数 王艳芳、靳军、蔡可运 滕州市张汪镇任庄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二单元  两位数乘一位数 侯杰、刘合彬、吕庆纯、田付芝、刘德茂 滕州市界河镇马楼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一单元  小数乘法 王金侠、付聪、郝苓苓、孟利娜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五单元  圆 郑丽娜、赵瑞芳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二单元 可能性 牛紹水、王艳姜、文晶、张凯月、苗秀丽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五单元  分数加减法（二） 王臣、程春利、屈庆国、陈红、石静 滕州市北辛街道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七单元  百分数（一） 陈芝、满海芳、王二丹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八单元  平均数 张囡囡、赵亚楠、曹苗苗、郑雅莉、王瑞婷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六单元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孙玉、巩丛丛、张延岩、何士翠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综合实践、智慧广场 王晶、郑亚茹、孙倩倩、甄乾乾、孙方兰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五单元  多边形的面积 刘歌、杨爽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一单元  百分数（二） 田学峰、路娜、侯 娟、李中兴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六单元  复式统计图 王敏、陈永玲、王珍、马滕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六单元  因数和倍数 赵静、潘美华、姬磊、王敏、孙杰 中国工农红军峄城金寺红军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3  Weather 李丽娜、刘欣、王德福、王静、张红 薛城区周营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4 We love animals 孙健、刘菲 峄城区阴平镇传开希望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3 What would you like？ 孟凡升、黄玉珍 山亭区桑村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6 Meet my family! 房青 枣庄逸夫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3 Where did you go? 刘娟、褚培伊、高秀玲、王莉 薛城区黄河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6 Meet my family! 王姝娟、宗文娟、徐化婷、徐静、李海艳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刘培、孙伟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徐楼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1  My classroom 孙启梅、韩莉莉、袁美银 峄城区底阁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Recycle2 林婷婷、谭亚媚、吴艳梅、张靖静、杨贵珍 滕州市荆河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6 In a nature park 杜倩茹、汪永、贾娣、张兆飞、刘美秀 薛城区邹坞学区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6 Happy birthday! 何丹丹 市中区中兴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5 My clothes 李业建、李业军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6 How many? 杨莉、张晓宇、宋明明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5 Let's eat 孟祥云、马丽、马芹、李敏、孟莹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2 Ways to go to school 张敬博、车颖颖、孙桂丽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5 Dinner's ready! 宋文文、战雅倩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2 Ways to go to school 衣桂萍 市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3 My school calendar 李真、李娇娇、李秀秀、何翠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4 When is the art show? 李夫转、李琼、朱情情、李文娟、闫倩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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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英语 四下 Recycle2 李静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2 Last weekend 魏伟、王田、李亚芹、尚青云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6 Work quietly! 代雪琴、谢清、刘华东、冯坤、于洪伟 滕州市木石镇峭村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Recycle2 张芹、宁慧林 滕州市级索镇姚庄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3  My friends 滕薇、徐永亮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2 My week 张维维 市中区鑫昌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2 What time is it? 满文敏、栗婷婷、李杰、关秀娟、杨丽卿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6 Work quietly! 张灿、张慎莉、徐慧、侯铭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1 What's he like? 荀毛毛、李孜悦、王侠、周玲、魏伟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1 How tall are you? 赵友启、顿学刚 台儿庄区泥沟镇兰城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3 What would you like？ 刘军、孟莹莹、田丹丹 市中区齐村镇渴口中心学校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1 How can I get there? 张佳、王涛、刘珂妤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4 We love animals 郭逍、夏兰 枣庄逸夫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2 My favourite season 王苗苗、孙丽娜、孙静、孙琪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4 I have a pen pal. 刘翠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5 Dinner's ready! 宋超、贾倩倩、王姣姣、郭祥、鲁静 滕州市张汪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2 My schoolbag 张培、潘亚红 峄城区古邵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2 Colours 张芹、马鹏、孔媛、崔凤霞、石琳琳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小学教研室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4 My home 杜文玉、法莹、李琳、梁乾 市中区回民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1 How can I get there? 彭庆梅、段修敏、张海青、常艳艳、任会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3 My friends 于芳超、何红梅、李霞 峄城区古邵镇褚楼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2 My schoolbag 张萍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1 Welcome back to school. 李雪华、张玉、张爽、郭灿、李静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2 What time is it? 李梅、刘会、王启玲、秦广元、刘洪俊 薛城区陶庄镇振兴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2 My week 张安云、吴亚莉、马云苗、郑晓玲、连波 山亭区水泉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李欣欣、柴冬琳、刘璐瑶、杨明 滕州市北辛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Recycle2 林丽萍、林丽娜、胡莉莉 滕州市级索镇水磨庄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Mike’s happy days 周文生、刘娟 峄城区底阁镇甘沟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1  My school 何静、魏菊、刘帅、孟宪会、曹静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1 My day 张雨、褚衍伦、王艳、赵传营 峄城区曹庄中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Recycle 1 石理娜、张磊、苏为、贺颖、冯艳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3 My weekend plan 侯可玲、曹婧、王庆前、孙黎明、吴涛 市中区税郭镇安城第二联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Recycle2 孙艳萍、宋超、郭祥、冯玫、罗长军 滕州市张汪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5 What does he do? 王倩、郭文觅、付莹、李文凤、闵洋洋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5 There is a big bed 张玉、郭灿、李雪华、张爽、李静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4 When is the art show? 张晓菲、张卓祺、孟祥平、姬红卫、孙梦莎 滕州市姜屯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Recycle1 褚洪静、刘春晴、魏莉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1 Hello! 杨原、王瑜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4 At the farm 王冲、霍利君、王磊、李莉、孙琳琳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Recycle2 倪建敏、刘景华、徐其爱、孙瑟、王勤 滕州市滨湖镇中心小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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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2 My family 种敏、赵云梅、杨琳、叶艳梅、彭新华 薛城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种敏、赵云梅、杨琳 薛城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张平、崔登英、王维娜、张广芹、孟庆华 滕州市羊庄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2 Colours 胡玉红、苏晓令、吴峰 台儿庄运河街道办事处西关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Recycle1 张园园、闵珂珂、高梅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5 Whose dog is it? 高静、王彤彤、宋婷婷、杨灿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5 There is a big bed 杨艳、褚福美 峄城区阴平中学小学部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5 Let's eat! 李艳红、宋甜甜、许雅、段蕾 市中区光明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3  My weekend plan 郑利利、贺莉莉、孙雨露、刘露露、范鹏 薛城区临山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4 What can you do? 刘美秀、漆新刚、贾娣、杜倩茹、汪永 薛城区邹坞学区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1 My day 刘磊、韩梦笛、林萍、钟凯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2 My favourite season 张特、陈磊、陈栋、张伟 峄城区峨山镇姚庄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3 At the zoo 李丹丹、孙婷、秦聪、单建娣、王琼 薛城区临城街道南临城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Recycle 2 高娟、周燕、满孝胜、于冬冬 滕州市北辛街道杏花村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Recycle1 张瑞、苑嫣然、高剑、司艳波、邱慧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关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6 Happy birthday 王红、孔艳茹 峄城区苏堂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6 In a nature park 程宇、陈丹、李成成 峄城区翰林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5 Whose dog is it? 闫凡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4 At the farm 李娜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于海燕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5 What does he do? 郭芳、赵曰义 山亭区桑村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4 What can you do? 张钰莹、汪静、杨玲、赵斌、张侠 峄城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Recycle2 李建芬 市中区鑫昌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4 Where is my car? 李瑞 山亭区第五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3 At the zoo 陈英、于希梅、朱亚茹、杜易霏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5 Do you like pears? 韩露、单婷、张迎、赵联忠、单庆春 滕州市西岗镇卓楼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Recycle2 王士斌、徐敬、张煜、杨云、李维燕 滕州市柴胡店镇大王楼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1 How tall are yoUnit？ 孙灿灿、陈克艳 峄城区苏堂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Recycle2 田艳、李璇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Recycle1 曹丽、赵光汉、丁翠莹、王超、俞玉婷 滕州市鲍沟镇郝寨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2  Last weekend 孙琪、侯长山 峄城区底阁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1 What's he like? 李乾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Recycle1 杨丹、秦英 滕州市实验小学善南校区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Recycle2 温君莉、吴涛、张静、吴燕、王芳 滕州市柴里矿区学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6 Shopping 赵佳、单思思、经素素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小学部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4 I have a pen pal. 姜秋云、华璐、赵秀珍、孔文媛 滕州市洪绪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3 Look at me ! 胡文娟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6 Shopping 单玉莲、孙玉侠 山亭区西集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4 Then and now 梁瑜、郑晓燕、刘敏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5 Do you like pears? 倪玲玲、姜莉丽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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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1 My classroom 李为诺、刘颖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4 Then and now 孙文莉、李晓红、李晶、孙婷、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4 My home 王永芳、刘军、刘进财、武静、裴力 滕州市木石镇化石沟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3 Where did you go? 谢文慧、颜景顺 滕州市官桥镇小学教研室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2 My family 侯莉、赵晨、张伟伟、李琪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新校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Recycle2 刘阳、朱淇淇、李沉 滕州市荆河街道荆西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3 My school calendar 孟姗、张媛媛、朱本刚 峄城区坛山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Recycle1 王露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6 How do you feel? 刘培培、金艳、倪玲玲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Recycle1 宋文静、丛忠莉、曹永清、王娟、郝存爱 滕州市鲍沟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5 My clothes 孟杨、房婷婷、郭文侠、刘玉乐 山亭区凫城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3 Look at me ! 陈俊霞、徐蕊、孙晶、杨洋、马玉 滕州市英才学校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4 Where is my car? 姜丹苹、侯丽华、谢梦非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三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Recycle1 李亚宁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Recycle 1 朱琳琳、魏秀婷、李梦 滕州市善国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Recycle2 王唯玮、黄珊珊、陈静、王润秋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6 How do you feel? 王维兴、徐萍、王文卿、龙丹 滕州市西岗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Recycle2 胡秀华、孔凡兰、李伟莉、张永优、邱士庆 滕州市界河镇赵辛街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刘海洋、胡瑶瑶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Recycle1 吕高静、杨清淋、郝金凤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Recycle1 唐国花、周晨、李红 滕州市华澳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Recycle2 宗晓倩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1 Hello! 颜东华、高平、陈飞、曹静、彭丽 滕州市南沙河中心小学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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