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段 学科 册次 学历案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等次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一 第二课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王国慧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二 第一单元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经济体制 丁丽、李丰、谷秀芳、衡腾腾、张玲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一 第一课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 曾颖、王仁莲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三 第二单元 人民当家做主 赵作昊、楚士玲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一 第四课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王凤英、赵宗密、马运林、孙建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三 第三单元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鞠莹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三 第三单元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张怀远、岳欣炀、郭庆娟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一 第二单元 世界多极化 郑建君、刘新宏、周扬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三 第一单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王威、袁西锋 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二 第二单元 家庭与婚姻 辛贤龙、段永、袁永洲、李科、张慎营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四 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董文君、宋倩、邵桂敏、李丹丹、王艳霞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二 第二单元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董雨慧、代小宁 滕州市第二中学新校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三 第一单元 树立科学思维观念 张华、刘超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二 第二单元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张英、郭风华、徐聪、季先春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四 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 刘晓妤、王娟、褚艳其、郭鹏 薛城舜耕实验学校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一 第一单元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 李振、成军、陈敏、张建锋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一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二 第四单元 社会争议的解决 陈发展、吴晨月、褚艳峰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二 第一单元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经济体制 张伟、孟宪丽、黄玲玲、苗登高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二 第三单元 就业与创业 王峰、彭永红、赵甜甜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二 第三单元 就业与创业 宋翠平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三 第三单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陈青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四 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龙飞、常帅、高玲、李军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一 第四单元 国际组织 殷峰、周理玲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四 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李兰英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三 第一单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季言军、蔡福梅、李伟伟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二 第一单元 民事权利与义务 黄玲玲、孟宪丽、张红侠、张伟、相兰兰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四 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邵泽坡 薛城舜耕实验学校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一 第二单元 世界多极化 郭纪焕、冯均微、沈洁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二 第二单元 家庭与婚姻 刘敏、张淑瑶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一 第一单元 各具特色的国家 李艳、刘鹏、秦静、刘健、段会会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一 第二课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陈艳杨、李赛赛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二 第一单元 民事权利与义务 郑伟伟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思想政治 必修一 第四课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孔令藤 滕州市第十一中学 三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一 第三单元 经济全球化 刘晓春、张军、吕倩倩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一 第一单元 各具特色的国家 王英、李士文、史克青、徐福美、王慎芳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三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三 第四单元 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曹艳会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三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三 第一单元 树立科学思维观念 季艳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三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二 第四单元 社会争议的解决 张红侠、张梅、黄玲玲、魏传运、孟宪丽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三 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 徐琰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三等
高中 思想政治 选必三 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 季艳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三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中 第一单元 理论的价值 王敏、石礼国、王尚兰、曲政霞、姜溪溪 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一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上 第一单元 伟大的复兴 姚峰、马丽、王瑞、邢文君、徐凯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下 第三单元 至清至性 时楠、张青、黄静、孙彦阁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一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下 第六单元 观察与批判 张善存、刘洋、徐秀慧、赵文娟、张长伟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上 古诗词诵读 魏艳、孙文、王雨菲、周静、李文文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上 古诗词诵读（上） 张令会、刘成龙、刘明国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上 古诗词诵读（下） 孟令芝、张艳、李翠、杨位府、王新芳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上 第三单元 多样的文化 吕桂平、秦富民、刘婷、苗兆珍、张燕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上 第一单元 青春激扬 陈明、温传安、许艾芹、贾蕾、刘盈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一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下 第二单元 良知与悲悯 葛三元、张涛、陈克强、孙景侠、李慧云 滕州一中西校 一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中 第四单元 丰富的心灵 孙涛、马艳、褚珍、张艳婷、孔芳 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区 一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下 第一单元 诗意人生 胡迎会、吕淼、张晓陆、唐金玲 枣庄市第三中学（市中校区） 一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中 第三单元 历史的现场 郭钦化、姜溪溪、王英鸽、崔松松、冯艳萍 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二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上 第四单元 我们的家园 王黎明、刘成龙、刘明国、邵颖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下 古诗词诵读 杨卿伟、韩笑盈、王娜、闫丽华、唐景景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下 第四单元 求真求实（上） 李壮、刘岩岩、袁瑞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二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下 第四单元 求真求实（下） 马运娟、张舒、阚露露、郑显云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二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上 第八单元 语言家园 韩业伟、李莉、谭俊龙、张秀国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下 第一单元 中华文明之光 程敬、王岩、丁秀玲、韩燕、孙淑敏 滕州市第五中学 二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下 第四单元 媒介素养 王晓艳、王杰、张宏贺、李振、刘敏 滕州二中新校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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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上 第二单元 百家争鸣 张磊、孔晨、张硕、王德侠、贺凡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下 古诗词诵读 孔丽丽、邱涛、秦奕、郭依峰、张庆荣 枣庄市第三中学（市中校区） 二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上 第四单元 逻辑的力量 李传忠、刘泽佳、宋莉、郝启娟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中 第二单元 苦难与新生 韩少辉、刘锦杰、王海燕、渐培、李娜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区 二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上 第二单元 劳动光荣 吴艳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三等
高中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中 古诗词诵读 韩昆、李溪溪、郭晶、郭文清 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三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上 第七单元 自然情怀 彭召红、许友银、张正超、张保国、张保者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下 第五单元 抱负与使命 宋丙彪、李明章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三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下 第三单元 探索与发现 王福意、孙德华、孙利华、张扬 滕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
高中 语文 必修下 第七单元 不朽的红楼 白青彬、郑慧、王晓波、邵艳玲、张宗航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空间向量与立体几何 陶艳玲、何芬芬、宋方海、毛岚、王维明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 第八章 成对数据的统计分析 吴景珠、周君、马艳萍、赵娜、周亚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 第七章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曹燕、陈家辉、孔萍萍、王晶莹、薛婷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二册 第九章 统计 王思灵、丛琳、周美玲、王晓丽、赵广华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 第五章 一元函数的导数及其应用 周长龙、张雯雯、孙艺闻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 第四章 数列 张明祥、桑园、张玉、付峰峰、张梅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二册 第十章 概率 孙莉莉、韩涤静、王青丽、周长海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 第四章 数列 邓亚珠、杜保华、王欣玉、王树强、陈文娟 枣庄市第八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函数、方程和不等式 黄征、孙文双、陈广生郭凯、赵琳琳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张同田、曹英、董伟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二册 第十章 概率 任艳、刘通超、柴东梅、李大妮、庞换换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二册 第六章 平面向量及其应用 马振华、狄艳、李斐斐、高理营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 王霞、吕庆睿、李振、宫里华、谭雪芳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直线和圆的方程 王东、董光辉、孙健、闫辉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二册 第八章 立体几何初步 陈磊、马蒙、李晓林、孙军 滕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 第八章 成对数据的统计分析 罗贤君、王利、赵冬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复数 张辉、卓正国、徐钊勇、秦真、冯华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二册 第六章 平面向量及其应用 侯修亚、张婷婷、赵峰、贾方圆、李化震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二册 第九章 统计 郭成舟、吴杰、赵军张严田、孙李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 第七章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商波波、马标 滕州二中新校 二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一册 第四章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张小莲、张显义、郭修南、孟庆欣、吴云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直线和圆的方程 张同舟、陈庆武、王建业、侯绍新、丁军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二册 第七章 复数 任文娟、张芹、胡伟、李莹、柏真龙 枣庄市第九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三册 第六章 计数原理 赵联利、赵林、刘明明、孔祥青、刘强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一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函数、方程和不等式 张贺、杨洋、田久旺、韩世海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一册 第一章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 吴嫣、孙业仲、方政亮、邢开华、孙达生 枣庄市第四十六中学 三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 官慧、程旭、王瑞、晁越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二册 第十章 概率 宋瑞佩、李玭、贾广梅、刘筱、贺真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数学 必修第一册 第五章 三角函数 张愚、李翼、王玉秀、王婷、刘娇娇 枣庄市第八中学 三等
高中 数学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 第三章 圆锥曲线的方程 韩路路、张开松、李向阳、杨胜广、田家瑞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 2 A life’s Work 谭玉超、刘娟、周长全、徐丽丽、冯宗伟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二 Unit 3 On the move 翟文文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四 Unit 1 Looking forwards 王娜、姚景、程丽丽、邓莉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一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一 Unit 6 At one with nature 王冬云、陈千秋、侯绍星、高训训、张帆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二 Unit 3 Times Changes! 李吉普、胡乐香、武雪颖、刘洪梅、杜丽欣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 2 A life’s Work 孟浩浩、许娟 峄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四 Unit 5 Into the Unknown 马静、赵思文、刘统保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一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二 Unit 5 On the road 蒋琳琳、张娜、孔艳、李静静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1 Face Values 耿玉萍、刘佳、李磊、武丹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 4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甘丽 滕州市第二中学（新校）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二 Unit 3 Times change 张雨晨、程艳、赵园园、夏秀媛、韩荣 枣庄八中东校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四 Unit 4 Everyday economics 王洪伟、田芳、张茜、生茂贤、刘玉秀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一 Unit 1 Laugh out loud! 王莉、高士霞、唐甜甜、孙中美、赵秀萍 枣庄八中北校 一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一 Unit 4 Friends forever 冯春华、徐涛俊、葛晓、蔡明柱、郭小菲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二 Unit 6 Earth first 鞠艳、刘新君、严淑美、马艺轩、满静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二 Unit 4 Stage and screen 魏秀梅、甘娟、李祥伟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三 Unit 4 Amazing art 田秀云、郝风涛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 4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赵兰颖、付琳、黄艳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二 Unit 4 Stage and screen 赵芳芳、孙露露、陈鹏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 5 Learning from nature 胡平鸽 滕州市第二中学（新校）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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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英语 必修一 Unit4 Friends forever 叶怀芳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一 Unit 5 Into the wild 董洌明、冯慧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四 Unit 6 Space and beyond 孙丹丹 滕州市第二中学（新校）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一 Unit 4 Meeting the muse 刘业慧、张红红、董业艳、徐雪峰、王会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三 Unit 6 Disaster and hope 马巍巍、翟言常、巩伟娟、赵美蓉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二 Unit 4 Breaking bounaries 邢小英 滕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四 Unit 6 Space and beyond 胡文玥、陈静、崔晓晗、刘娟娟、韩建翠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二 Unit 4 Breaking Boundaries 刘艳、董维维、庄晓莉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二 Unit 6 Survival 刘艳、杨侠、张玉、刘欢武、芳芳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一 Unit 4 Meeting the muse 胡文娜、姚传贤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三 Unit 3 The world of science 刘兴菊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一 Unit 2 Onwards and upwards 张伟、武兴娥、毕芳、王光芳、张明录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一 Unit 6 Nurturing nature 周敏、宋毅君、樊雪琴、董霞、张婧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一 Unit 1 Laugh out loud! 杨春梅 枣庄市第九中学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三 Unit 4 Amazing Art 郝芬、马彬彬、高青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一 Unit 2 Exploring English 皮晓华、王伟、陈祥雪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南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  6 Nature in words 王真、王玉飞、李晓靖、刘刚、马妍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二 Unit 2 Let’s Celebrate! 任静芬、何丽娜、杜文婷、周伊 枣庄市第三中学（市中校区）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二 Unit one  Food for thought 岳威、张一鸣、马西娟、隋玉静、孙中英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一 Unit 3 Family matters 于敏、刘艳伟、吴先芳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一 Unit 1 A new start 周红利 枣庄市第九中学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二 Unit 2 Let’s celebrate！ 孙一丹、黄珍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南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二 Unit 1 Growing up 张海涛 枣庄市第四十六中学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一 Unit 6 Nurturing nature人 胡勤文、苏航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二 Unit 6 Survival 曹毅、陈芹、赵珊、刘艳、梁丁 舜耕实验学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三 Unit 6 Survival 王默涵、常玲玲、杨中云、种景怡、曹毅 舜耕实验学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 6 Nature in words 杨伟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三 unit 5 What an adventure! 阎玮、马慧、李继芹、牛福君、高晓英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三   Unit 2 Make a   difference 张璐璐、马文娟、王曼曼、王伟红、房侠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二 Unit 5 A delicate world 孔德萍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一 Unit 5 Revealing Nature 杜文君、王艳、徐丹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 1 Face values 侯化毅、陈默、殷慧、张西凤、张纪唐 枣庄八中北校 二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二 Unit 6 Survival 苏文华、侯银胜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三 Unit 1 knowing you, knowing me 王欣 枣庄市第九中学 三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四 Unit 1 Looking forwards 沈宝敏、孟祥慧、孟芳 枣庄八中北校 三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 3 ：War and Peace 邵峰、吴德丽、张艳峰、张帆、宋霞 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三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三 Unit 5 What an adventure! 贺春生、邱馨慧、付帅、徐燕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二 Unit 1 Growing up 孟琳、解志雁、苏冬梅、盛文、殷娟 枣庄八中北校 三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一 Unit 6 At one with nature 王莹、魏霞、周德云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四 Unit 5 Into the unknown 张建、李芹、崔保林、陈阳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一 Unit 1 A new start 孙静、晁雯、化静、陈倩 枣庄市第三中学（市中校区） 三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四 Unit 4 Everyday economics 韩晓燕、刘娜、杨雪、赵小月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三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四 Unit3 The World Meets China 刘宏伟、房宜燕、刘玲娟、宋涛、丁雪 枣庄八中东校 三等
高中 英语 必修二 Unit 5 On the road 冯珍、吴静、张庆芳、王明艳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二 Unit 5 A delicate world 边白雪、韩巧凤、郝佩佩、吴竞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英语 选择性必修三 Unit 5 Learning from nature 李爱文、孟丹丹、王芬、马烁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历史 选必3 第一单元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刘防、陈荣、侯绍英 山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谢强、张传启、周淑棋、袁旺 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四单元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闵青松、周广坝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修1 第一单元 政治制度 孙运芳、马强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五单元 工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王斌、夏巍、唐淑霞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区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田忠霞、黄婷、郭修志 滕州一中东校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八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 康子涵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三单元 走向整体的世界 段文亮、刘宜国、孔令广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区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孟海峰、郝伟、张前前、郑佳琪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2 第四单元 村落、城镇与居住环境 张亚、张孝峰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3 第四单元 商路、贸易与文化交流 邱洪花、甘霖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2 第三单元 商业贸易与日常生活 李娟、陈青青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3 第六单元 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秦荣花、尤小力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3 第五单元 战争与文化交锋 孙文杰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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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四单元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卢静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七单元 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与国际秩序的演变 商秀秀、秦鹏 滕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修1 第四单元 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 宋承明、王宝坤、盖珊珊 滕州二中新校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四单元 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 张向向 枣庄市第九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八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 孟令真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 王芮莹、唐淑霞、满振祥 滕州一中西校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修2 第二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张广英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十单元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徐金迎、刘娟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1 第二单元 官员的选拔与管理 汪晴婷、徐月宝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南校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2 第四单元 村落、城镇与居住环境 林少琴、易慧君、吴成斌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2 第一单元 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 高茂苓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2 第三单元 商业贸易与日常生活 张永明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秦庆慧、曹秀丽、付珍栋、徐莉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周洁、李凤花、尹军海、刘媛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五单元 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 朱艳、袁达夫 枣庄市第九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 张思利、刘秀云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一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五单元 工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刘会娟、王彦青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历史 选必1 第四单元 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 魏文立、周雷、万守德、褚筱君、张然然 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四单元 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 孔德旺、张磊 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修1 第六单元 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 石娟、杜真真 滕州市第五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七单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 郑雪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2 第五单元 交通与社会变迁 丁晓霞 枣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2 第二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刘艳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3 第四单元 商路、贸易与文化交流 龙静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八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 马运法、周后勤 滕州五中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三单元 走向整体的世界 王星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1 第六单元 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 李臣刚、黄尚银、杨敏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修2 第三单元 商业贸易与日常生活 韩文远、张青 滕州二中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一单元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董婷、杨芳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3 第三单元 人口迁徙、文化交融与认同 杨洁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八单元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新变化 闫华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六单元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姜微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十单元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文强、杨列昌 滕州一中西校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1 第五单元 货币与赋税制度 韩君佩 枣庄市第九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1 第四单元 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 于冰月 枣庄市第九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九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 王海军、孙玲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四单元 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 王中杰 滕州二中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三单元 走向整体的世界 刘新明、韩建中、吕丰、刘适斌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二单元 中古时期的世界 顾士娟、张楠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2 第二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孟庆凤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一单元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胡开琦、李萍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一单元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韩建中、刘新明、吕丰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1 第三单元 法律与教化 田换心、于秀全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南校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四单元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姚永侠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二单元 中古时期的世界 孟娟、刘适斌、吕丰、刘新明、董磊磊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六单元 世界殖民体系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 马莉莉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修2 第五单元 交通与社会变迁 魏培 滕州二中 二等
高中 历史 选必3 第二单元 丰富多样的世界文化 刘适斌、吕丰、刘新明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徐翠、张铭 滕州市辅华中学 三等
高中 历史 选必2 第一单元 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 赵琦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七单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 殷晓玉 滕州二中新校 三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五单元 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 闫帅池、岳丽君 滕州五中 三等
高中 历史 选必修2 第四单元 村落、城镇与居住环境 戴媛媛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三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九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 王灿 滕州二中 三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六单元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张红艳、张艳、王海龙、王伟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三等
高中 历史 选必3 第三单元 人口迁徙、文化交融与认同 吕丰、韩建中、刘新明、孟娟、刘适斌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三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七单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 吴婕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三等
高中 历史 选必修1 第二单元 官员的选拔与管理 徐琳、满芹、崔晓 滕州实验高中 三等
高中 历史 选必修1 第五单元 货币与赋税制度 杜贤星、何潮勇 滕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
高中 历史 选必修1 第三单元 法律与教化 韩云冲、杜森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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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九单元 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与主要趋势 颜翠、张楠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三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下 第二单元 中古时期的世界 仝飞、李胜臣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历史 必修上 第六单元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刘宏、秦鹏 滕州三中 三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六章 自然灾害 郭夏爽 滕州一中东校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二 第二章 乡村和城镇 杨金凤 滕州一中东校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二 第三章 产业区位因素 王琳琳 滕州一中西校 一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三 第二章 资源安全与国家全 范丹丹 滕州一中东校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孙振伟 滕州市第十一中学 一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一 第一章 地球的运动 张文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二 第二章  乡村和城镇 汤冉、孙文静、刘跃军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三章 地球上的水 李秀花 滕州一中西校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二 第一章 人口 赵玉凤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二 第一章 人口 王萍 滕州一中东校 一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一 第一章 地球的运动 唐伟 滕州一中东校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五章 植被与土壤 种化东、丁侠、孙银萍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区）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二 第三章 产业区位因素 王维、杜倩倩、刘巧巧、刘建材、贺营营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三 第三章 环境安全国家安全 徐爱清 滕州一中东校 一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三 第三章 环境安全国家安全 薛开婷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二 第五章 环境与发展 赵汝常 滕州一中东校 一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二 第五章 环境与发展 刘建材、王梦晴、孙守梅、胡中原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三 第四章 保障国家安全的资源、环境战略与行动 杜雷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二 第一章 区域与区域发展 周敬、任杰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二 第二章 资源、环境与发展 刁金东 滕州一中东校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一 第二章 地表形态的塑造 赵凯 滕州一中西校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三 第四章 保障国家安全的资源、环境战略与行动 陈珂 滕州二中 二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四章 地貌 杨尚坤、董洪生、张梦宇、张后启、魏状状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气 李红 滕州市实验中学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一 第三章 大气的运动 于为华 滕州二中新校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三 第一章  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 闫建、王前、李思颖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五章 植被与土壤 秦阁阁 滕州一中东校 二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二 第四章 交通与区域发展 田云 滕州二中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二 第四章 区际联系与发展 胡中原、刘建材、陈庆友、王梦晴、王维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一 第五章 整体性和差异性 李琳 滕州一中东校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三 第一章 自然环境人类社会 刘梦丽 滕州二中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三 第二章 资源安全与国家安全 孙峰、曹欣欣、樊华、张习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一 第二章 地表形态的塑造 李宏伟、李娇、张波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三章 地球上的水 姬宇、杨林、董淑静、徐景、姚晓灵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一 第四章 水的运动 郝玉庆 滕州二中新校 二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二 第四章 交通与区域发展 张保骏、杨志青、张卫国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二 第三章 城市、产业与发展 邹玉、陈雷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四章 地貌 冯存路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二 第一章 区域与区域发展 王倩 滕州二中 三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二 第三章 城市、产业与发展 陈海龙 滕州一中东校 三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刘思远、殷雪莲 枣庄市第九中学 三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气 周琪高振友李云峰付鑫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三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二 第四章 区际联系与发展 巩光旭 滕州二中新校 三等
高中 地理 必修一 第六章 自然灾害 孙银萍、丁侠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区） 三等
高中 地理 选必三 第二章 资源安全与国家安全 孙浩、田家芳、李鲁、张倩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区） 三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二 第七章 万有引力与宇宙航行 陈鹏、付秀明、张晓娟、张士振、王森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二 第八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史纪晗、盖园园、陈森森、崔腾、许桂溪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三 第十二章 电能 能量守恒定律 田庆刚 枣庄市第四十六中学 一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一 第四章 光 薄玉娟、赵锁、宋鑫雨、侯宗慧、程玲春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三 选择性必修三 第4章 王吉颖、陈娟、赵景喜、王超、范明纹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三 第十一章 电路及其应用 苗永清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南校 一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三 选择性必修三 第5章 连茂贵、赵利贤、李琪、连涛、邱家斌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三 第十三章 电磁感应与电磁波初步 张金全 滕州市善国中学 一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三 第二章 气体、固体和液体 张丽红、翟红英、董虎、赵刚、刘洪建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一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一 第一章 动量 动量守恒定律 任慧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 一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二 第五章传感器 梁克明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一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三 第十三章电磁感应与电磁波初步 刘宪琪 枣庄市第四十六中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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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物理 必修一 第四章 运动和力的关系 郭正强、戚广春、李同强、张学军、张开放 枣庄八中北校 一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一 选择性必修一第3章 黄传辉、张勇、王鹏、赵芹芹、秦媛媛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三 第一章 分子动理论 杜泽林、张建、张忠建、唐钦航 滕州市第十一中学 一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二 第五章 抛体运动 李恒、刘长虹、李鹏、宋涛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一 第三章 相互作用——力 韩子悦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二 第四章电磁振荡与电磁波 孟令国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南校 二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三 第九章 静电场及其应用 胡晗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三 第四章 原子结构和波粒二象性 李长青 滕州二中新校 二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一 第1章 动量和动量守恒定律 杨振山、孙中强、魏传彪、谢娟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二 第二章 电磁感应 陈峰、王星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二 第一章 安培力与洛伦兹力 张丽红、沈晶、董虎、赵刚、刘洪建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二 第二章 电磁感应 张成骥、赵利利、王闵、李庆民、田辉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一 第2章 机械运动 孙业聪、邢喜峰、陈秀娟、褚影影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二 第四章 电磁振荡和电磁波 王清、李云龙 滕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三 第三章 热力学定律 赵勇、李亚超、白玉芳、张义超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一  第1章 运动的描述 王云芳、李家伟、史行、绪宗强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二 第一章 安培力与洛伦兹力 郝婧文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一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 田子涵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三 第十章 静电场中的能量 孙明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三 第十一章 电路及其应用 张长武、李红星、赵广金、朱亭亭、黄锋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一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 路则涛、宋致堂、许开刚、宋金顺、李玉义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三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二 第七章 万有引力与宇宙航行 陈坤丰、赵新江、孙锋、孙中浩、刘晶 滕州二中新校 三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三 第十二章 电能 能量守恒定律 梁威、刘鹏、李怀坦、王昌文 滕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二 第三章 交变电流 陈立华、王胜祥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三 第三章 热力学定律 孙淑章、李敏、李玉 薛城舜耕实验学校 三等
高中 物理 选择性必修三 第五章 原子核 徐建新、杨太忠、任衍东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三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三 第九章 静电场及其应用 赵亮、陈明宝、李谱、孔雪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一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 魏琦、杨晓东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三等
高中 物理 必修二 第八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金和、孔德有、王维维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三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一 第3章 物质的性质与转化 陶佳洁、赵培丽、徐燕秋、王光浩、甘宜顶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3 第2章 官能团与有机化学反应 烃的衍生物 吴锋、孙鹏、冯永 枣庄市第四十六中学 一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2 第3章 不同聚集状态的物质与性质 吴素娟、曹莉、韩伟、耿海涛、朱绪珍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1 第2章 化学反应的方向、限度和速率 杨晓萌、成红丽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2 第2章 微粒间相互作用与物质性质 秦存兵、李文文、高秀玲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3 第3章 有机合成及其应用  合成高分子化合物 刘琦、伊娜、戴庆、胡召恒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一 第1章 认识化学科学 徐潺潺、李萍、李宁宁、朱迎新、高尚法 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一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2 第1章 原子结构 甘宜磊、耿迎芳、杜晖、吕广友、刘静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一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2 第3章 不同聚集状态的物质与性质 朱雯雯、赵守夏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一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1 第3章 物质在水溶液中的行为 王成高、班彦萍、袁娟娟、公伟坤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一 第2章 元素与物质世界 钟田、周欣、贺秀、孙永霞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1 第1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 马永、韩清歌、马培红、刘鑫、杨超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二 第1章 原子结构 元素周期律 王海华、李晓杰、李国英、齐晓翠、王文凤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3 第3章 有机合成及其应用 合成高分子化合物 王真言、刘柏延、孙文生、魏延强、胡安婷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二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二 第3章 简单的有机化合物 曹仙仙、王昌龙、马珂珂、孙忠伏、刘璐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2 第1章 原子结构与元素性质 霍静、郭凤玲、林德恒、秦娟、刘开霆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1 第1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 杨海侠、曹羽、张佳富、王中伟、刘芳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二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一 第2章 元素与物质世界 刘继金、张政、李念洋、孔会会、杜传荣 滕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二 第1章 原子结构 元素周期律 刘继金、张政、李念洋、孔会会、杜传荣 滕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1 第3章 物质在水溶液中的行为 刘霞、张琰、刘继鸿、崔涛、杜艳飞 滕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一 第1章 认识化学科学 王秀翠 枣庄市第九中学 二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二 第2章 化学键 化学反应规律 李真、王保才、谭捷、张悠然、殷亚楠 枣庄第八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二 第2章 化学键 化学反应规律 柴勇、李有恒、王德芹、刘冬菊、刘宁 滕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3 第1章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与性质 张建祥、薛文娇、孔宪梅、刘甜 滕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2 第2章 微粒间相互作用与物质性质 黄忠勇、李桂平、梁晓慧、任衍光、张光华 枣庄第八中学北校 三等
高中 化学 选择性必修3 第2章 官能团与有机化学反应  烃的衍生物 张志号、马勇、邱春雨、邢德义、翟雪如 滕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化学 必修一 第3章 物质的性质与转化 李艺园、刘杏杏、朱晓鹏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1 第3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 李莉萍、袁文 滕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１ 第五章 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王超峰、李桂婷、张晓文、陈传梅、秦恒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２ 第一章 种群及其动态 王玉青、颜慧、刚翠萍、黄玲、李成强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1 第6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 孟萍萍，张延玲，王光民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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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生物学 必修1 第2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张新蕊、张斌、宋芬芬、肖琳、李露露 滕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2 必修二 第一章遗传因子的发现 李连忠、王真真、邹静歆、张翠、胡梦迪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２ 第四章 人与环境 韩晴、金柘、龚克 滕州二中新校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1 第1章  人体的内环境与稳态 柳雷、孙会宪、刘亚萍、郭利、徐佰青 滕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２ 第二章 群落及其演替 高园、徐国宾 滕州二中新校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1 必修一第一章 走进细胞 步明锋、刘美杉、吕显云、王丹丹、褚庆文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1 体液调节 刘艳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１ 第四章 细胞的物质输入和输出 孙延帅、张玉真、肖静 滕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２ 基因的表达 张传义、马运亮、樊海莉、张权 辅华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１ 第二章神经调节 葛宝玲、王淑珍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1 第二单元 神经调节 李艳卿、周爱花、贾广珍、徐金秋、贾婉军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南校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3 第3章 基因工程 张芳、白玉、刘滕 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 一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1 细胞的基本结构 王亿波、张广成、刘美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１ 第六章细胞的生命历程 赵阳艳、张悦佳 滕州市第十一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２ 第1单元遗传因子的发现 柴茂勤、张利亚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区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2 第6章生物的进化 顾冉冉、魏巍 滕州市第五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2 第5章基因突变及其他变异 魏巍、顾冉冉 滕州市第五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２ 第2单元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 刘进增、王洪亮、刘信志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区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2 第五章基因突变及其他变异 张可侠、高爱军、王晓灵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1 第五章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满盈、张福华、高纷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3 第四章生物技术的安全性与伦理问题 潘海滨、刘海涛、王庆玲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１ 第一章  走近细胞 涂存宝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2 第6章 生物的进化 王成敏、张秀峰、赵月素、梁雪 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3 发酵工程 张婷、赵星艳、孙杨、李海燕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１ 第4单元 免疫调节 杨伟玲、胡静、汪冉冉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区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1 第二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陈荣刚、孙琳、韩琳、王雪倩、苗娟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２ 第三章 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 孔鹏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2 种群及其动态 刘红、李涛、盖海涛、杨蕗佳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3 第二章 细胞工程 李金虎、马兆国、李维苍、张京梅 枣庄市第九中学 二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1 第五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王伟、李莹、徐永芬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3 基因工程 晁丽云、吴艳侠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生物学 必修２ 基因的本质 宋申梅、张强、许姗、郭蕊、王美月 滕州实验高级中学 三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3 第1章 发酵工程 范文艳、王启涛 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三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2 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 王艳 山师大峄城实验高级中学 三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3 第4章 生物技术的安全性与伦理问题 高丹 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三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3 第2章 细胞工程 刘同合、张婧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三等
高中 生物学 选择性必修2 第二章群落及其演替 王勇、牛万新、臧勇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三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2 第3单元 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 刘敬国、张波、吕海斌、陈平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一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1 第3单元 认识数据 贾宝翠、宋颖、邵明艳、陶艳方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2 第1单元 信息系统的组成与功能 徐庆美、刘军伟、赵培富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一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1 第4单元 计算与问题结局 杨黎鹏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一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2 第3单元 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梁菲、孙伟、徐会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1 第4单元 计算与问题解决 王策、张传爱、刘计春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一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2 第5单元 信息社会的建设 商珊珊、刘彦辉、倪新新、孔翠兰、张艳红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1 第3单元 认识数据 李宗学、孙冠男、王自浩、董盈 枣庄八中东校 二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2 第4单元 信息系统的安全 张光武、杨恒新 滕州实验高级中学 二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2 第1单元 信息系统的组成与功能 邵明希、王国栋、褚卫、杨会、孙艺瑄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1 第5单元 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 赵林梅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南校 二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2 第2单元 信息系统的集成 李文娟、时涛、董玉顶、黄涛、种菲菲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区 二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2 第5单元 信息社会的建设 王倩 滕州市善国中学 二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1 第2单元 编程计算 褚衍梅、邵润珠、沈晓斌 枣庄八中东校 三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1 第5单元 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 田洪征、邢佑春、张东水、颜胜 滕州市第二中学新校 三等
高中 信息技术 必修2 第4单元 信息系统的安全 苗玉龙、赵福民、李丽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三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2 第一章 结构及其设计 程春启、邱文芳、孙彦平 滕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六章 制作模型或原型 张广杰、张磊、王艳 滕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七章 设计的评价与交流 石振、李静、张腾、靳翠、王倩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二章 开启设计之旅 王玉梅、安立国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一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一章 走进技术世界 谭修涛、李政伟、张晨、魏锋、陈凡位 滕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六章 制作模型或原型 王国栋、邵明希、石振、白娟、孙景勤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2 第一章 结构及其设计 孙琪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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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2 第二章 流程与设计 张友勤、曹莉、董宜芳、郭静、黄东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三章 发现与明确问题 王洪利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一章 走进技术世界 张怀旭、孙中阳 枣庄市第九中学 二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三章 发现与明确问题 杨元斌、任思增、孔亮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五章 制订设计方案 赵锁、程玲春、崔腾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2 第三章 系统及其设计 王士海、李宗学 枣庄八中南校 二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二章 开启设计之旅 史忠翠、邱加群、王健、倪旎、杨长安 滕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七章 设计的评价与交流 李林 滕州实验高级中学 三等
高中 通用技术 必修1 第四章 放飞设计创意 褚洪访、李强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一章 魏荣、王晓光、颜智、王丹丹、宋青青 滕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八章 新兴类体育运动 高玉长、刘子杰、付勇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七章 武术与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类运动 李思龙、王亮、李鹏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一章 体能 陈琪、郑皓、崔子文、於道天、庞智允 枣庄市第三中学（市中校区） 一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五章 水上运动 田思响、刘彬、杨晓菲、渠亚男、刘振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一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二章 王维大、史云波、司国栋、张占峰、任召亮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一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十章 唐海波 滕州市第十一中学 一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一章  体能 姚龙涛、高丽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南校 一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二章 球类运动 李政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六单元 冰雪类运动 李辉、苑文博、杨亚东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三章 刘存朋、刘琼、梁金莉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 二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四章 周皓 滕州市第十一中学 二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五章 王丹丹、宋青青、荆迎明、魏荣、程相如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七章 张艳华、刘克伟、杨振、张广春、商国栋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九章 杨振、刘克伟、张涛、张广春、张艳华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三章 田径类运动 陈秋亮、王孝领、王巧香、黄加成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九章 体育运动的演变与发展 贾继森、王巧香、黄加成、张宗富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四章 体操类运动 孙雅迪、殷秀娟、种秀娟、杨小明、杜志翔 薛城区高中体育与健康学科巩光弟工作室 三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六章 彭卫喜、谢磊、赵文军、李扬、朱广纯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三等
高中 体育与健康  全一册 第十章 健康教育 孙雅迪、许昂、殷宪伟、苗苗、陆国振 薛城区舜耕实验学校 三等
高中 音乐 必修《歌唱》 第七单元 感受经典 牛小磊、杭静、刘丽娜、赵慧敏、程雪迎 枣庄市第三中学 一等
高中 音乐 必修《歌唱》 第二单元 理想之光 郑惠清、李易洋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音乐 必修《歌唱》 第八单元 时代新韵 黄霞、孙涛、马丽、陈晨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一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七单元 舞动心弦 陈茂琛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一单元 学会聆听 潘丽、陈立刚 枣庄市第九中学 一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十三单元 古典音乐的殿堂 李琳、孙娟、庞忠义、丁晓丹 枣庄八中南校区 一等
高中 音乐 必修《歌唱》 第十单元 曲风戏韵 马会芬、颜丽、刘莉娜、满捷、张洋 滕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十二单元 复调音乐的巡礼 张利平、陈晓雪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十三单元 古典音乐的殿堂 裴瑞、李娜、褚玲霞、徐玢玢、朱晓琳 枣庄八中北校区 一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八单元 异域风情—世界民族音乐 孙晨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十八单元 爵士乐掠影 李娟、张丽、王琳、王雯雯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四单元 国之瑰宝—京剧 李艳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序篇 不忘初心 李爽、孙元元、耿国栋、胡乔丽、魏峰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二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十五单元 家国情怀的民族乐派 雷蕾、郭传英、华昱麟 枣庄八中南校区 二等
高中 音乐 必修《歌唱》 第九单元 浓郁乡情 张翠、孔续茜、郭福闯、王烽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二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十一单元 光荣与梦想 吕艳、郭伟 枣庄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三单元 鼓舞弦动 王海霞 枣庄市第四十六中学 二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五单元 诗乐相彰—歌曲艺术 樊艳艳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音乐 必修《歌唱》 第一单元 美丽人声 王旋、金铭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二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九单元 文人情致 金波、张媛、李珊珊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十七单元 勋伯格 许康、张祎丽、王爱梅 滕州市二中新校 三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三单元 放歌祖国 董丽娜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三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二单元 汉族民歌 单煜佳、韩冰、王楠楠、王一同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 三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十单元 新音乐初放 郑新颖、赵峰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高中 音乐 必修《音乐鉴赏》 第十五单 元家国情怀的民族乐派 张文、程秀丽、张红、韩琳琳、曹卉 枣庄八中东校区 三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第6课 人民形象 时代风采 杨小勇、张曼丽、李国洋、高雯、王婷婷 枣庄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第5课 中国画——花鸟画 王婷婷、王海燕、贺涛、高雯、孙丽娟 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 一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意境与情感的表达——中国山水画 杨其峰、毛奎峰、肖绍娜、张鹤、王兴硕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一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中国古代陶瓷艺术 秦真国、庄国影、付文华 滕州市第五中学 一等
高中 美术 绘画模块 第6课 中国画——山水画 蔡瑞邦、魏文娟、孙宁、张玉东、魏真 枣庄市第一中学 一等
高中 美术 绘画模块 步入绘画天地——绘画的基本元素与法则 吴浩然 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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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第6课 人民形象 时代风采 李国洋、王爱秀、关宦焕、狄丽丽 枣庄市市中区第十六中学 一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第4课 以形写神 诗情画意 杜海侠、岳仁彦、马怀敏、李刚、龚现强 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 一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中西经典建筑艺术 林军 滕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中西绘画特点比较 张亚东 滕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第10课 中西绘画特点比较 张玉东、刘静、姜长亭、刘海梅 枣庄市第三中学市中校区 二等
高中 美术 设计模块 设计与生活密切相关 张倩倩、徐立波、石岩、芦平 滕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石头书”——雕塑之美 中西雕塑艺术 褚夫友 滕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
高中 美术 绘画模块 第1课 绘画语言 冯杨 市中区第十六中学 二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画道人心 国韵流芳——以形写神 诗情画意 朱诚诚 滕州市善国中学 二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中国画——花鸟画 林翠萍、王召法 滕州市第一中学东校 二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第13课  中西古典园林艺术 曾春松、王宜爱、赵恒广 滕州市第十一中学 三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第11课 中西雕塑艺术 秦振芝、张旭、王凤仙、王伟、沙雪妍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三等
高中 美术 绘画模块 装饰绘画 褚维洋、王启龙、昝文然、杨潇、张谦 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三等
高中 美术 美术鉴赏 第12课 中西经典建筑艺术 王蒙蒙、魏真 枣庄市第二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 王颖、李蓉、种磊、党一波、杜升勇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四单元 走进法治天地 郭晨、李阁、庄严、陈兴忠 山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下 第一单元 我们共同的世界 宋士英、殷文燕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 冯斌、孙继涛、颜冬梅 滕州市墨子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三单元 勇担社会责任 颜丙超、姜甜甜、马腾、杨帅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 孙中红、刘媛媛、林丹丹、陈丹丹 薛城区舜耕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 褚云、褚福成 峄城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 马衬 枣庄市山亭区翼云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 张林林、王秀、李永水、刘莺、周涛 滕州市羊庄镇羊庄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四单元 和谐与梦想 张冬冬、唐振芹、马亚利、刁振国、李敏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三单元 文明与家园 陶广宗、宋均珍 薛城区奚仲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 孙光友、王传广、宋厚莉、徐明永、刘新文 峄城区峨山镇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下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 胡西洋、赵鑫、郑洁、刘中广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三单元 师长情谊 潘发行、刘继前、陈琦、张晨 枣庄东方国际学校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二单元 友谊的天空 赵鸿灏、胡君凤、刘影、贾送章、贺诗颖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 刘毅、赵峰、孙艳春、孙殿明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下 第一单元 我们共同的世界 单庆春、朱振中、宋致然、张雪梅、满孝臣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三单元 在集体中成长 谢运巧 枣庄市第七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二单元 理解权利义务 李艳霞 枣庄市第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四单元 和谐与梦想 王侠 峄城区榴园镇棠阴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二单元 友谊的天空 孙士敏、李文、孙丽萍 峄城区古邵镇曹庄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四单元 崇尚法治精神 刘吉亮、张帮庆、张国栋、高伟南、高源芳 枣庄市第五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做主 郑仰涛、郑仰星、陈克军、邓贞红 峄城区榴园镇棠阴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 郑梅、赵启艳、蒋菲、王凯 峄城区底阁镇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 李莹、安家伟、王振、陈晓君、于汇洋 薛城区舜耕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 邢芳敏、范聪聪、刘梦鑫、汤超凡、王长兰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下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 刘晓玉、王金凤 枣庄市山亭区翼云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三单元 勇担社会责任 邢开亮、任绪广、李光花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三单元 在集体中成长 丛甡、苏文娜、刘静、安静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二单元 友谊的天空 程丽、戴晓清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一单元 成长的节拍 慈淑敏、姜良娟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 孙茂喜、任军、李国玲、姜文纳、郭庆昌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下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 李林、高祖鹏、李蔚园、郑桢桢、王莉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 张静、徐伯平、赵莹莹、邵长玲 滕州市东郭镇东郭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下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 崔畅、张玉玲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 刘连娣、张瑞苓、赵敏、侯钦宪 滕州市至善学校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二单元 做情绪情感的主人 刘合英、李程、闫德成、孟晓琳、鲍磊 滕州市至善学校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二单元 做情绪情感的主人 胡玲玲、王琨、丁丹丹、邵蓉、黄静 市中区勤为学校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 田超、邵蒙蒙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 颜艳、王功生 滕州市蒋庄矿区学校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 种衍伟、薛维、张秀明、刘西锋 枣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四单元 崇尚法治精神 邵静、孙海峰、高新民 枣庄市第六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三单元 师长情谊 殷宪峰、张瑞、侯化军、高裕利、方俊龙 薛城区奚仲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四单元 维护国家利益 王子佳、王臣娇、刘琪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 岳媛、蔡媛媛、刘青青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四单元 走进法治天地 张志梅、刘云、张海侠、韩文明、王杨 滕州市尚贤中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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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下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 孙艳、许飞、李丽娟、阴春雪、刘丽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三单元 文明与家园 邢娟、孙梦雪、霍研研、田梦茹 台儿庄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三单元 勇担社会责任 晁艳、陈继海、刘静、李娟、李涛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一单元 青春的邀约 刘璐、张贝贝、柳絮、孙晶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二单元 友谊的天空 张华、刘洪生、吕海燕、甘冉冉、李莉 滕州市育才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四单元 维护国家利益 高静、张晓梅、郑卫华、葛红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下 第一单元 我们共同的世界 张芳、陈星、赵静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 陈娜、孙玉莹、宗佩佩、王新萍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下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 龚焕焕、王邵华、孙丽、宋红红、方燕意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 郝士省、任园园、林思齐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下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 王军、王泉、蔡娟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三单元 文明与家园 甘信兵、李小霞、张宗玉、赵亮、赵琳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西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 贾敬伟、高艳、李大新 滕州市墨子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四单元 崇尚法治精神 胡斯博、陈传峰、李婷婷、胡开甲、李彦秋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六合学校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三单元 在集体中成长 申振、郭德祥、党建、苗贵海、赵联敏 滕州市育才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下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 李秀梅、马怀伟 台儿庄区邳庄镇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下 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 何文文、侯婴俊、李筱丽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三单元文明与家园 李开阔、赵静、姚雪芹 峄城区阴平镇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三单元 师长情谊 陈增清、司增元、王开营、赵暖 滕州市龙阳镇龙阳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 张全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八上 第四单元 维护国家利益 相龙贵、高德庆、刁统臣、侯钦浩、张俊 滕州市张汪镇张汪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九上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 杨兆明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第一中学 三等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七上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 杨列敏 滕州市南沙河镇南沙河中学 三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一单元 纪学鹃、李铭、陈玉、张亮、马明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二单元 苗翠、孙晨晨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五单元 赵联广、孙士运、晁雷电、刘贵梅、马红玲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一单元 鲁凤、赵行梅、季红、高家纯、高朝龙 滕州市墨子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六单元 丁新晨、杨尚会、任丽、殷永丰 峄城区峨山镇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三单元 刘金星、张萌、王艳、许成、张伟 滕州市墨子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二单元 刘勇、孔祥帅、王家永、蒋华、徐霞 滕州市洪绪镇洪绪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一单元 孔艺、高刚、李远炎、邓萍、付佳惠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四单元 宋于静、马标、王文强、陆明、王思军 滕州市东郭镇党山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二单元 单晨、褚淼、潘萍、孙亚、张磊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七下 第二单元 殷召献、周雯雯、李广芳、孙中芹、姚亮 峄城区底阁镇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三单元 刘喜华、刘志远、孙海红、张芬 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七下 第三单元 晁岱斌、韩静、韩婧、张印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一单元 刘春早、刘芳、任丽丽、张宏伟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二单元 张琪、孙华莉、宋冲冲、吕念祖 市中区西王庄镇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三单元 官炳慧、张翔、李妺娇、邵艳美、徐茜茜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二单元 吴海燕、赵素勤、王聪、杜贺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五单元 王珊珊、谢晓晗、武英、申林、张子芳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四单元 王敏、谭会珍、李吉璐、刘琳、赵怀侠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三单元 张会闫艳袁凤姜峰雷丹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五单元 朱绍经、丁莎莎、邢华慧 滕州市洪绪镇洪绪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六单元 侯燕娇、陈会、边玉春 台儿庄古城学校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一单元 姬洪雯、周海、魏存龙、崔超、王文莉 薛城区奚仲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二单元 孔令航、董业高、侯铭、郭秀梅、张军 市中区渴口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五单元 张月、高峰、朱东珍、宋会宜、王春梅 薛城区奚仲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四单元 马培民、黄帆、王雨欣、陈康红、张莉莉 滕州市北辛中学通盛路校区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四单元 孙玲玲、李培芝、贺承德、梁宇、田勇 峄城区古邵镇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六单元 孔德好、吴强、赵君、王珊珊、吕丽娟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一单元 提运福、张怀昕、马艳、李田田、崔冉冉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三单元 王亚芹、孙琳琳、杨晓芸、李君、刘秋生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五单元 陈于、赵静、高瑞、刘玉梅、李阳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三单元 刘艳萍、宋元滕、刘芬、彭亚茹、任丽燕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下 第四单元 周英辉、王利华、李晴、李玲、渐德生 枣庄市第十九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二单元 董业文、庞祥宏、李朔、丁蒙、刘凡增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一单元 李强、朱文艺、王金磊、曹文华、王菊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下 第四单元 姚春华、刘春波、邱明广、续士芹、王雅峰 滕州市北辛中学通盛路校区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六单元 刘建锋、王国栋、唐晓娇、佘晓藕、张翠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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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语文 七下 第六单元 侯夫强、张杰、冯均芹、姚远、赵干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四单元 胡利、王丹丹、陈方晴、张晴、王明晨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四单元 张奎、潘甜、朱会会、张晶、张秀丽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三单元 闵庆珍、王福丽、王克磊、颜景云、张娣 滕州市鲍沟镇鲍沟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四单元 张俊涛、韩孝霞、杨雪芹、李芹、张季舫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三单元 杜艳颖、李修华、于保涛、刘庆虎、自丹 枣庄市第五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六单元 徐晓芳、徐文浩、刘延军、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四单元 周超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六单元 刘敏、魏姗、刘红征、时红玲、沈庆普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下 第三单元 张兴运、张雪凌、韩英、马昭瑞、宋士振 滕州市姜屯镇姜屯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二单元 黄涛、王莉、苗彦苓、王雨晴、殷宪国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三单元 王宁、周萍、杨列栋、张广岩、李文文 滕州市张汪镇张汪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五单元 黄立明、胡文兵、孙中佩、钟宜侠、韩雪 峄城区古邵镇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六单元 夏夫真、范广付、徐洪江、任仲宇、张春 台儿庄区邳庄镇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五单元 吴晋楠、楚琛、孙伟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一单元 庞东旭、徐丹、晁秀海、杜磊、魏宇琪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下 第五单元 胡明明、杨瑞、王静雯、胡会会、朱梦茹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下 第五单元 郭彩侠、董红、黄艳侠、徐艳、居秀娜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下 第一单元 王桂兰、徐燕、李秀梅、师兆英、邵明成 台儿庄区马兰二中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下 第二单元 孟跃、龙宗云、孙会茹 台儿庄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六单元 吴灿、唐汝、张磊、陈赢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四单元 李迎迎、胡佩玲、张晨、樊会称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六单元 田芬、韩菊、徐吉干、张显东、韦德海 滕州市东郭镇东郭中学 二等
初中 语文 七下 第一单元 宿云凤、张媛媛、赵艳 枣庄市市中区永安镇中学 三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五单元 周雪芳、孟跃 台儿庄古城学校 三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四单元 徐丹丹、王琳、任健全、郭新燕、杨昆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西中学 三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五单元 杨立、李霞、杨霞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一单元 杨金凤、龙厚祥、杜以思、韩利、张洪敏 滕州市级索镇级索中学 三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五单元 赵岩、满月维、王明慧、裴情文、史长春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四单元 刘文、米福祥、田秀、张轲、李涛 枣庄市第五中学 三等
初中 语文 七上 第二单元 王登民、孙传坤、张冬梅、刘芬、赵全民 滕州市张汪镇蒋庄中学 三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四单元 张丽、梁兰、张光茫、杜秀梅、孟祥海 滕州市鲍沟镇鲍沟中学 三等
初中 语文 九下 第五单元 马杰、孙晓凡、李传玲、吴光花、李桂英 滕州育才中学 三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六单元 李明波、孔德敬、郝培凤、周波 滕州市柴里矿区学校 三等
初中 语文 八上 第二单元 王敏、刘敬、孙琦、王林、陈聪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三单元 马振国、邢红蕾、郑洪峰、徐芝秀、史良翠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语文 九上 第五单元 刘姿辰、郑楚楚 台儿庄古城学校 三等
初中 语文 八下 第一单元 刘志远、李丽华、姚洪泉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五章 投影与视图 李晓辉、许西玲 市中区安城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 董静、吴刚、周鹏、贺秀梅、李红 薛城区舜耕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 陈芹、孙玫玉、赵帅、侯梦雨、孙启赞 枣庄市第四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周勇、杨海青、郭力滔、甄淑萍、华烨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 王永华、李庆霞、王惠、杨茹、吕峰 薛城区舜耕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满孝珍、刘磊、许文誉、钟瑞平、赵海燕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四章 基本平面图形 张聪、孙昊、赵玉喜、褚福银、刘宝民 枣庄市第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韩宏帅、宿萍、孙晓莉、谢成强、秦晓菲 台儿庄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数学 九下 第二章 二次函数 刘晋、孙金娣、刘文生、吕霞、颜露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 任燕、刘璇、许美妮、张敏、郝茂增 薛城区奚仲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 吴贝贝、刘宝红、徐钦磊、刘宗香、张诗文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赵傲宾、丁东生、陈园园、姚亚男、朱延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赵龙、任丽莎、刘思、王伟、赵敏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三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 李召辉 市中区孟庄镇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 于芳通、张鑫、王敏、陈茂文、张国良 峄城区荀子学校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郑大海、房瑞、张梅、何晴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 孟文娣、龙玉婧、罗雯、任世峰、冯睿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四章 因式分解 张宇、韩文、殷明、齐兆坤 薛城区凤鸣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三章 概率的进一步认识 许伟、公茂盛、何翠、夏令文、徐士龙 滕州市东郭镇党山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六章 反比例函数 王高峰、梁景辉、邵永玲、贾方慧、刘芮 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四章 因式分解 黄延延、柴强耀、李冬梅、张伟、张朔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四章 基本平面图形 韩云、杨彬、崔祥科、王福刚、郭亮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西集校区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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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数学 七下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 孟凡勇、贾军军、徐伟丽、和芸、霍莹莹 台儿庄古城学校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 张朋朋、张萍、刘艳、季聪聪、罗琦 市中区勤为学校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成平平、李梅、满孝艳 滕州育才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六章 概率初步 赵博、杨厚涛、王治河、陈文霞 滕州市柴里矿区学校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 张军、满建水、佘美桦、王兴平、张晓明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 刘琴、孙子超、吕高岭、邱娟娟、殷晓曼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三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 史培培、龙伟生、张金国、王浩然、杜雪英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一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 侯凤琴、杨以平、赵恒灿、邵长伟、侯腾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 李长飞、王海波、蔡成芳、王化胜、李丹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三章 概率的进一步认识 孙中霞、付聪、徐娟、孙中明、殷宪宏 薛城区凤鸣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四章 因式分解 贾继朴、焦燕、孙永、杨德宽、李艳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北庄校区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王奇、田有为、刘吉科、管晓川、王艳 枣庄市第二十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 沈莉、颜艳、李晓利、毛彦东、党东伟 北辛街道北辛中学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九下 第二章 二次函数 杨忠伦、陈明霞、张玉言、孔祥红、付若渠 枣庄市翔宇（翼云）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 刘扬、李盼盼、陈孟秋、满傲男、王晓静 市中区勤为学校 二等
初中 数学 九下 第三章 圆 杨文博、刘超、张显贵、田家旺、赵全全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王芳、渠澎澎、段倩倩、肖建国、李政 滕州市墨子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宋新新、宗贺贺、张悦萌、张杰、刘开龙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四章 三角形 褚冰婵、刘禹杉、李东峰 枣庄市第二十三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一章 勾股定理 杨秋莉、田士金、李明星、满其岭、何文利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 赵子露、魏文静、宋刚、王慧文、刘双慧 滕州市墨子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 胡海洋、李祥明、李涛、陈聪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 杨廷艳、迟晓丽、王新、孙文峰、王悦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许冲、孙中钱、杨廷献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五章 投影与视图 袁义、陈超、陈安水 峄城区古邵镇曹庄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九下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田广立、朱琦、崔华、张成浩、秦文青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一章 勾股定理 徐逵、孟令启、关祥芝、饶玲、李井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 季克娟、徐莉、林玉婷、巩响响、徐铠 台儿庄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四章 一次函数 张超、刘杰、孙冉冉、袁丽丽、冯巍巍 滕州市墨子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 张朝坤、刘近宇、杨莉莉、张志成、杜艳伟 滕州市大坞镇大坞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 王士璧、李兴燕、周云路、王丹丹、焦修卫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二章 实数 马洪娟、杨远航、赵琳、杨琳 峄城区底阁镇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三章 位置与坐标 刘近涛、史先凯、陈艳梅、满昌敬、邹思思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六章 反比例函数 巩存强、付宏、宗明星、赵玉红、张杏梅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张晓伟、涂凤芝、郭晓露、王本建、张厚文 滕州市鲍沟镇鲍沟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二章 元二次方程 贺勇、颜景田、马洪浩、龙克栋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第二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 侯杰、张宝景、秦楚、魏磊、房秀平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六合学校 二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四章  三角形 付月龙、郭云飞、赵巍然、王循、单山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 孙学军、王丽娟、吕彬、闫业莹、黄友明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孙希静、庄平、梁志坊、宋咏春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四章 一次函数 袁琳琳、张光洋、宋哲、刘璐、赵辉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 王文富、王良芳、付玉芝、龙启飞、陈伟红 峄城区青檀中学 三等
初中 数学 九下 第三章 圆 田传义、周荣奎、杨家幸、徐丽华、阎维杰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四章 基本平面图形 王涛、孙中秋、刘开永、张安然、程国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三等
初中 数学 七上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白雪垠、邓海、周刚、石艳、张娟 峄城区古邵镇中学 三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董绍菊、张娟、渠晓军、吕玉英、商景超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三等
初中 数学 八下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 黄菲菲、周梦莹、魏传菊、赵伟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三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六章 概率初步 韩青、蒋丽、龙海振、张亚莉、杨文娟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第二中学 三等
初中 数学 九上 第五章 投影与视图 董勇、姜广超、颜忠杰、杜厚坤、王为 滕州育才中学 三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 王介寅、程守磊、董诗宇、李辉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数学 九下 第二章 二次函数 孙立群、甘瑞、马秀丽、徐化刚、邱洪霞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数学 八上 第三章 位置与坐标 王永、邓亚男、孙晓云、刘延芳、周长远 峄城区榴园镇棠阴中学 三等
初中 数学 七下 第四章 三角形 徐良、商统莉、赵耀华、钟世阳、王保亮 滕州市鲍沟镇鲍沟中学 三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14 I remember all of you in grade seven 李银雪、隋韵茹、刘衬衬、贾传真、王璐 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王莹、李祯梅、李雪、张莹 台儿庄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焦宏伟、秦岩、李亚璞、刘真真、王巍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5 Why do you like pandas? 顾伟、王国庆、孙卓琴、王思红、崔伟楠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9 What does he look like? 韩光亮、刘陵全、肖聪、周广强、徐岩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8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许小弟、王绪刚、尹瑞琪、 滕州市官桥镇官桥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2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孟浩浩、常坤、周筱涵、田秀莉、刘西峰 峄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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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13 We a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彭长青、张文清、秦晓旭、朱娴、李其菊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一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12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褚龙梅、王浩、刘宝兵、刘春侠 枣庄市第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3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殷秋晨、孙欣源、武艺、徐敏、贾蕊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13 We a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 刘霞、李芳、褚旋旋、冯诗琪、刘峰 枣庄市第五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郑雨媛、邱莹、李云锋、张慧、颜正萍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1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雷环、魏传尧、贾秀丽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高庆梅、王荣宝、张娜、胡乐清、刘雅丽 枣庄市第五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7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张厚健、时红、王亚、李晓华、关强 滕州市官桥镇官桥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9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museum? 张霞、谷莹杰、王颖潇、崔家路 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10 I'd like some noodles. 宋会、胡彬彬、周金星、张岩岩、夏增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7 It's raining! 张建中、张晓月、李明福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分校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9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刘艳玲、黄美荣、郝田苗、杨环、刁成霞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5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李颖、郭允允、何孱孱、王迟 薛城区舜耕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巩吉侠、侯桂珍、王昭旭、杨凤梅、丁勇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7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 董柳娅、牛美、吴媛媛、闫玉平、冯婷婷 市中区西王庄镇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8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邵丽萍、田甜、田传进、沈加利、张祥宇 薛城区奚仲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10 If you goto the party,you will have a great time! 曹敏、周庆荣、邢萍萍、王利华、雷天赋 滕州市墨子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张贵芳、董艳华、薄慧慧、褚召华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10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龙莉、陈亚楠、牛允红、韩丽萍、胡晓东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9 I Like th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赵婉钰、提红、刘艳秋、孙宝华 台儿庄古城学校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张阳、王莹、李微微 枣庄市第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1 My name’s Gina. 刘丽华、贾寒珍、宁秀玲、杨会玲、尚风娟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2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邵丽娜、张玉梅、蔡成梅、颜方方、何霏霏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西中学 一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8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丁行云、陈泰山、满思超、党苗、卢志霞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2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李娜娜、王彬、徐敏、刘勇、刘敏 枣庄翔宇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6 Do you like bananas? 庄永红、张晗、孙晋莲、刘越 台儿庄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11 Sad movies make me cry. 褚宏慧、刘倩、薛文文 薛城区凤鸣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王丹、孙中美、褚美华、周露露、朱青青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 高月明、徐柯、李培红、李芬芬、王霞 滕州市至善学校 二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8 When is your birthday? 闫梅、左玉玲、郝晓莉、张萍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4 Where’s my schoolbag? 王翠、赵英、李修梅、王云竹、杨启帆 枣庄市第二十三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int8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韦德敏、陈青、葛庆彬、侯廷芬、范清祥 滕州市东郭镇党山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李强、王子硕、李文、金秋、孙西斗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4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阚周玉、刘阳、于彤、孙晋玲、李荣荣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1 What's the matter? 陈艳华、续士君、薛建玲、肖艳、巩崇军 滕州市滨湖镇滨湖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7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 吴文鑫、张亚楠、苗元喜、陈冬至、何青 滕州市姜屯镇姜屯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6 When was it invented? 陈玉琪、杨真真、魏奇、魏开艳、房华 峄城区底阁镇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 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杨萍、李艳、宋维维、牛晓娟、赵彦宏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10 I'd like some noodles. 金亚婷、李其红、苏栗、赵敏、郭茹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 杨梅、王永侠、吴平、张兰碧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8  Have you read Treadsure Island yet? 刘近清、刘雯、陈蒙、杨洪梅、蒋玲玲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3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宋冬梅、赵宾、张婷、马涛、崔峰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周囡、顾士景、刘鑫、孔雯葶、马姣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1 What’s the matter? 周传艳、邵君妍、曹娟 枣庄东方学校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5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李静、张亚芳、陶峰、隋庆玲、于光花 枣庄市第六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11 Sad movies make me cry. 生芳、满娇娇、张芹、孙会、孟祥玉 滕州荆河街道滕西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10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赵夫义、王思茜、李萍、李晓庆、刘德强 枣庄市第六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12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董建清、马坤、孔祥月、冯兆春、李庆伟 枣庄市第十三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8 When is your birthday? 胡雪萍、冯永辉、杜中强、李勇、王红伟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六合学校 二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崔亚、赵芬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分校 二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1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王红、张利利、韩违利、孙芳、王梦元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2 This is my sister. 吴莹、谢韧韧 峄城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4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孙敏、杜红、丁越、耿进、卓海燕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雷天晶、尹淑华、梁斌、魏学勇、周军 市中区孟庄镇中学 三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1 How c 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樊真、程玲玲、庄明月、高妍妍、张婷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11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马洪艳、孟宪秀、丛华、闵晗、赵娜娜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三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10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王欣、王倩、王凤娇、陈晨、杜琳琳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陈长梅、赵曰红、巩长菊、颜景磊 滕州市姜屯镇姜屯中学 三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3 Is this your pencil? 程昌伟、詹灿 枣庄东方学校 三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2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孙丽、刘聪、金凤、王倩倩、孙柯尧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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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9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孟慧、甘志侠、王广芝、柏鹏、戚虎 市中区齐村镇中学 三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刘春健、邓洪、侯贵丽、张玲、甘涛 滕州市墨子中学 三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夏文洁、李超霞、王冬梅、冯军淇、徐园园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英语 九全 Unit 1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徐英、周茂英、王祥敏、郭士全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北庄校区 三等
初中 英语 七上 Unit6  Do you like bananas? 马兆岩、廖雨洁、张广庆、姚剑、秦文玲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三等
初中 英语 八上 Unit8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孙冉冉、刘萍萍、房琳琳、于艳、赵雅琴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英语 七下 Unit6 I'm watching TV. 杨学强、李德、李晶、李宗博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三等
初中 英语 八下 Unit5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朱开兰、孔维堂、杜泽斌、马培胜、韩方梅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五单元 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 种艳斌、陈娜、刘铭鑫、曹华东、张兴磊 枣庄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四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马光耀、曹昭岿、李娣、邵彬 薛城区舜耕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三单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世界 许建、孟菲、於永维、唐昊天、刘瑞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 孙希宁、黄爱民、张茂龙、赵宏伟、刘玉芹 滕州市滨湖镇滨湖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七下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张庆伟 峄城区底阁镇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三单元 封建时代的欧洲 邵艳春、孟颖、刘春莉、董梅、杨其洲 薛城区舜耕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七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 庞颖、王秀菊、李娟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东校区 一等
初中 历史 七上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管伟、刘钻吉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西集校区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一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巩固 苗传丽、孙彦成、唐安兵 滕州市木石镇木石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二单元 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文化 刘荣、孟楠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四单元 封建时代的亚洲国家 孙中银 枣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五单元 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 朱信强、王红梅、姚新颖 峄城区阴平镇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 赵婕、张妙、亓梅锦 山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 马玲、裴思琦、张丽、秦佑国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一单元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 马田、曹慧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吴敏、江静、刘东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南校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李涛、朱长奎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五单元 走向近代 贾方坤、李章 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吕冰、张钰梅、李晋、薛格格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七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 黄艳、李超、李楠、朱宗河 滕州市鲍沟镇鲍沟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七上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王琳、单欣月、曹士龙、王在望 薛城区张范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四单元 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袁爱萍、王芳芳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一等
初中 历史 七下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胡俊芬、朱晓红、谢玲群、邱士梅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六单元 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 耿欣、张秀 滕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三单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世界 刘克习、孔强、马涛、孔峰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五单元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对立 沈田、孙振军、丁丽颖 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五单元 走向近代 秦真鹏、张忠福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一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一单元 古代亚非文明 崔修珍、卢静、孙井伟、王兰君、张令振 滕州市官桥镇官桥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六单元 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 王昭君、冯美德、孔亚蓓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南校 一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 邹艳秋、孙煜峰、冯杰、李明、孙法林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历史 七下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杨敏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三单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赵崇玉、毛士远、赵新 台儿庄区邳庄镇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五单元 二战后的世界变化 张栋泽、余源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一单元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展 王媛媛、刘瑶瑶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四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甘昊鑫、马士兰、张维振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七下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王静、吴靖合、李娟日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二单元 古代欧洲文明 陈雪华、刘理铁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五单元 二战后的世界变化 杨茜茜 市中区勤为学校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张露文、徐媛媛 滕州市至善学校 二等
初中 历史 七下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洪峰、王洪梅、张稳、田梅、李晓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分校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七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 孙启军、朱楠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三单元 封建时代的欧洲 狄雪艳、朱筠 滕州市姜屯镇姜屯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七上 第一单元 史前时期：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的起源 赵联杰、王营 滕州市龙阳镇龙阳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四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刘春晖、周淑棋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一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 褚红霞、王海玲、唐桂香、董中花、章华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第二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七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 殷娜、林丽娥、赵后君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四单元 封建时代的亚洲国家 郭秀玲 滕州市墨子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七下 第三单元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魏来、张露丹、王利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西校区 二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六单元 走向和平发展的世界 蒋翠翠 山亭区翼云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七下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狄坤、王有华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一单元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潘欣、吴芹、张鹏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七上 第一单元 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的起源 张学文、刘广荣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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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历史 七上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董有国、满玉碧、姚洪文、李炳雪 滕州市南沙河镇南沙河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八单元 近代经济、社会生活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黄耀、邱善光、董建国、尹玉刚 滕州市滨湖镇望重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王延君、贺兴莲 滕州市东郭镇党山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七单元 工业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张晓、张媛媛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七下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王晓琳、张磊、李昕燃、李丹丹 薛城区舜耕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七上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刘桂芳、隋炳丽、钱成艳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七单元 工业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朱述标、桂永、王芳 滕州市龙阳镇龙阳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六单元 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 关杰、胡敏、高运、李元瑞、高素芳 薛城区奚仲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七上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 刘红、刘广钱、黄西刚 枣庄市第二十六中学 二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五单元 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 单钰涵、钟家辉 滕州市育才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七上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陆现学、彭硕、王广银、井有金、陆庆海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七下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吴成顺 枣庄市第十七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八上 第五单元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对立 郭平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一单元 古代亚非文明 樊运涛、邵校、杨建慧 峄城区阴平镇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褚夫宁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七上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李月云、李童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 黄崇飞、孙宏伟 枣庄市第四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一单元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展 赵启鹏、李微微 峄城区青檀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 李伟、岳超菲、王硕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西校区 三等
初中 历史 九上 第二单元 古代欧洲文明 郑爱华、陈慧芳、李明、王永吉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魏玉洁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 三等
初中 历史 八下 第六单元 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 糜现廷、王金生 滕州市界河镇界河中学 三等
初中 历史 九下 第二单元 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文化 蔡玉珍、贺晓利、李甜、刘娜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 三等
初中 历史 七上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王欣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三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二章 地图 王振平、种菲菲、张骞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薛媛媛 薛城区张范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五章 中国四大地理区域划分 李忠哲、张俊刚、陈慧卿、党艺娟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七下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 韩振武、王帆、孙中娥、邵秀娟、王景景 峄城区阴平镇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一章 地球 侯钦忠、刘晓娟、张芬、宋明悦、狄猛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张恒会、李海英、张文刚、孙维、娄永芹 滕州市羊庄镇羊庄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六章 北方地区 殷宪军、王光磊、崔洪瑞、杨列群、李朝苓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西集校区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金田飞、王莹、盛芸菲、满翔宇、戴娟 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钟利利、李芳善、王磊、宋僖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一章 地球 宗西付、徐继宏、朱彦、张静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地理 七下 第九章 全球化与不平衡发展 孙研研、宋艳冰、刘萍、颜冲、孔令具 滕州市姜屯镇姜屯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吴景隆、张奉印、吕薇、杜泽英、种亚莉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 孔彦、生家庆、马圆圆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七下 第六章 亚洲 裴忠波、季思国、杜娜娜、吕文超、殷宪伟 滕州市鲍沟镇鲍沟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赵岩、周琦、陈义富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七章 南方地区 骆研研、朱青、赵艳丽、张楠楠 枣庄翔宇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杜得东、王晴、张敏、田磊、梁东 滕州尚贤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八章 西北地区 孙启虎、许娟、孙士会、李玉新、王悦 枣庄市二十八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七下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 刘晓翠、刘新民、朱维伟、倪艳、盖延航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 张帅、杨倩、邵芳芳、陈焕焕、刘保军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 赵序超、时荣庆、季思宇、王玲玲、张露 滕州尚贤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王静、刘亚琦、冯宜轩、张平、王迪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吕新美、童建峰、张令文、宋小丹、李磊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九章 青藏地区 王丹、李晓萌、王新贺、闵静、刘福意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八章 西北地区 李亚男、时均春、宗西菊、韩蕾蕾、李兴远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西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六章 北方地区 俞建华、史金镕、杨淑君、刘存强、段修芹 滕州市大坞镇大坞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七下 第六章 亚洲 张雪梅、王铮、赵艳、晁永玲、徐庆保 峄城区底阁镇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二章 地图 魏传艳、刘杰、刘艳艳 滕州市东郭镇东郭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七下 第六章 亚洲 张磊、贾成章、关越、宋小雅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六章 北方地区 张华、张惠珍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九章 青藏地区 冯政、徐建 峄城区古邵镇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七下 第六章 亚洲 陈松芳、王景恩、王广云、张守德 枣庄市第二十三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 李玲、徐敏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 王晴晴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北校 二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三章 海洋与陆地 韩复、陈文伟、张延港、陈杨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七下 第九章 全球化与不平衡发展 刘钦芳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南校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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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地理 七下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 任衍鑫、曹捷 市中区江山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隋春燕、王莹、孙开莉、杨睿、王岩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高萌、闵平、裴中国、孙开祥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九章 青藏地区 李庆合、于长伟、王滕 台儿庄教学研究中心 三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五章 中国四大地理区域划分 李秀萍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北庄校区 三等
初中 地理 八下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王兴侠、王平、王裕宁、刘娟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三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三章 海洋与陆地 殷永、田硕、王聪慧、王慧琴、侯传久 枣庄市第二十九中学 三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一章 地球 邵艳、周文泰、赵辉、章华、孙发杰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第二中学 三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 谢敏、鲁先荣、孙贝贝、商铃敏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地理 七上 第三章 海洋与陆地 商显青、甘宜军、韩有锋 滕州市滨湖镇望重中学 三等
初中 地理 七下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 郜相臣、何梅、崔加爱、张秀云 滕州市龙阳镇龙阳中学 三等
初中 地理 七下 第九章 全球化与不平衡发展 刘春梅、张钊、孙华星、廖俊梅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三等
初中 地理 八上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梁国庆、张琳、王希、刘淑玉、徐彤彤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九章 压强 李艳、杨阳、高再宝、刘文豪、谢洁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三章 内能 孙守华、杨敏、马士娥、徐凤起、贾生章 枣庄市第十七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二章 声现象 刘涛、何永、郭琳 枣庄市第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 李树军、张厚岭、单杰、张潇月、韦学会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六章 电压 电阻 黄继奎、李琦、杨婷、张中洲、任鹏宇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八章 运动和力 张传华、孙彦涛、邵常荣、赵瑞雯、张建涛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西集校区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七章 力 张传亮、丛娟、李剑、李桢、陈超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十章 浮力 袁文锋、何宏伟、康艺砾、黄华雪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八章 电功率 秦爱梅、李克峰、赵刚、钟伟、要长春 市中区齐村镇渴口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八章 运动和力 孟凡军、郭传富、李亚茹、刘君 峄城区底阁镇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六章 电压电阻 尚桂玲、宁宇、尚丽艳、薛婧璇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六章 质量和密度 范光琳、王杰、范红红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十一章 功和机械能 谷文静、周正花、崔亚楠、吕秋颖、许萍萍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十章 浮力 吴魏、刘军、马辉、时均成、王敏杰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四章 光现象 杨磊、闵琦、刘恒君、任耀光、孙丙东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七章 力 张增娟、任磊、张真、范国栋 峄城区榴园镇棠阴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 徐永祥、丁红艳、朱林、郝辰辰、宗慧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二章 声现象 倪敬立、黄涛、张娜、王明银、李文琴 枣庄市第六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五章 电流与电路 刘位陵、绳长建、葛志胜、陶传清、赵涛 薛城区舜耕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九章 压强 张宝森、张庆国、王旭、王峰、赵波 薛城区张范中学 一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十章 浮力 刘吉良、刘翠云、李静、孙庆庆 薛城区奚仲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四章 光现象 于爱侠、霍达、赵硕、王婷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七章 欧姆定律 陈星 市中区江山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四章 光现象 李慧、李体智、秦显平、王成伟、赵启永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城头分校 二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五章 透镜及其应用 李豹、耿秀明、孟红梅、郭勇、张心茹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三章 物态变化 张继珍、郭成军、王军英、王其振、常统英 山亭区翼云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七章 力 刘冬冬、苏彤彤、卞红兰、蒋兴邦、郭跃华 台儿庄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三章 物态变化 李兵玉、魏昌斌、邢智慧、李丹凤 市中区勤为学校 二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八章 电功率 马洪儒、周斌、王志平、谭太峰、黄艳青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三章 物态变化 陈红、王志莲、韩典华、冯宪美 滕州市墨子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十二章 简单机械 吕伟、吴亚美、吴一鸥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七章 欧姆定律 张俊杰、石建河、宋丙成、沈建平、孟祥青 滕州市木石镇木石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 彭磊、代丽丽、潘亚芬、武琳、神芳艳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五章 透镜及其应用 张瑞、胡伟峰、曹雨晴、赵慧、侯婷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九章 压强 康波、王部玲、孟文之、王惠、郭子浩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九章 生活用电 董宏来、韩孝臣 滕州市洪绪镇洪绪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四章 内能的利用 栗思增、贺成海、张永恩、东长友、宋建递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第二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四章 内能的利用 杨列华、李宏伟、曹政 滕州市至善学校 二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二十章 电与磁 孙涛、雷庆伟、孙守伟、黄文乾 峄城区古邵镇中学 二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六章 电压电阻 姚晶晶、张音音、杨春花、崔振防、孔文杰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西中学 三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三章 内能 陈尚莉、盛宝立、李继坡、孙作来、龙彬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三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十三章 内能 韩业坤、孔翔、华伟、郭云、王灿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 刘婧、谢亮 峄城区青檀中学 三等
初中 物理 八下 第十一章 功和机械能 王杰、范光琳、胡培状、刘毅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二十一章 信息的传递 林芹、宫修生、张加民、蒋苹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三等
初中 物理 九 第二十一章 信息的传递 张建刚、郝净、姜西成、夏令高 滕州市东郭镇党山中学 三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一章 机械运动 吴玉刚、尹吉伟、赵渭清、丁兆宾、王芸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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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物理 八下 第十二章 简单机械 孙华、仇会永 滕州市育才中学 三等
初中 物理 八上 第一章 机械运动 彭叶亮 枣庄市第十二中学 三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张蕊、尹婧、朱桂龙 薛城区张范中学 一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王吉元、田娜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赵文欣、刁广苹、王席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巴淑侠、郑雨婷、马宗海、吕浩、徐丽 峄城区青檀中学 一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三单元 溶液 李莎、邱阿娣、巩德莹 山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化学 九下 第九单元 金属 赵伟、孙成河、刘彦华、徐冉、张慧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一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陈丽、陈瑞、刘志亮、冯永 市中区永安镇中学 一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任艳梅、倪道荣、史中华、高娟、牛昭瑾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一等
初中 化学 九下 第九单元 金属 王继柏、田林、李传朵、郑均侠、孙启超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一等
初中 化学 九下 第十一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张成东、杜益华、孙忠强、宋厚强、付瑞强 市中区周村中学 一等
初中 化学 九下 第十单元 化学与健康 任广敏、李莎、刘福成、张宗荣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孙健、孙鹏、黄先文、张斌、魏尧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二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孙延波、薛勇、李高飞、甘宜锦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三单元 溶液 姜文欣、李振、袁美浩、冯慧平、燕会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周超、董延兵、高婷婷、孙玉霞、张君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二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李居婷、朱文松、贾广梅、梁秀娟 枣庄市第十三中学 二等
初中 化学 九下 第八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胡增国、张思宇、宁方超、相良玉、许鸿飞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三单元 溶液 张见、张建、颜春 滕州市洪绪镇洪绪中学 二等
初中 化学 九下 第八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黄勇、钟以良、王婷、王亮、谭龙真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二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张涛 滕州市鲍沟镇鲍沟中学 三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七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杨丽、李琳、王奉霞、王蓓蓓、王云雪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李波、王彦秋、黄硕、崔凯、徐文斋 枣庄市第十七中学 三等
初中 化学 九下 第十一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高严、张莉、杨明、付春霞、王思宇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三等
初中 化学 九上 第七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刘兴强、董晓曼、褚华、李长松、吴梅 枣庄市第二十九中学 三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二章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马洪、朱祥萌、王晓晨、赵恒强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上 第一章 认识生命现象 李霞、赵莉、殷月梅、杨洁 薛城区奚仲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五单元 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和进化 王静、王乐倩、胡倩倩、张伟、任美荣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五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李莉、胡文清、李丽敏、刘奥运、高奥婷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四章 人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 孔凡营、赵文余 枣庄市第四十中分校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三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张成美、刘倩倩、刘爱华、孙征华、王婷婷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一章 人的生活需要营养 李永华、郭亚楠、王侠、龙玲、颜景新 滕州市墨子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肖士秀、张婷、冯敏、周伟、吕鹏程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六单元 第一章 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沈照连、肖璇、王文文、吕晓婷 枣庄市市中区建设路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上 第二章 观察生物结构 高焕娟、张红、赵福梅、张浩月、张裕环 枣庄市薛城区舜耕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七章 人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刘亚楠、张昂、王坤、薛莉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南校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六章 免疫与健康 龙宗娟、金辉、陈永伟 枣庄市第二十六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六单元 第二章 生态系统 王艳、李萍、孙艳艳、宿冠男、王颜颜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七单元 第一章 生活中的生物技术 卜慧敏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四单元 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耿云、杨慧、刘娜、荆洪花、陈超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六单元 第三章 生物多样性及保护 厉燕、李振华、陈国强、赵坤、周青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上 第二单元 第三章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马田芳、蒋鹏、孙慧、孙秀琴、袁志 峄城区阴平镇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一章 人的生活需要营养 杨利利、张贞彩、陈宇、孙尚忠、殷波涛 枣庄市第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四单元 第二章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张雁南、杨会、朱姝婷、梁化育、孙静静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六单元 第二章 生态系统 叶环 滕州市柴胡店镇柴胡店中学 一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六章 免疫与健康 赵功平、高德兰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二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三章 人类的生殖和发育 满文静、公丽、马清华、闫秀萍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东校 二等
初中 生物 七上 第二单元 第四章 生物的分类 褚夫晔、朱冬梅、张继永、于舰、王耀雪 峄城区荀子学校 二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二章 人的生活需要空气 孙秀华、刘静、张学华 薛城区奚仲中学 二等
初中 生物 七上 第二单元 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谷玉涛、陆楠、耿德凤、杜瑞雪 台儿庄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七单元 第一章 生活中的生物技术 赵作海、杜文佳、陈倩倩 峄城区峨山镇中学 二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四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陈力萌、孟丽、陈晴晴、张海科、郭东玉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西校 二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二章 人的生活需要空气 耿庆凯、高成国 滕州市至善学校 二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七单元 第二章 现代生物技术 刘延玲、裴增娟、王爽、黄宝侠 峄城区棠阴中学 二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四章 人体内代谢终产物的排出 张厚玲、石信、蒋继梅、王秀英、邵明艳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 二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六单元 第一章 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胡修哲、张斌、张文青 滕州市大坞镇大坞中学 二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七章 人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徐春苗、刘艳华、王宝梅、杨中三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二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六单元 第二章 生态系统 岳元、张梅、王琳、王芳、安如月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七单元 第二章 现代生物技术 张艳华、孙守华、吴昊、黄慧、徐成良 台儿庄区马兰二中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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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生物 七上 第二单元 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王刚、贾寒琨、秦旋、王淑曼、司抗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王晨、谢亚、陈甜甜、杨欣欣 滕州市至善学校 二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二章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杨静、孙淑文、王春成、孙中玲、褚宏久 枣庄市薛城区凤鸣中学 二等
初中 生物 七上 第二单元 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 阚冬梅、郭乐乐、王明建、孙红芝、吕俊超 台儿庄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生物 七上 第二单元 第二章 孙杰、李媛媛、王自慧、刘志明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五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冯浩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六合学校 三等
初中 生物 七上 第二单元 第三章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杜肇方、张文星、孙青、吴迎运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七单元 第二章 现代生物技术 孔颖、黄艳 滕州尚贤中学 三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四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马广峰、詹长春 滕州市张汪镇蒋庄中学 三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三章 人类的生殖和发育 宋芬芳、盛春华、陈洪颜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生物 七下 第三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吴艳鹏、赵永水、刘强、闫秀萍、王军楠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东校 三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七单元 第一章 生活中的生物技术 刘强、李龙兴、刘希 枣庄市第二十三中学 三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六单元 第三章 生物多样性及保护 钟飞、满文莉、柴正云 滕州市官桥镇官桥中学 三等
初中 生物 八上 第四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张中秋、张元、张传英、张盈军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生物 八下 第五单元 第二章 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李晓辉 滕州市南沙河镇南沙河中学 三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下 第二单元 物联网 王绪凯、尹玉刚、梁梅 滕州市南沙河镇南沙河中学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七上 第二单元 网络基础知识 吕明、郭健、赵俊宇、张媛媛、蒋霜霜 滕州市教育事业研究发展中心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下 第一单元 开源硬件——智能机器人 陈茂伟、冯晓梅、梁坤、张培培、张传梅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九下 第二单元 走进“互联网+”时代 左艳、韩业亮、郭厚法、廖峰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上 第一单元 算法思想初探 王吉利、杨学磊、丁怡文 枣庄市薛城区奚仲中学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上 第三单元 手机App基础应用开发 李永胜、侯钦强、高玉忠、闫家防、李广梅 滕州市张汪镇张汪中学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九下 第三单元 人工智能基础 翟优践、鲁明明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南校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九上 第一单元 平面设计基础——Photoshop初探 周蕾蕾、张真、陈晓阳、刘艳平 枣庄市第十五中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上 第一单元 算法思想初探 刘月文、陈晓娣、李文敏 枣庄市第十五中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上 第二单元 Python程序设计 胡永莉、朱晓红、宋玉敏、褚亚平、姜坤 薛城区舜耕中学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七上 第三单元 信息技术与生活 刘涛、刘德青、周福东、谢运娥 滕州市滨湖镇滨湖中学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七下 第三单元 数据与计算 赵若莹、耿强、方庆兵、高欣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上 第三单元 手机App基础应用开发 单华、张锋 枣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一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七上 第一单元 信息与信息技术 申涛、刘哲 滕州市洪绪镇洪绪中学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九上 第二单元 遨游神秘的动画世界—Flash 动画制作基础 侯瑞祥、韩奇、张芝菊、赵蕊、王林森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九上 第三单元 畅游3D世界 李远、张文国、王军楠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下 第三单元 创客训练营——Scraino与硬件 张秋玉、秦福东、张树威、郗梦楠、李翠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九下 第一单Java Web开发网站技术 张宝、鲍青英、毛秀庆、卜圳、孙勇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七下 第二单元 多媒体制作 杨炎、张轲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七下 第二单元 多媒体制作 赵大鹏 滕州市羊庄镇羊庄中学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九上 第一单元 平面设计基础——Photoshop初探 宋蕊蕊 台儿庄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上 第二单元 Python程序设计 张敏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下 第二单元 物联网 孙宝京、陈鸣、郭芳、田明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七下 第三单元 数据与计算 张梅、孙芙蓉、昝玉华、赵宁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七下 第一单元 多媒体素材获取 杨海峰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九下 第三单元 人工智能基础 李洁、王召见 峄城区荀子学校 二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九下 第二单元 走进“互联网+”时代 周哲 市中区渴口中学 三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上 第一单元 算法思想初探 王娜、张成伟 滕州市大坞镇峄庄中学 三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七上 第三单元 信息技术与生活 朱晓红、梁丽、闫飞 薛城区舜耕中学 三等
初中 信息科技 八下 第一单元 开源硬件——智能机器人 李彦秋、马青、李琳、刘永正、胡斯博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六合学校 三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九上 第三单元 畅游3D世界 张桂永、葛瑞朋、高宪厚 滕州市鲍沟镇鲍沟中学 三等
初中 信息科技 七下 第三单元 数据与计算 王婷婷、宁馨、杨明、刘艳君 峄城区底阁镇中学 三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类运动 刘强、徐欣、陈海生、李振兴、杨文明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六合学校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类运动 郭娜、孙丽娟、王慎平、段修高、高冲 滕州市大坞镇大坞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宋智慧、刘全朋、刘倩、郑琪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十章 体育道德 杨尚峰、王义德、罗振岐、吴有强 枣庄市第二十六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三章 球类运动项目的教学 丁可、谢明明、李艳国杨其伍、王明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八章 民族传统 赵丽娟、田始强、华明秋 枣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九章 健康知识 周青、朱亚楠、付守利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六章 冰雪类运动 褚福玲、黄征 滕州市蒋庄矿区学校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五章 游泳类运动 吴冠群、宋文峰、蔡玮、谢军、于星光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三章 球类运动 李桂志、张中峰、张振永、邢娜、杨丽 峄城区榴园镇棠阴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九章 健康知识 张永生、刘艳、何华 滕州市柴胡店镇柴胡店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三章 球类运动 荆锐、陈雨、何魁、李源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五章 游泳类运动 马丽、徐哲哲、于淦、任红英 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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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五章 游泳类运动 渠冬梅、侯钦强、孙开军、陈修强 滕州市张汪镇蒋庄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六章 冰雪类运动 马士义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六章 冰雪类运动 姜伟、王昭昂、张一弛、李猛、生家庆 滕州市南沙河镇南沙河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二章 跑、跳、投掷 褚召强、王广龙、张腾、张强、李聚虎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类运动 马西伟、李艳蕊、王妍妍、邵伟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一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八章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韩建丽、张静、钟家全、梁德智 滕州尚贤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六章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赵瑞山 枣庄市第七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三章 球类运动 刘统亚、于崇科 滕州市东郭镇东郭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五章 游泳类运动 渠英杰、李传鑫 市中区实验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科学锻炼基本知识 贺可 台儿庄古城学校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五章  游泳类运动 田质纯 滕州市滨湖镇滨湖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九章 健康知识 李晓彤、孙启文 薛城区张范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类运动 王政、朱震、张鑫鑫 薛城区奚仲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五章 游泳类运动 张垒 枣庄市第十一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四章 体操类运动 赵延生、邱翠、侯成新、王德田、刘顺 滕州市东郭镇党山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一章  运动参与 刘新磊、姬丽、吴在芝 枣庄市市中区渴口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魏刚、陈骁、吴永宏、蒋颖、任彬彬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八章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姚锋、阎兵、李恒、刘庆宇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尤良、王光栋、王涛、单琪博 市中区勤为学校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一章 运动参与 葛志刚、葛祥森 山亭区翼云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六章 冰雪运动 刘翠、罗嗣刚、张茂龙、王悦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十章 奥运会 郝华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二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四章 体操类运动 杜昊、时均恒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三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一章 运动参与 陈斌、王祥芬、郭允杰、李茂峰 枣庄市第五中学 三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九年级全 第四章 体操类运动 宗明波、邓庆久、吴海军、焦伟、马飞 滕州市至善学校 三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类运动 王传立 滕州市滨湖镇望重中学 三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八章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赵磊、孟凡香、徐建娜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三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七年级全 第三章 球类运动 任彬彬、冯保潮、陈骁、马士洋、蒋颖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三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八章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张波、宋远超、王其河、李琪、杨家刚 滕州市姜屯镇姜屯中学 三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五章 游泳、冰雪运动项目 陆涛 山亭区第四十中学 三等
初中 体育与健康 八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类运动 赵磊、孟凡香、徐建娜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三等
初中 音乐 八上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 李婷、李慧、田甜、孙丽 枣庄市第九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三单元 金色的秋天 徐莹、蔡艳、牛晓丹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音乐 九上 第一单元 光辉历程 程丽明、李甜甜 薛城区凤鸣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二单元 祖国颂歌 王闵、吕亚伟、张莹莹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音乐 八上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 史翠红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北校 一等
初中 音乐 七下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 孟庆淑、徐震震、于水清、高亚君、周忠 滕州市北辛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三单元金色的秋天 王艳云、赵彦彰、褚甜甜、沈心苑、李建 峄城区第二十八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九上 第二单元 音乐故事 褚艳华、王立静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音乐 九下 第二单元 梨园风采 李明玉、杨田玲、张莞、张桂芳、武晓婷 峄城区底阁镇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八下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 李迎、孙浩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东校 一等
初中 音乐 八下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 韩善文、李文慧、刘璐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九下 第三单元 曲苑天地 邵士花、杨秀美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西校 一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一单元 中学时代 冯伟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北庄校区 一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一单元 中学时代 胡莺歌、邢妍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西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 曾昭源、刘庆红 滕州市墨子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九上 第三单元 曲苑天地 刘梅 滕州市张汪镇蒋庄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八下 第二单元 梨园风采 王冬琴、王琪琪、刘宁、马文娟 滕州市尚贤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八下 第六单元 夏日情怀 黄奎 滕州市羊庄镇杨庄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九上 第五单元 舞剧音乐 李娜、邢艳慧、杨秋香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音乐 八上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 杨慧、卜艳芝、张永祥、夏明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九下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 李宏伟、李梦华、贺诗颖、张琬宸、徐馥荔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 马银杏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八下 第六单元 夏日情怀 李虹晓、贺林 薛城区北临城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七下 第一单元 春之声 李梦娇、刘体会、龚义中 台儿庄区邳庄镇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八下 第一单元 华夏音韵 闵娟、杨坤、陈力、宋婧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二单元 祖国颂歌 马媛媛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西集校区 二等
初中 音乐 九上 第一单元 光辉的历程 赵芬芬、庄苗苗 滕州市界河镇界河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九上 第六单元 中国流行风 袁芳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辛中学通盛路校区 二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 范琳、孙中猛、孙永、孙娟 峄城区古邵镇曹庄中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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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音乐 七上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 池雯、韩园园 枣庄市第四十二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八上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 李秀莲、许瑞雪、李娟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音乐 九上 第二单元 音乐故事 孙方方 滕州市羊庄镇羊庄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八下 第五单元 音乐故事 彭景珊、渠继艳、李娜 滕州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七下 第六单元 音乐之声 王烨、刘晔、信馨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三单元 金色的秋天 邢利军、吕海燕 滕州市东郭镇党山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七下 第三单元 八音之乐 单琳琳、华红花 枣庄市第四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九下 第一单元 百卉含英 潘迎春、姚洪艳、孙光媛、靳旭阳 峄城区峨山镇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八下 第五单元 音乐故事 褚秀娟、马丹阳 薛城区凤鸣中学 二等
初中 音乐 九下 第四单元 欧美流行风 袁夏青、孙华英 枣庄市市中区勤为学校 三等
初中 音乐 八下 第二单元 梨园风采 周旭影、王萌萌、曹招阳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六单元 管弦合鸣 王璐、马静亚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六单元 管弦合鸣 宋艳华、王洁宇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南校 三等
初中 音乐 八下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 李长艳、邵淑萍、孙慧 滕州市滨湖中学 三等
初中 音乐 八上 第六单元 冬之旅 张静、张蕊 枣庄东方学校 三等
初中 音乐 七下 第二单元 飞翔的翅膀 刘晴文、赵娜、金柯彤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音乐 七上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 张亚波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
初中 音乐 九下 第四单元 西乐撷英 张建民、李嗣娜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西校 三等
初中 美术 八下 第五课 园林-探幽 孔凡爱、胡帅、李岩、何力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美术 九下 与生活相伴的艺术--建筑 苗卉、焦志文、张媛媛、赵琳、张俊涛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 一等
初中 美术 七上 第一单元 欣赏评述 徐姗姗、韩颖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一等
初中 美术 八下 设计空间 刑士红、赵艳艳、范宝文、邢士芹、刘萍 滕州市东郭镇东郭中学 一等
初中 美术 八上 传统民间工艺的继承与发展 王芳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一等
初中 美术 八上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田蕾、李鹏、褚夫美、梁芹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美术 八下 欣赏评述 刘丽、张延华、种连娜、季修林 枣庄市第十二中学 一等
初中 美术 七下 设计应用 甘琳琳、张夏清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六合学校 一等
初中 美术 八上 造型表现 江春伟 市中区孟庄镇中学 一等
初中 美术 八上 造型天地 刘建华、徐义峰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一等
初中 美术 七下 情感的凝练 刘林、闵川 滕州市荆河街道滕西中学 一等
初中 美术 八上 中国山水画和外国风景画对比欣赏 王涛、袁媛、崔灿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美术 八上 设计应用 朱楠、宋甜 枣庄市台儿庄古城学校 一等
初中 美术 七下 经典魅力 王建、马涛、李刚 滕州市西岗镇西岗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七下 设计空间 姜芳芳、孙芳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初中 美术 八下 中国画的笔情墨意 徐洪元、张全才、马茹 滕州市南沙河镇南沙河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七下 传神写照——像艺术家一样思考 孙翠翠、于文静、郭冰 滕州市墨子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九下 不同视角下的复制艺术 李娜 滕州市蒋庄矿区学校 二等
初中 美术 九上 敦煌 千年 汤会、王开君、殷芹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七下 造型天地 石磊、张培岩、袁艺馨 薛城区凤鸣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七上 造型表现 陈贺、郝修业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八下 设计应用 向凡、胡春光、孙倩 枣庄市第五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八上 盛世 汴梁 宗梅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九上 设计应用 卲泽耀 峄城区曹庄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九下 中国建筑艺术 徐冉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八下 第五课 园林——探幽 张娟 滕州市鲍沟镇鲍沟中学 二等
初中 美术 九下 故乡——铁道游击队 李娜、黄侠、乔迁 薛城区兴城盈园中学 三等
初中 美术 九上 设计应用 王新、宋晓琴 市中区第四十一中学 三等
初中 美术 八上 经典魅力 孙亚军、郝维维、刘欣、王晓燕、李娟 市中区实验中学 三等
初中 美术 七上 欣赏 评述 宋洋 枣庄市第十三中学 三等
初中 美术 九下 故乡 情深 邱伟、郑召喜 滕州市界河镇界河中学 三等
初中 美术 九上 生活中的艺术美 雷雪、陈晓梅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七上 第二单元 孙甜甜、冯均芳 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七下 第三单元 李军、张宝、孟祥伟、杨晓婷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学 一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九下 第二单元 冯永辉、胡雪萍、朱琳、杜中强、李远坤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六合学校 一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九下 第一单元 袁媛、张琬宸、王涛、崔灿、张欣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一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八上 第二单元 吴金玲、李林林、鲁大涛、李博、吴珂珂 滕州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中心 一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七下 第一单元 刘艳丽、迟晓丽、单山、王静 市中区实验中学 一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八下 第二单元 李剑、满文静、马涵、蒋苹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一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九上 第一单元 褚宏勇、丁怡文、董业娜、郑修谦、孙启赞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七下 第二单元 李井娟、左艳、姚亮、刘兴敏、杨会玲 峄城区阴平镇学区 二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七上 第一单元 马明、厉燕、褚浩、林丽茹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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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九上 第二单元 耿强、方庆兵、高欣、赵若莹、高鹏 滕州市至善学校 二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九上 第二单元 黄兆广、刘燕、姚开博 滕州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中心 二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八上 第一单元 徐夫阳、李洁、陈金 峄城区荀子学校 二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八下 第二单元 张亚波、陈晓娣、张庆云、孙青、王艳梅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七上 第二单元 解秀芬、徐艳、孙勇 峄城区荀子学校 二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八下 第一单元 周蕾蕾、沈照莲、杨扬、王芳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七下 第二单元 郭彩侠、黄艳侠、蔡先宾、史翠红、郭力滔 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二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七上 第一单元 黄博、张希廉、贺淼 峄城区荀子学校 三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九下 第一单元 郑修谦、孙启赞、杨海霞、张伟 枣庄市第四中学 三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九下 第一单元 盖延航、李士恩、刘毅、倪艳、满月维 滕州龙泉实验学校 三等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九下 第二单元 金柯彤、昝玉华、孙芳 枣庄市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下 第二单元 公共生活靠大家 曹静、杨华、王艳梅、张莹、孙一民 滕州市荆河街道荆西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下 第三单元 美好生活哪里来 孔娜娜、胡敏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下 第四单元 我们在一起 崔传萍、王珊珊、刘淑平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上 第二单元 为父母分担 黄敏、刘敏、刘瑞宸、闻怀军、秦存洋 滕州市大坞镇东阳温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下 第三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华夏 邵丹梅、彭宗艳、张延洁、戚秀侠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上 第一单元 快乐学习 郭焱、李永玲、韩英、宋晗、赵作梅 山亭区北庄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上 第四单元 校园生活真快乐 庄克勤、孙华、秦梅、朱明兰、王哲 山亭区冯卯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下 第二单元 做聪明的消费者 孙启超、孙梅、丁芳、褚衍菊、褚福东 薛城区陶庄镇小武穴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上 第三单元 安全护我成长 宋申娟、秦雪、韩业文、孙磊、贾慧颖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下 第四单元 让世界更美好 刘春艳、陈菲、户杰、夏明辉、张薇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新校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上 第三单元 家中的安全与健康 张国华、陈文、闫海英、陈艳 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上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家机构 满婷婷、刘东冉、佘彬彬、卢婷、孙筱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下 第四单元 我会努力的 李洁、董力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上 第三单元 我们在公共场所 姜梅、姜新美、李慧敏、张震 山亭区西集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下 第一单元 我和我的同伴 王春晖、孙明强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上 第二单元 为父母分担 褚洪娇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上 第二单元 我们的班级 卢法贝、崔长云、王夫贤、姚艳 峄城区阴平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上 第二单元 我们是班级的主人 黄礼亚、崔健、陈娟、张莉、李广 台儿庄区泥沟镇兰城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下 第三单元 多样文明多彩生活 王菲、王行、姚红蕾 滕州市西岗镇清泉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下 第一单元 让我试试看 郭丽、李荣香、丁俐丽 薛城区常庄街道西小庄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下 第一单元 同伴与交往 王克文、刘玲玲、王文栋、茹秀真、颜亮 滕州市南沙河镇西古石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上 第三单元 安全护我成长 高传莉、宋士梅、刘娟、张鑫、张键 滕州市龙阳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上 第一单元 我们的节假日 孙超群、王会、张言岩、梁会凤、刑聪 峄城区荀子学校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上 第一单元 面对成长中的新问题 李为为、龙文芳、韩冰、张蒙娜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上 第四单元 法律保护我们健康成长 孙文莉、武灿、刘亚、徐发运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下 第二单元 我和大自然 李明强、王超 峄城区峨山镇流井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下 第二单元 我在这里长大 庄伟、马立、李霞、王秀霞、孙中京 薛城区临城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下 第四单元 我们在一起 王倩、贾雯、闫华、李贺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下 第四单元 多样的交通和通信 李玲玲、孟凡盖、陈兆翠、程锦、黄孝利 滕州市龙泉街道龙泉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上 第四单元 我们生活的地方 吴剑、巩学英、赵绪芳、王平、班田恬 山亭区第四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上 第二单元 我们是公民 杨位英、韩孝英、杜梅、黄长清、李正 滕州市级索镇姚庄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下 第二单元 我们好好玩 张广荣、裴宝清、吕传英、王敏、田琪 滕州市张汪镇皇殿岗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下 第二单元 我在这里长大 朱霞、刘振中、冯文娟、侯钦霞、宋丙喜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东沙河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下 第四单元 感受家乡文化 关心家乡发展 卜翠萍、秦真艳、王晶、孙清艳、何珍 滕州市龙泉街道荆河桥小学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上 第四单元 教人祖先 灿烂文化 孙榕、马院、孙文亚、孟娜、冯珊珊 峄城区榴园学区 一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下 第三单元 我爱我家 赵月霞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下 第一单元 我和我的同伴 韦树鑫、曹元未、刘德恒 薛城区常庄街道西南联校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上 第四单元法律保护我们健康成长 王崇美、徐铖、董君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上 第三单元 我们在公共场所 王云利、黄礼红、王才华、冯蕊、杜维娜 市中区光明路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上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家机构 赵莎莎、李思栋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上 第二单元 为父母分担 孙士会、张婷婷 峄城区青檀中学小学部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上 第二单元 校园生活真快乐 武锋、孙晋玲、褚秀霞、丁静、褚亚楠 薛城区沙沟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下 第一单元 同伴与交往 杨波、赵柳莺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上 第二单元 我们是班级的主人 郭杨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下 第一单元 我的好习惯 曹艳丽、鲍业芳、刘敏 峄城区底阁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上 第一单元 我是小学生啦 田洁、颜秀峰、孙丽、杨涓涓、殷洪涛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上 第一单元 面对成长中的新问题 杜晓薇、王秋晨、金凤、王冲冲、常程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下 第三单元 我们的公共生活 聂井刚、丁艳、丁海莲、骆青海、刘玲 滕州市东郭镇希望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下 第一单元 我的好习惯 张爱丽、夏令红、黄侠、赵紫磊、付玉芳 滕州市界河镇中心小学 二等

— 21 —

全
市
中
小
学
优
秀
单
元
学
历
案
设
计
评
选
结
果
公
示



学段 学科 册次 学历案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等次

全市中小学优秀单元学历案设计评选结果公示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下 第二单元 公共生活靠大家 王腾腾、孙晋彩、张玉艳 薛城区邹坞镇北安阳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下 第二单元 做聪明的消费者 杜孝旭、李景舜、陈庆宏、随加伟、闵凡海 滕州市兖矿鲁南化工厂区学校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上 第三单元 信息万花筒 张丽、韩同美、闫绍芳、赵绍雷、张贵美 山亭区城头镇德洪庄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下 第一单元 让我试试看 卢治英、段修妍、李丹、赵静、李金花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上 第二单元 我们的学校 颜翠平、李健、张梅、邵明华 市中区永安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下 第一单元 完善自我健康成长 宋正梅、费玉刚、李燕、高军、孙庆明 滕州市鲍沟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下 第四单元 我会努力的 葛金金、万金铭、郭七晶、郭娜、苗义红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上 第三单元 安全护我成长 刘静、李保芹、高甜 峄城区底阁镇甘沟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下 第三单元 我们的公共生活 贺敬珍、杨翎羽、孙蓉蓉、张敏、褚鹏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下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 王思敏、徐玉长、王文海、赵蕾、田娅 滕州市东郭镇田庄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上 第一单元 我们的守护者 王玮、张妤、黄梅、王培培、王晓芬 滕州市龙泉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上 第四单元 让生活多一些绿色 孙晋秀、邢紫薇、焦萍、宋笑伟、陈雪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上 第四单元 天气虽冷有温暖 宋鸿雁、朱晓玮、尹力、刘雪妮、秦英霞 滕州市荆河街道西关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下 第三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 刘娟、张莹、陈杰、杨晨、黄会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红荷路校区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上 第四单元 我们生活的地方 高纳、徐文卿、高艳、王凤娇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上 第四单元 我们生活的地方 张广玲、刘近成、柏峰、赵峰、朱洪彦 滕州市羊庄镇庄里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上 第四单元 让生活多一些绿色 程明清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西校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上 第四单元 家是最温暖暖的地方 任昭丽、朱艳、王力卿、刘静、王运普 峄城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下 第二单元 爱护地球 共同责任 王静、程春利、张雯、王莉莉、王贺 滕州市北辛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上 第一单元 与班级共成长 刘妍、代西娟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上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家园 任秀琴、刘颖、黄燕玲、邵珊珊、李雪莉 峄城区翰林小学 二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上 第三单元 信息万花筒 郑倩倩、王鑫、刘建立、张芳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上 第一单元 面对成长中的新问题 时迎红、徐永、徐璐璐、冯蕴、李兴博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东沙河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上 第二单元 我们是公民 王锦秀、孙精华、徐燕、张宜聪、秦嘉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上 第一单元 我是小学生啦 杨琦、程小娇、李玲、齐春华、杜再然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沙河子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下 第一单元 我们一家人 孔华、张永、李立龙、闵凡荣、吕宜杰 滕州市鲍沟镇甄洼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下 第二单元 我们好好玩 王平、王萌、孙化杰、李淼 薛城区临城街道南临城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下 第一单元 完善自我 健康成长 吕璐、张培、陈辰、孔祥艳、徐修海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上 第四单元 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张琳琳、宋文静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西关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上 第一单元 与班级共成长 张晓雨、郑仰法、陈金萍、李延春、孙萌萌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下 第三单元 绿色小卫士 高婷婷、陈莹、田甜、冯彬、王晴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三上 第二单元 我们的学校 李迎、王艳青、满孝兰、宋明霞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六下 第二单元 爱护地球 共同责任 王黎黎、郑莹、张晶、魏晓燕、索妮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四下 第三单元 美好生活哪里来 张娜、李静、赵婷婷、朱伟、刘艳萍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下 第二单元 我和大自然 王传苓、周芳圆、潘叙亭、孔伟、王用穗 滕州市西岗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下 第一单元 我们一家人 渠玲、朱忠升、王涛、段丽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二上 第二单元 我们的班级 张强、张灿、张荣华、胡新锋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一下 第三单元 我爱我家 秦娜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林桥校区 三等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五上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家园 刘忠付、李萍、倪祥英、张芹、沈鑫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三单元 侯化珍、王海霞、宋杏杏、马晨璐、朱宜静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三单元 张传珍褚庆敏吕妍妍刘娟张丽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四单元 孙文莉、武灿、刘亚、徐发运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七单元 孙敏、洪学虎、曹莉、王莉、孟奥 薛城区临山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八单元 韩业文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六单元 贾沛、章艳萍、孙博 峄城区翰林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四单元 宋桂菊、种发美、曹波、杨其峰、邵林 薛城区沙沟镇茶棚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三单元 陈艳、高霏、杜蓓、刘静静、李娟 市中区东湖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七单元 姚转移、张福珍、龙蕊、钱成君、韩少昕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三单元 赵慧慧、满秋梅、胡修珍、贾晓丽、孙健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五单元 赵淼、张玉、董青、陈成成、许兴芳 滕州市龙泉街道龙泉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七单元 巩雪梅、曹新英、黄淼、黄晓艳、杨婷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三单元 程瑞瑞、王苗苗、甘迁、王雪、庞红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三单元 董晓茹徐贵芝董亚宾刘侠肖倩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四单元 王开新、刘颖、李言章、吴婷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抗埠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二单元 殷敏、王静、邓文娟、王素芬、袁冬梅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三单元 刘崇丽、张微、张媛、范金霞、刘然然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二单元 张璇、王静、张春华、李荣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六单元 霍宏、徐文卿、高纳、靖丽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八单元 褚洪燕、李冉、杨慧、徐小曼、翁珊珊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五单元 张慧、郭丽、胡乐逢、仲洹瑶、李荣香 薛城区常庄街道西小庄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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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四单元 刘卫卫、王慧、王林、崔琼琼、赵路路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八单元 李倩、陈颖、褚宏勤、王娟、刘帆 市中区红旗小学西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八单元 宗克记、牛越、李辰、孔延、李聪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三单元 任佩、邵翠、孙莉莉、李琴琴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一单元 杜媛媛、袁星星、时猛、王维华 滕州市实验小学善南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八单元 倪志君、胡秋藤、王文文、胡莹莹、杨贵珍 滕州市荆河街道小学教研室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四单元 孙海英、秦真艳、孙清艳、董露萍、王晶 滕州市龙泉街道荆河桥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六单元 冯宜玲、郭金英、刘静、李冬梅、李玲 滕州市西岗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一单元 刘洪会、韩尚君、葛祥胜、王振海、刘洪云 山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六单元 王晓静、胡守华、陈峰、郭维维、陈肖茹 滕州市教育与体育局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二单元 王凤娇、孙菲菲、蒋秋兰、宗睿、孙克珮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七单元 钟青、白莉、纪广、郑冠宝、宫燕 滕州市柴胡店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五单元 沈莉、王明珠、王才华、冯蕊、马芬 市中区光明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六单元 徐静、孙中兴、张晓婷、王冉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八单元 侯宇阳、周忠琳、赵伟 峄城区苏堂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八单元 张蕊、吕作敏、徐萌、殷彤、杨翠  市中区君山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五单元 金灿、徐馨、刘翠微、胡勤稳、侯伟伟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三单元 张晓静、李娜、张波、俞党萍、苗杰 滕州市木石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七单元 徐珂珂、苗婷、徐婷、刘密、高艳伟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八单元 杨滢滢、陈艳、苗彤彤、张艳丽、侯成祥 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七单元 王晶、姜姗、陈敏、于连平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新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四单元 颜艳秋、张芳、褚夫艳、王延娟、边雨璇 滕州市鲍沟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二单元 王瑾、赵会会、张霞、庄克勤、闫宗超 山亭区冯卯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六单元 高清华、张素、张杰、孟凡伟、刘侠 滕州市张汪镇夏楼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三单元 郭宝龙、韩业菁、宋蓓蓓、王家琪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二单元 王燕、杜娟、王莉莉、高宪平、王新秀 薛城区黄河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八单元 刘园 崔增 刘红 王庆前 市中区税郭镇安城第一联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四单元 李萍、沈鑫、黄思思、孙洋洋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五单元 宋平平、邱文琦、王斐、魏珊珊、关爱英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四单元 费文莉、程爱媛、张娜 山亭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三单元 冯英会、刘楠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刘庄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一单元 耿德艳、郑显莉、李鹏、徐庆稥、杨建 山亭区桑村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二单元 苗艳、孙洋、刘子煜、王京、左玲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六单元 王璐、孙友坤、赵玲玲、朱耿秀、杜亚锦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六单元 张景宏、李传梅、孙晋芝、刘金芝、林云 峄城区峨山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三单元 吴勤华、刘惠、冯郁茹、胡晓萍、生雨田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八单元 王睿、孙中波、贾文娜、赵瑞、左星辰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一单元 王云、王美华、韦超、张影、王桂芳 滕州市龙泉街道龙泉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五单元 张洪雨、郭春华、沈夫霞、高娟、张霞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三单元 张晶、张会、李欣、李秀侠、刘玉乐 山亭区凫城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七单元 曹鹏、邢洪燕、李辉、郝佰云、倪祥英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七单元 吕爱莉、刘茜、张金蕊、武连格 市中区光明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四单元 李晓翠、任志伟、张晓艳、黄晓磊、孟利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东山阴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七单元 侯志苹、尹华、张静、闫敏、刘建波 滕州市东郭镇中心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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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二单元 孙淑莲、杨玉楠、姚明华、刘林、党其媛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三单元 王晨、于斌、刘芹 山亭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一单元 孙彦芹、张新、刘颖慧、杨莉、孔颖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二单元 陈莉、杨斐、徐艳艳、崔灿 山亭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二单元 赵春华、丁玲、袁小艳、张迎迎、邢雪云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二单元 王静、庄寿科、姜玉贞、李慧敏、姜春云 山亭区西集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七单元 王晓燕、付正茹、张菲、吴坤、李慧 市中区东湖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三单元 刘瑾、卢婷 山亭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四单元 郭磊、种婷婷、李晓、张廷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五单元 邵艳华、张艳、王旋、王华、高秀玲 薛城区黄河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一单元 孙雪、任雯、徐鑫、任慈、赵文华 市中区东湖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八单元 高超楠、尹秀芹、黄晓芳、尹晶晶、刘洪国 山亭区北庄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二单元 马莹莹、韩建芹、赵新、刘倩、陈菀菀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七单元 贾广艳、徐青青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五单元 赵凤艳、韩静静、王娟、华明华、颜景景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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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八单元 庞婷、王福增、梁雪、袁稳、侯莹莹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木庄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一单元 石晓晨、孟德茹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三单元 董莉、孙佩佩、张鑫、黄宝真 市中区鑫昌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三单元 陈夏、刘文婷、张冬梅、丁珊珊、孙利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六单元 尹建、王晓飞、孙晋秀、陈力、焦萍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一单元 刘会、田宏、王继敏、冯琴、张学英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东沙河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二单元 颜景栋、马伟、颜华、徐大行、张洪英 滕州市洪绪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八单元 宋艳、郭田田、马文静、倪晓飞、潘静 滕州市荆河街道工农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四单元 严瑞玲、田春玲、曹磊、秦潇、种媛媛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四单元 孙振娇、杨静、蒋文文、王伟伟、何玉会 市中区君山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六单元 孔凤菊、刘璇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华晨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一单元 张林、赵靖、薛改记、马静、张宇婷 薛城双语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二单元 徐开兰、闫芳、郭伟、孙峰 山亭区第四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七单元 谢祎、范瑞娟、于瑛瑛、曹洋、高旗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二单元 江静、徐敏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一单元 李源源、黄长青、张虹、马春晖、梁玉苗 滕州市荆河街道河阳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二单元 苗会、张雪梅、贾琳、徐建敏、吴晓璐 峄城区匡衡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八单元 孙国财、岳席亚、宋均平、李春雪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一单元 刘青、郑伟、冯智慧、孟祥云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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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艳秋、李红玉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三单元 马香允、王云、李红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八单元 马洪蒸、孙莉莉、龙会、吴敬艳、王冠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七单元 彭宗伟、夏尚沛、张波、孟祥镯、张华 滕州市柴胡店镇大官庄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七单元 刘芷含、甘婷婷 滕州市荆泉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四单元 姚纯雷、陈品颐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二单元 吴美菊、李敏、龙玉玲、杨清梅、宋远英 滕州市善南街道贾庄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八单元 郑岩 褚健 何营营侯倩倩 市中区红旗小学西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四单元 吴飞、冯国建、张雯雯、王淑铭、陈修妮 滕州市实验小学善南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五单元 孙筱、黄秋荻 山亭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七单元 孙景海、高冠丽、马丁杰、陈莉、李敏 薛城区陶庄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八单元 王立安、杨梅、刘华、卢志华、刁莉 滕州市望重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四单元 谢莉、李玉、李孟园、许永新、韩静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八单元 郭胜利、褚召琦、冯英荣、韩文强、韩苗苗 薛城区周营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一单元 任晓菲、秦守坤、梁传真、魏伟、朱守军 峄城区吴林街道曹庄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三单元 季静、孙羽、吴青霞、秦翠、魏恒利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关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一单元 袁路路、范艳伟、丁娟、王艳、刘录芝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五单元 张汝花、黄建玉、王文秀、黄超、孙晓晨 滕州市四实小善国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六单元 张显荣、孟倩倩、赵田径、李宗红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七单元 王然然、贾伟伟、郑琳、王芳 枣庄市市中区鑫昌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四单元 郑文静、王鹏、张青、李旭、崔凤娟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一单元 孙彦芝、杨文娟、彭宗臣、刘井花 滕州市西岗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六单元 孙萍、席振、韩晓奇、张艳慧、张香 峄城区古邵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七单元 马洪芹、韩翠平、张伟、张延苓华、宏姿 薛城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四单元 任泽举、任东方、王学光、洪艳、高华 滕州市羊庄镇洪村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一单元 龙文芳、李为为 枣庄市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五单元 龚义玲 枣庄市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六单元 马娟娟、杜丹丹、李婷、董颖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五单元 王黎黎、魏晓燕、索妮、郑莹、张晶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三单元 韩建文、孙景莉、王娟、白秀君、王凤娇 市中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七单元 王英丽、张会敏、于光芳、赵异慧、孙玲 峄城区峨山镇左庄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六单元 徐守环、李淑云、周梅、贾方春、王青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五单元 赵宪英、董晓燕、赵悦、徐艳、许敬云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坛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五单元 王永超、王慧 滕州市荆河街道荆西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一单元 张贻秀、李晴、高红、刘小玲 滕州市南沙河镇房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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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上 第六单元 张永红、白婷、杨文娟、焦阳、卜祥凤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六单元 陈家婷、郑克霞、马攻云、韩夫宝、赵启航 山亭区水泉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一单元 王艳、孙守民、吴敬华、殷宇擎、张璞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五单元 冯盼盼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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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语文 一上 第七单元 梅艳秋、提文苗、高荣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薛庄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五单元 张静、张小琛、陈清、刘宪丽、史珊珊 市中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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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 第六单元 关甜甜、吴爱红、张恋、张蒴菡、王飞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四单元 邵云婷、王倩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六单元 孙艳、孙秀侠、王深、杜岩岩、刘国立 薛城区张范辛庄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二单元 赵丽、岳洁、李凤梅、王玲 台儿庄区泥沟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一单元 李莉、王茹、任凌云 滕州市善南街道清华园小学 二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五单元 陈敏、孟雪梅、屈晨曦、石美丽、狄斌杰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三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八单元 胡文秀、冯雨晴、李玉、李英杰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上 第二单元 吴帆、黄艳、黄艳秋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六单元 蒋继凯、刘青媛、王式稳、张慧颖、张杨 滕州市荆河街道 三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五单元 闫琼、张永梅、司静、陈伟伟、徐晓环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四单元 贺翔、孙莉莉、董艳珍、郑翠、魏娟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三单元 孙琳、张雅、任妍妍、鲁逸飞、栾胜男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一单元 王颖颖、时迎霞、孙兰芳、王婷、徐刚 滕州市界河镇丁庄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五单元 颜丽、马天伟、高坤涛、刘识亭 市中区税郭镇王堂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八单元 高婷婷、陈莹、冯彬、王晴、田甜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八单元 龙翔、苏岚、贺茂伟、黄礼军、侯琳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三单元 刘雯心、胡敏、孙会清、李淑妮 峄城区匡衡中学小学部 三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七单元 孙艳、任琴、王新、赵青、崔耀文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七单元 邹丽丽、郭鹏、王峰、刘晓静、赵月芹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七单元 刘静、姬利利、陈颖、孙启雁、段宏伟 枣庄市峄城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二单元 杨荣莉、周辉、陈巧真、温向军、陈华 滕州市柴里矿区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六单元 侯夫华、徐珊、任晓华、王光云、胡淑艳 峄城区苏堂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六单元 孙精华、徐燕、肖静、刘晨、秦嘉 枣庄市峄城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一单元 宋晓晓、沈一凡、徐跃、蔡扶君、曹凯旋 峄城区苏堂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七单元 赵琪、崔长伟、魏永军、杨杰、刘近成 滕州市羊庄镇庄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五单元 晁铭霞任燕平 峄城区荀子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一单元 满明荣、李伟、邵士霞、高敏、孙静茹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东沙河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五单元 刘媛媛、张瑞、房海利、于未迎、张海霞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六下 第一单元 罗娟、闫冬梅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一下 第八单元 贾继聪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六单元 高红燕、刁田田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上 第八单元 戴登峰、刘永涛、姜洪军、苏芮、高贵花 薛城区祁连山路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八单元 王昌英、刘蒙、孙婷婷、孙静、 枣庄市解放路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五下 第八单元 李士剑、孙中坤、于陈敏、魏冬云、赵霞 滕州市八一矿区学校 三等
小学 语文 六上 第七单元 陈娟、郁伟、魏华、李广、贺晨辉 台儿庄区泥沟镇兰城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一上 第五单元 孙红云、孙稳稳、王齐、贺婷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八单元 俞琳路、李慧燃、陈华、庞静、吴云侠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三等
小学 语文 五上 第七单元 吴倩、孙晴、张瑞、刘蔚、宁元水 薛城区陶庄镇前西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二上 第二单元 姚多群、孙卓志、刘晓菲、马小倩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三下 第八单元 王利娜、王莉、张丽、万路、杨后珍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三等
小学 语文 二下 第三单元 田忠景、李华、王莉、王爱华、田莉敏 滕州市级索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语文 四下 第三单元 赵娣、胡磊、王培、张媛、贾士云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五单元  分数的加减法（二） 宋鹏文、刘倩、陈说、张娟、王中华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四单元  方向与位置 满来洋、李娜、张冉、张琳 滕州市龙泉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二单元  线和角 林向阳、季百方 台儿庄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五单元  扇形统计图 张庆法、刘业旭、韩旭、魏慎永、张志长 峄城区阴平镇传开希望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五单元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周芳宇、李洪云、薛荣荣、倪华、高海迪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三单元  比例 陈芳朴、张志芬、李莉、陈军 山亭区桑村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二单元  表内乘法（一） 涂祥霞、秦磊磊、田忠利、秦娣、张传玉 滕州市田陈矿区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一单元  10以内数的认识 李英、刘荣花 峄城区底阁镇运卜屯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四单元  比例尺 范艳、刘勇、孟凡红、刘彦凤、吕静 滕州市龙泉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八单元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二） 邱泗兰、郭祥荣、李华、牛惠 山亭区第四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二单元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 戚秀梅、田仲粉、汪文欢、杨玉洁、侯林腾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一单元  乘法的初步认识 颜鹏、王悦、王甜、单文敬、曹莹 滕州市荆河街道河阳路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九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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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 第六单元  认识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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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王延君、周后宾、王小磊、孙印兰、刘会 山亭区店子镇中心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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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一单元  万以上数的认识 朱晓青、邱志云、徐阿莲、王辉、陈静 滕州市南沙河镇冯庄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七单元  时、分、秒的认识 赵强、满海芳、党晨、朱文军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一单元  10以内数的认识 孙舵、孙萌、王晴晴、王桂玲、王为为 滕州市官桥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三单元  毫米分米千米认识 李绍娜、王玉鹏、李娜、宋芳、刘广秀 市中区君山路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五单元  扇形统计图 马士光、张厚利、魏朝岩、王瑛、王文生 滕州市南沙河镇仓沟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二单元  用字母表示数 常素芹、杨超、于慧、刘春铃、苗馨月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三单元  角的初步认识 王柄力、张亚、朱梦梦、魏艳华 薛城区黄河路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七单元  时、分、秒的认识 李加利、门敦光、张婷婷、刘静、刘瑞雪 市中区光明路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五单元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胡伟民、袁敏、刘清、殷承瑞、陈卓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六单元  万以内的加减法（二） 孙朵朵、于洪伟、杨秀珍、张廷伟、张晓华 滕州市木石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四单元  比 黄春菊、褚夫林、李瑶瑶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东校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智慧广场  简单的重叠问题 宋亚、王艳春、柴莉、张博、王玉欢 滕州市龙泉街道荆河桥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三单元  运算律 张宝玲、鞠学伟、高擎、刘波、王莉 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一单元  20以内的退位减法 靳春迪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顺河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三单元  100以内数的认识 宋桂清、刘晓黎、屈庆永、宋桂英、孙海珍 滕州市滨湖镇明德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五单元  圆 贾淑萍、曹玉娟、薄其勇、李明、种丽伟 薛城区临山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综合与实践  消费知多少 张鹏、李娟、耿桂玲、高德敏、郝清 滕州市荆河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六单元  混合运算 舒莉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五单元  多边形的面积计算 张明英、赵洪举、李涛、刘莉、张清 滕州市大坞镇刘庄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六单元  因数与倍数 田丽丽、韩玲、李娜、林丽芳 山亭区凫城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六单元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亢利环、张涛、孙桂兰、颜莉、褚彩宪 薛城区陶庄学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五单元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李亚、殷莉、孙华颖、田阳阳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六单元  认识方向 刘慎伟、朱艳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顿东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六单元  复式统计图 郝苓苓、尤青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闫芳、张侠、殷宪学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插花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八单元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二） 吴洪艳、王磊、孙涛、褚秀霞、李芳 薛城区沙沟学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四单元  认识位置 徐娟、孙悦 峄城区翰林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六单元  复式统计图 张芳芳、周桂娟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五单元  11—20各数认识 王培培、刘明玉 枣庄市市中区中兴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七单元  混合运算 魏娜、殷露、杨梅、王延珂、袁西学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七单元  百分数（一） 张凤、高恒、张新艳、赵雯、刘志强 薛城区周营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九单元  分数的初步认识 李亚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七单元  20以内进位加法 朱娜、张囡囡、谢晓艺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六单元  年、月、日 刘璐、陈莉、张燕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一单元  有余数的除法 李潇、戴德燕、孙佳宇、李晓璇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西校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三单元  三位数乘一位数 孙丽丽、李华猛、房敏、孙侠、王金花 峄城区古邵镇坊上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李勤莉、宋清、郭妍、陈培英、宋海涛 薛城区常庄学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七单元 图形与拼组 司贞泉、张雨、侯苗苗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四单元 解决问题 耿艳红、李敏、胡乐萍、裴琦琦、贺晓雯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二单元 万以内数的认识 马滕、王珍、王敏、陈永玲、孔亚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三单元 分数加减法（一） 邵丹梅、戚秀侠、彭宗艳、闵艳萍、邵莉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八单元 图形的周长 赵艳、孙伟、杨刚、段慧玲、时东莉 滕州市大坞联区小坞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五单元 圆 王谦、颜瑞、刘家赫、冯桃桃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四单元 相交与平行 李艳秋、王伟、孟丽、郭艳丽、郭俊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四单元 方向与位置 高侠、褚艳、李艳、袁红、刘国力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四单元 简易方程 马进、黄卫、李阳、崔召丽、仲光蕾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三单元 两位数乘两位数 张莉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六单元 人民币的认识 崔丽、满平、王恒国、王洪娜、马兵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八单元 条形统计图 王燕、屈庆国、王兰、马静汝、宋薇 滕州市北辛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六单元 观察物体 何海燕、邢静、李红波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刘德芳、李燕、贾环环、房增秀 山亭区第四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智慧广场 马凌燕 市中区永安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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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磊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红荷路校区 一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二单元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 钟娜、李晓莉、刘恒冉、侯益民、颜培琳 滕州市洪绪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二单元  可能性 王春敬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一单元  分数乘法 吴娜、杨艳红、张继红、王芳、高艳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西关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五单元  观察物体 贺严、齐宜波、苏朝阳 枣庄市解放路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六单元  人民币的认识 刘路、常双、戚岩岩、张伟丽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综合实践、智慧广场学历案 黄晴、田蕙、梁景玲、刘乔、王雪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一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周倩、杨松 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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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数学 一下 第二单元  认识钟表 李微微、宋亚、金锦、赵维兰、韩郑 滕州市龙泉街道安居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七单元  100以内的加减法（二） 刘方敏、刘利鹤、周敏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红荷路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四单元  万以内加减法（一） 庄珊珊、丁倩、刘青、刘薇、褚慧 市中区回民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七单元  小数的初步认识 王超、刘荣、朱艳杰、曹崇金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二单元  表内乘法（一） 丁文福、王金丽、钱学丽、孙佳、张霏霏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二单元  对称 庄韫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四单元  表内乘法（二） 张袁圆、华敏、王艳侠、李娜、张静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八单元  厘米、米的认识 王金芝、薛琳、胡敬芹、王文、陶淑旗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五单元  分数的加减法（二） 周志明、张振华、王银河、刘玉岭 滕州市南沙河镇西古石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王蔚然、鹿广风、任芳、王岩、张桂娟 薛城区黄河路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三单元  三位数乘两位数 褚宏靓、王传远、马静、王翠、张欣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四单元  认识多边形 邢路、朱士超、胡安军、郭亚莉、杨连荣 滕州市鲍沟镇闵楼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一单元  百分数（二） 孙玉、陈芝、巩丛丛、张延岩、何士翠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三单元  小数除法 李刚、朱肖晓、刘莉、刘艳、秦昶 滕州市木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一单元  乘法的初步认识 种亚楠、胡安霞、种娜娜、张艳明、张慧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四单元  比例尺 陈夫静、张娇阳、王明慧、杜婷婷 峄城区翰林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三单元  分数加减法（一） 李海艳、生嘉斌、满扬、王思文、高猛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四单元  表内乘法（二） 陈丽兰、杨静、张维、李昕、冯洁 滕州市南沙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二单元  分类与比较 李艳侠、房成香、程丽娟、孙晶、段媛媛 峨山镇左庄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尹延磊、刘云霞 峄城区吴林街道坝子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七单元  百分数（一） 郑亚茹、甄乾乾、孙方兰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一单元  有余数的除法 李明美、吴薇、褚瑞馨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七单元  时、分、秒的认识 李晓霞、薛法强、李景明、赵连伟、林燕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二单元  两位数乘一位数 王贝贝、李蓓蕾、张琦、李靖茹 峄城区翰林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一单元  认识负数 秦庆娟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四单元  万以内加减法（一） 闫青、徐峰、张玲玲 山亭区水泉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五单元  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一） 宋丽丽、陈丹丹、张正彬、肖志会、柴志群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五单元  多边形的面积计算 张崇静、公维萍、姚永生、李艳、王明志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四单元  位置与变换 赵静、王伟、彭宗琦、陈芹、张伟 滕州市鲍沟镇宋庄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四单元  认识位置 李娜、满晶晶、王灿、李实、孙鹏燕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一单元  万以上数的认识 孙大川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五单元  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一） 吕蒙蒙、史潇予、董永祥、张晴晴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三单元  三位数乘两位数 周艳华 滕州市蒋庄矿区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六单元  认识图形 韩玉芝、尤欣、杨婷婷、李艳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西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一单元  分数乘法 徐丹，梁静静，谭冬梅，周艳，林永升 市中区孟庄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五单元  除法的初步认识 王彦、胡强、陈艳、薛慧 薛城区张范辛庄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五单元  除法的初步认识 张洪娟、李藤、谢荣华、张冉冉、李莉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一单元  20以内的退位减法 袁美花、王蕊、马泽运、孙景鹏、颜景雷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二单元  对称、平移与旋转 王然、潘玉鹏、张开兵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善国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三单元  分数除法 王文娜、王奉伟、李立华、杨林 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一单元  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二） 闫超、张文杰、颜曙光、马崇银、王星 滕州市洪绪镇龙庄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六单元  观察物体 赵蕴、邱萌、郑峰、王冬清 枣庄市市中区鑫昌路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三单元  运算律 杨艳、满孝敏、张世霞、邵爱霞、张士固 滕州市姜屯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六单元  解决问题 马静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一单元  认识负数 沙玮、李红、吕利利、丛菲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六单元  因数与倍数 孙佩、冯克珍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东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六单元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王晶、付红梅、沈俊岭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四单元  比 娄斌、孟娜、王茜、栗帅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二单元  可能性 于珊珊、徐艳、高利、师静、屈玲珍 市中区税郭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刁兴芝、王新颖、张强、张慧、李晶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五单元  100以内的加减法（一） 李月、刘焕、孟静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六单元  混合运算 刘丽、刘孟莹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孙晓晴、李然然、邵秋雯、刘歌 峄城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八单元  图形的周长 李伟、冯永银、孙晋法、高坤涛 市中区税郭镇连心沙沟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五单元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陈晓华、孙庆秀、刘超 滕州市荆泉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三单元  毫米分米千米认识 刘芳、郝景芝、秦敬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二单元  分类与比较 王静、户秋凤、张洪敏 滕州市柴胡店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六单元  万以内的加减法（二） 秦佑广、刘慧、张澎、时文艳、杜元婷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数学 五下 第七单元  长方体和正方体 王金侠、付聪、孟利娜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九单元  统计 付丽娜、刘娟、杨冰清 滕州市荆河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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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数学 一上 第七单元  20以内进位加法 薛珊、马国伟、公维富、张立廷 山亭区冯卯镇欧峪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四单元  认识图形 陈晓莉、张娅楠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李灿、张德鹤、于海霞、秦元花 山亭区水泉镇云峰山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一单元  克、千克、吨的认识 宋春清、赵晓晓、徐文基、许亚威 峄城区青檀中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六单元  年、月、日 孔令敏、樊杰、罗衍萍、张联英、张连秀 薛城区陶庄学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二单元  对称 张瑞雪、李忠林、倪冲、孙艳平 滕州市官桥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二单元  用字母表示数 赵辉、崔国场、方慧、朱俊伟、孔斌 滕州市级索镇前王晁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七单元  混合运算 江庆芝、杨臣、陈卉红、田贺、党建平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三下 第四单元  解决问题 李强、颜景强、石亚苹、张鲁、蔡超宇 滕州市实验小学善南校区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七单元  表内除法 张荣华、周昕、李莉、黄琪卉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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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下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马研、李莉、武振磊、王戎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五单元  观察物体 王士敏、杨位强、狄传厚 山亭区冯卯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一单元  百分数（二） 闫先芝、邵长军、郭平、陈连华、王思华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三单元  比例 孙培、郭兰兰、孔涛、王淑辉 滕州市荆河街道工农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八单元  厘米、米的认识 董梦莹、房玲玲、孔莉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新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七单元  小数加减法 靳艳、宋厚梅、王梦、刘营 峄城区苏堂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八单元  平均数 王芳、李素素、王顺、王丽忠、孙嘉怡 市中区勤为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一单元  小数乘整数 李佩佩、李根、胡月、贺睿、郑友朋 峄城区坛山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三单元  角的初步认识 孙瑞、张景菊、刘清、潘园园、苏子梅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关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九单元  统计 张会、张亚茹、李倩茹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第六单元  认识方向 甘淼、刘虹、黄利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三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七单元  图形与拼组 宗红蔚、宋君伟 峄城区阴平镇白山前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三单元  10以内的加减法 王争艳、刘莹、荆朵朵、陈慧香、曾嘉佳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四单元  简易方程 姚玲、焦阳、闫娟娟、孙秀梅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三单元  100以内数的认识 张洁、袁继敏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顺河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一单元  小数乘整数 高玲、陈雪莹、徐吉、刘晓莹、王芳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四单元  认识多边形 张晴、陈书芳、李春晓、沈艳朦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八单元  条形统计图 李玉玉、刘丹、林立茹、张彦晓、赵娜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二单元  两位数乘一位数 孙会会、侯冉冉、孔田田、田雪、关晓灿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第三单元  分数除法 秦丽萍、刘东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上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田学峰、路娜、侯 娟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二上 综合与实践、智慧广场 高桂春、王琦、刘厚侠、王芳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插花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二单元  万以内数的认识 李然、姜慧 市中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三单元  10以内的加减法 刘莎莎、张琪、韩蕾蕾、郭允华、贾婉婷 峄城区苏堂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一上 第五单元  11—20各数认识 孙舒文 山亭区水泉兴国希望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一单元  克、千克、吨的认识 韩燕、孙萍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东沙河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二单元  对称、平移与旋转 孙文文、颜雨、褚佩佩、刘海 峄城区古邵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二下 第八单元  解决问题 李华、郑冬梅 滕州市洪绪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六下 第二单元  圆柱与圆锥 吴纪俭、张显燕、杨小真、牛紹水、姜文晶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五单元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杨亚东、孙莉、李基正 滕州华澳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二单元  线和角 荣新民、王影、付伟、吴美玲、王刚 滕州市八一矿区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四单元  平行与相交 冯洁、朱永固、秦桂芝、韩寒、崔媛 滕州市龙阳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下 第一单元  计算器 田安然、刘静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数学 五上 第三单元  小数除法 罗亚、杨盼、宋磊、李延春、魏巍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四单元  位置与变换 周庆荣、韩飞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第三单元  三位数乘一位数 孙莉珍、戴睿、仇程程、陈庆磊 滕州市姜屯镇大彦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四上 第六单元  解决问题 张荣、褚洪汝、王辉、徐丽、冯玉春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数学 三上 智慧广场 王娟、刘建立、王明荣、宋建文、张芳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学区   三等
小学 数学 一下 第二单元  认识钟表 单丽娟、石素芹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顺河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2 Colours 刘云、孙琳波、张裕资、张丽丽、黄蕾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刘娟、种敏、赵云梅、李艳云、马晶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3 My school calendar 孟凡升 山亭区桑村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2 Last weekend 刘云、黄玉珍 山亭区第五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6 Meet my family! 宗文娟、王姝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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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下 Unit3 My school calendar 李真、李娇娇、李秀秀、何翠、谢清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6 Work quietly！ 李梅、刘会、褚霏、王启玲、孙冬梅 薛城区黄河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4 My home 韩莉莉、张秀丽 峄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4 I have a pen pal 胡玉红、燕坤、贺敬芬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西关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6 In a nature park 李璇、田艳、贾继军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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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英语 五下 Recycle1 徐慧、侯铭、张灿、张慎莉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5 Let's eat 孟祥云、马丽、马欣、孟莹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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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4 Then and now 衣桂萍 市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 6 How many? 荣玮玮、王颖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薛庄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 5 Do you like pears? 时培荣、莫丹丹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林桥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3 What would you like? 王红、陈茜、韩培培、孔艳茹 峄城区苏堂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6 How do you feel? 李娟、朱红侠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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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 Unit4 We love animals 张安云、吴亚莉、马云苗、郑晓玲 山亭区水泉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2 Ways to go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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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艳、褚福美、刘萌萌 峄城区阴平镇中学小学部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Recycle1 王娟、赵曰明、苗菁 滕州市鲍沟镇宋庄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5 Whose dog is it? 孙文莉、李晓红、孙婷、李晶、王静 薛城区陶庄镇振兴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3 Where did you go? 张磊、贺颖、赵丹阳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5 There is a big bed 张园园、闵珂珂、高梅、刘翠、翁玲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5 What does he do? 苏芝 台儿庄区泥沟镇北洛明德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1 My classroom 孟杨、房婷婷、郭文侠、刘玉乐 山亭区凫城镇中心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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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宋昕颖 市中区鑫昌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6 Meet my family 王慧、于芳超、何红梅 峄城区古邵镇褚楼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Recycle2 王成岚、梁化玲、刘巧、韩美华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插花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4 When is the art show? 张佳、刘珂妤、车颖颖、张敬博、孙桂丽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4 At the farm 霍利君、王冲、王磊、李莉、孙琳琳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2 My schoolbag 袁圆圆、王美秀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3 Look at me 何静、李刚、魏菊、刘帅、孟宪会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3 My friends 郑利利、贺莉莉、孙雨露、褚衍英、范鹏 薛城区临城街道南临城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1 My classroom 李雪华、张爽、张玉、郭灿、李静 薛城区邹坞学区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2 My week 齐琪、白露露、房娜娜、杨蕾、孙娜娜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6 Happy birthday 孙灿灿、陈克艳 峄城区苏堂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2 My favourite season 王苗苗、孙静、孙丽娜、孙琪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5 There is a big bed 法莹、杜文玉 市中区回民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Recycle2 宁慧林、林丽娜、张芹、杨丽、徐化美 滕州市级索镇姚庄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Recycle1 宋文静、杨慧敏、曹丽、刘金凤、张浩冉 滕州市鲍沟镇中心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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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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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1 How can I get there? 赵新梅、杨文玲 峄城区底阁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1 Welcome back to school 夏兰、郭逍 市中区逸夫小学东校 一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Recycle2 李静、宗晓倩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3 Weather 房青、张楠、钟小明 市中区逸夫小学东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3 Weather 李佳、殷晴晴、任衍龙、赵平、孙清丽 滕州市荆河街道西关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Recycle2 褚洪静、刘春晴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4 When is the art show? 宋先华、李冉、苏芮、周俐彤、王娇 滕州市龙泉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李娟娟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张家苓、邵明玲、杜传华、李珂、张广文 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1 What’s he like? 邓妍、郭依侠、孟非 峄城区峨山镇左庄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6 In a nature park 李乾、史晓雅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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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上 Recycle 2 刘丽、佘红云 峄城区吴林街道坝子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1 How tall are you? 姜莉丽、金艳、刘培培、倪玲玲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Recycle1 郭文觅、张瑞、苑嫣然、高剑、丁保英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关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 1What's he like? 曹青、徐永亮、张峰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Recycle2 王大铭、商登存、李媛媛、李呈柱 滕州市滨湖镇南徐楼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2 My schoolbag 杜倩茹、汪永、贾娣、刘美秀、漆新刚 薛城区临山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4 Where is my car? 张华丽 台儿庄区张山子镇半楼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2 My family 胡静 市中区逸夫小学西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1 How tall are you? 褚培伊、高梓涵、王莉、陈海燕、孟凡芹 薛城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 5 My clothes 黄杰、刘涛、赵丹、孙景浩、韩召瑞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黄口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3 My weekend plan 刘贯玲、李纯艳、刘祯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6 Shopping 王婷婷、顿学刚 台儿庄区泥沟镇霍庄小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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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3 Look at me! 陈俊霞、徐蕊、杨洋、孙晶、马玉 滕州市英才学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5 Dinner’s ready 韩梅、孙胜男、朱金婷、孙传侠、郭人菊 峄城区棠阴中学小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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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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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Recycle2 孔凡兰 滕州市界河镇赵辛街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Recycle 2 孙晋玲、李艳 峄城区底阁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5 Let's eat 王郢、王洪美、时雪荣 山亭区桑村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1 My day 牛善明、赵悦义 山亭区桑村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3 My friends 单玉莲、孙玉侠 山亭区西集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6 Happy birthday! 张成成、高西凤 山亭区西集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Recycle1 褚林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林桥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3 What would you like? 孙黎明、杨敏、鲁桂莹、魏涛、仲海侠 台儿庄区邳庄镇回民明德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4 What can you do? 王侠、周玲、彭庆梅、段修敏、任会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西校区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2 What time is it? 钟凯、赵雪倩、郝晓宇、宋欣欣、魏永军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1 My school 郝文华、林大芹、吴迪 滕州市田陈矿区学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1 Hello! 种敏、叶艳梅、赵云梅、王慧、王文平 薛城区沙沟学区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Recycle 1 吕敬芹、边常菊、张依秀 峄城区阴平镇红军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3 At the zoo 章婷婷 市中区红旗小学东校区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1 My school 张婷婷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十里泉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6 Work quietly！ 生茂英、孙彦丽、张士霞、李金芳、郭蛟 滕州市大坞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1 How can I get there? 苏为、石理娜、冯艳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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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2 My week 王娜、葛潇璇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6 How do you feel? 王维兴、刘娣、孔玉、孔维莉、张科 滕州市西岗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6 Shopping 王静、孙利军、李晓红、孙文莉、孙婷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Unit3 Where did you go? 宋稳稳、张天玉、王晶、黄礼红、史新冉 滕州市龙泉街道龙泉小学 二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Unit5 What does he do? 王倩、付莹、李文凤、刘田田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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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Unit2 What time is it? 孙盼盼 市中区回民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Unit5 Do you like pears? 单婷、张迎、韩露、赵联忠、李洪涛 滕州市西岗镇卓楼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Recycle2 杨倩、杨贵珍、张俊珂、孙维、任晓芹 滕州市荆河街道工农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四上 Unit4 My home 满金磊、韩玉、王红波、张学宏、李政阳 滕州市木石镇后安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Recycle2 张煜、孙延芳、周玉梅、王士斌、狄玉磊 滕州市柴胡店镇刘村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上 Recycle1 张琰、潘苗、王云、孔德慧、杨雪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王莹、王京京、张娜、周静 枣庄市解放路学校 三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Unit2 My favourite season 张永、陈莹、王燕 山亭区北庄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Recycle2 梁慧娟、贾兆媛、徐艳、渠梁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Recycle1 褚晶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2 Colours 武菲、侯成才、陈雪华、王玲、陈思颖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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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上 Unit1 Hello! 李尚会、邱厚滕、江鑫 滕州市东郭镇党山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Recycle1 盖燕燕、满金华、尤敏、张潇文、薛天玉 滕州市东郭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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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 Unit5  My clothes 闫茂芳、刘琰、井欣、肖红、褚忍忍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四下 Recycle1 宗晓倩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五下 Recycle2 李明静、邓娜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Unit4 What can you do? 王平、班田恬、赵军 山亭区第四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Recycle2 闫美秀、孙腾腾、孙艳、杨仁凤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英语 五上 Recycle1 宋茜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英语 六下 Recycle 王霞、张赢、李兰敬、张正巧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英语 三下 Recycle1 孔令冉、王媛 滕州市华澳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一上 第三单元 玩中学 钱飞、孙敏、郭允怀、郑仰龙、褚亚彬 峄城区阴平镇中学小学部 一等
小学 科学 二下 第二单元 磁铁学历案 姜芬芬、邵明虎、张淑琴、相雷 薛城区临山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一下 第四单元 土壤与动植物 李晓莉、崔洪卫、陈红、王婷、王华文 滕州市北辛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四上 第一单元 动物王国 董会、于会、孙中科、孙慧、罗亚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三上 第六单元 测量工具 秦霞、蒋纪芬、刘艳梅、杜洋洋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三下 第五单元 常见的力 刘晓媚、苗勇、孙启晖、杨兆龙 峄城区古邵镇明德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五下 第三单元 春夏星空 杜光、张焕、薛峰、秦娜、魏子美 滕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科学 四上 第六单元 技术与生活 张晓春、满艳珍、郝景芝 山亭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二下 第四单元 动物感知环境 朱艳、杜晓燕、刘艳云、潘颖、孙美玲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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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科学 六上 第二单元 微生物 刘亚男、张霞、吕红英、高静、张雯 滕州市北辛街道杏花村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五下 第七单元 创新与设计 张剑秋、郑克华、杨玉春、褚衍梅 滕州市西岗镇小学教研室 一等
小学 科学 三上 第四单元 物体的形态 朱长艳、宋浩、陈杰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红荷路校区 一等
小学 科学 五下 第二单元 空气 齐玉荣、闫翠芳、高宪厚、高静、苗金玲 滕州市鲍沟镇宋庄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一单元 遗传和变异 闫信良、生加强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一等
小学 科学 一下 第二单元 认识周围的动物 王慧、倪培鲁、李连营、渠继源 滕州市官桥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三上 第二单元 植物的生活 孔祥凤、张天雪、鲁华、王延巧 滕州市田陈矿区学校 一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六单元 防疫与保健 李玥 山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科学 二下 第五单元 科技产品 李延春、孙英、张恒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二上 第五单元 常用工具 崔萍、蒋广奎、赵联芳、马宏艳、满文胜 滕州市西岗镇卓楼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四下 第二单元 声音的秘密 王娟、梁昱、刘奇鑫 滕州市实验小学善南校区 一等
小学 科学 四下 第七单元 设计制作小台灯 李琳琳、董叶、满迎新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一等
小学 科学 一下 第五单元 我们的产品 冯楠楠、董娟、钟晓迪、宋明明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一等
小学 科学 三上 第六单元 测量工具 刘伟 薛城区陶庄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五下 第一单元 心和脑 魏永华、聂萍、张道永、邓涛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科学 五下 第五单元 密切联系的生物界 王笑、徐萌萌、曹雪莲、马红香、李爱红 滕州市荆河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五单元 简单机械 胡建、孙洁、于菲、刘建玲、张晨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一单元 遗传和变异 邵明刚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一下 第二单元 认识周围的动物 尤婷、李小红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三下 第二单元 混合与分离 洪杰、王子国、刘成浩、韩同美、李文 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五上 第六单元 创新与发明 刘芬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科学 四上 第二单元 冷和热 魏慎永、韩旭、历苹、张磊 峄城区阴平镇燕庄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五上 第三单元 热的传递 刘莉莉 山亭区徐庄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三下 第四单元 植物的繁殖 许梦珠、王茗 峄城区荀子学校 一等
小学 科学 四上 第五单元 位置与速度 张克明 山亭区店子镇鹁鸽崖小学 一等
小学 科学 五下 第四单元 电磁铁 彭鹏、杨娜、刘秀、刘彩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关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四下 第一单元 物体的运动 张猛、李昕宇、李士伟、王金营、张南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东沙河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二单元 微生物 巩瑞媛、张军艳、赵娟、韩贵贤、曹晓婷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林桥校区 二等
小学 科学 五上 第一单元 光 孔祥艳、刘奔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科学 一下 第三单元 和植物握个手 段培育、徐会、方军、李俊颖、陈英 滕州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科学 三下 第七单元 设计与发明 徐艳、唐镔、刘红、仲惠惠、张影 市中区税郭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四下 第五单元 生物的特征 王莹莹、陈美丽、李文、甘兰兰、孙清丽 滕州市荆河街道西关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二上 第二单元 太阳和月亮 闫业梅、刘利、杨明明、朱晔、巩娟 滕州市龙泉街道安居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二上 第四单元 生活中的动植物资源 李爱萍、刘慧、吴佳蔓、王娟、张洪娟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一上 第四单元 水 孙凤、徐现芳、历娟 峄城区古邵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三下 第六单元 消化与呼吸 张楠楠、张青、郑清 市中区红旗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四单元 自转与公转 苏为、陈丽媛、高娟、贾梦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五单元 简单机械 杨娜 枣庄逸夫小学东校 二等
小学 科学 四下 第六单元 电的本领 杨翠翠、李国峰、李宗峰、王介会 滕州市级索镇水磨庄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五下 第一单元 心和脑 侯强、刘建华、李丽、刘明明、孙井国 峄城区峄州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一下 第四单元 土壤与动植物 邵明虎 薛城区临山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一上 第一单元 我们一起学科学 李春、张莹 枣庄逸夫小学西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科学 五下 第二单元 空气 殷允鸿、孙梅、曹丽、杨燕、周梦娇 峄城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二上 第四单元 生活中的动植物资源 张玲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科学 五上 第四单元 地球和地表 徐峰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七单元 设计与工程 亢文金 薛城区祁连山路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三下 第三单元 生活中的材料 薛荣荣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科学 一上 第五单元 工具是个好帮手 田加国 山亭区凫城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四下 第四单元 植物的生长 张永勤、曲寿强、马云忠、廉芹、孔凡宁 滕州市八一矿区学校 二等
小学 科学 三下 第二单元 混合与分离 王夫国、苏岚、龙翔、孙燕、孙中良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四单元 自转与公转 马立、王秀侠、郭旭东、郑玉婷、丁贝 薛城区临城学区 二等
小学 科学 四下 第一单元 物体的运动 孙芳芬、郭淼淼、胡梅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五下 第六单元 物质的变化 张文虹、钟宜超、赵艳梅、冯会、张继水 滕州市张汪镇任庄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二上 第五单元 常用工具 单红艳 山亭区第四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科学 四下 第三单元 太阳地球月球 陈维娟、朱艳梅、张崇军、孙开钲、孟令峰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二等
小学 科学 五上 第二单元 水循环 贾玲、张景国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西校区 二等
小学 科学 三上 第一单元 动物与环境 李德坤、李宇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二上 第一单元 常见的材料 田荣霞、李玉芳、孟娜、张芬芬、孙会茹 市中区永安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科学 一下 第一单元 空气 刘桂芳、刘春成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二等
小学 科学 二上 第一单元 常见的材料 张永优、邱士庆 滕州市界河镇赵辛街小学 三等

— 31 —

全
市
中
小
学
优
秀
单
元
学
历
案
设
计
评
选
结
果
公
示



学段 学科 册次 学历案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等次

全市中小学优秀单元学历案设计评选结果公示

小学 科学 三上 第五单元 地球上的水 唐健、李可可、刘超 滕州市荆泉学校 三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三单元 秋冬星空 周福芹、刘哲、张焕、王恒菊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三等
小学 科学 四上 第四单元 水的三态变化 韩玉明、冯永 枣庄市市中区东湖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五上 第五单元 材料的性能 赵雪微、李伟、周昕、秦艳、孙海莉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三下 第一单元 太阳与影子 庄韫、王建玲、徐帅帅、张慧敏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四下 第三单元 太阳地球月球 周冰倩、孙大川、张莉、刘静、闫业红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五上 第一单元 光 孙启洋 市中区东湖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四上 第三单元 天气与气候 田晓清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西校区 三等
小学 科学 一下 第一单元 空气 郑继玲、张玲、刘慎伟、刘子福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刘庄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一上 第二单元 我们怎么知道 王存龙、梁静静、徐丹 市中区孟庄镇大郭庄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六上 第七单元 设计与工程 刘书成、李刚、尹红霞 山亭区水泉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三上 第五单元 地球上的水 王金来、孙宝华、单文涛、袁琳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四下 第二单元 声音的秘密 种莉娜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科学 一下 第三单元 和植物握个手 刘铭、王忠、殷强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五上 第二单元 水循环 秦淑俊、宋雪姣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科学 五上 第三单元 热的传递 陈锟、齐宜波、秦德荣、苏朝阳 枣庄市解放路学校 三等
小学 信息科技 五上 第二单元 走进Scratch编程 刘晓燕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下 第三单元 3D打印的世界 宋娟、边明美  市中区光明路小学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五上 第一单元 崔营光、侯丽娜、魏春子、高泰、杨云凯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五下 第一单元 WPS表格 刘洋、王磊、徐淑勇、褚大伟、张成贵 峄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上 “走近物联网“单元学历案” 陈茂伟、梁海青、郝建慧、陈丹、惠明超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下 寻找美丽声音 吕明、高宪厚、孙大强、费秀昌、王梅 滕州市鲍沟镇腾云石庙希望小学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下 第二单元 虚拟机器人 王慧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四上 第一单元 走进信息世界 王磊、王翠、张朋凤、白金英、贾方晗 山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四上 第二单元 学习使用键盘 丁文、王启玉、刘夫军、孙晋强、邢洁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南洛小学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五下 第三单元 手机APP趣味编程入门 杜苗苗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上 第三单元  初识物联网 高晓翾、孙俊会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四上 第三单元 缤纷的网络世界 宋娇、王浩、黄琪卉、丁铭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四下 第一单元 WPS文字 刘芳、韩红莲、孙晋卓、马玉会、陈玮 峄城区峨山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上 Python编程入门 刘春蕾、牛忠、种静、韩刚 枣庄市薛城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四下 第二单元 留住美好瞬间 赵士晋、李凡、赵晶、李建秋、李明慧 峄城区阴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四下 创作电子报刊 崔超然、杨艳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五下 第二单元 H5-“秀”出你的风采 王伟、张历后、张成成、王静 山亭区西集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下 3DOne与中国传统文化 刘梅燕、王薇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五上 第一单元 “我的祖国 我的家” 褚洪山、孙启梁、祁慧、孙浩森、赵亮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五上 第一单元 演示文稿的制作 王翔、胡媛媛 市中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上 “3D One‘节约’主题宣传模型制作”单元学历案 刘书雅、张艳、葛涛、田明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五上 第二单元 侯丽娜、魏春子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五下 第一单元 数据处理有妙招 孙莉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上 走进开源时代 魏代翠、刘芬、李昆、万军、姜文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四下 第三单元 二维动画制作 姚海峰、李瑶、衡晨曦、王晴、田娜 峄城区古邵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信息科技 五下 第三单元 手机App趣味编程入门 张玉、田文杰、胡乐功、侯修艳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四上 第二单元 计算机小画家 高海迪 山亭区第五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四下 管理存储文件 马兵、李琳、赵晓玉、宋爱国、杨界山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三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下 走进物联时代 侯明利、付敏、刘爱华、段修峰、李萍 滕州市大坞镇小坞小学 三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四下 获取网络信息 张震、徐雪琳、姜楠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华晨校区 三等
小学 信息科技 六上 留住童年的记忆 李晓晴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新校 三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八章 民族民间体育 孙毅、巩光弟、董职岭、钟梅、付正利 薛城区黄河路小学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五章 体操类活动 秦长艳、侯保英、孙启莲、曹士珍、李超 峄城区吴林街道学区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类活动 洪梦楚、田思响、付倩、井娜 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小学（本部）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三章 基本身体活动 郝存才、朱清、王永峰、张潇、张卫强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九章 游泳 徐化龙、董帅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八章 轮滑 孙凤、孙莉、许慎雷、曹伟铭、高媛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三章 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和实施建议 张超、李祥吉、杜宜桂、陈亚丽、王清岩 滕州市级索镇龙岗小学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 刘彬、姬蒙、何敬华、闵庆德、曹昌武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六章  球类运动 张潇、李效峰、张卫强、郝存才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民族民间体育活动 马琳、朱军、戴桂生、褚洪雨、李小龙 台儿庄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三章单元学历案 韩正远、贾会娇、杜国永、生嘉伟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三章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 郭春雷、李绥、孙冬梅、宋传菊、李琴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三章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 马琳琳、孔辉、高颂、侯贺文、王赛鹏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沙河子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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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四章 基本活动能力 张克慧、房磊、高琪、郭儒、王兴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六章  球类运动 王士鹏、赵修恒、王书忠、葛运玲、王立建 滕州市界河镇后枣小学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 刘志虎、潘伟武、焦杰、姚峰、褚刚 薛城区陶庄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球类运动 刘欣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插花小学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九章 游泳 钱倩、田东方、陈庆华、朱恒龙、王琦 山亭区第五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四章 身体基本活动 孙启宏、王梓宇、李新、孙硕、吴楠楠 峄城区峄州小学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九章 游泳（蛙泳） 孙宇、朱传伟、马洪超、张育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三章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 吴洪将 市中区中兴小学学校 一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四章 基本身体活动 孙景翠、白连书、陈芳、李艳红、孙彦 滕州市界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十一章 游泳 李传颖、张厚龙、张长江、孟青、吴红欣 峄城区匡衡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八章 民族民间体育活动 杜文德、刘建、黄倩雯、焦守义 滕州市龙泉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 王永峰、王芳慧、孙亚平、李效峰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五章 体操类运动 卢玉涛、王晓艳、罗来启、朱坤磊、隋恒芹 滕州市柴胡店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体育游戏 孙丽敏、李杰、陈锐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八章 轮滑 张安运、张祥树、刘杰、谢晋勇、李晓 滕州市大坞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十二章 轮滑 王亮亮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东校区）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五章 体操类活动 王丽、孙明艳、褚超、李楠、刘玉乐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八章 民族民间体育活动 赵云霞、王裕鉴 滕州华澳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水平二 第六章 球类活动 张丽、房建伟、张子良、刘家兴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 郭家星、殷超、宋海龙、陈保屹、张振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三章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 白景波、王绪会、蒋继凯、高德昂、孟宪花 滕州市荆河街道西关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六章 球类活动 张灿、王政委、韩爱玲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八章 民族民间体育活动 张春、张之、孟微微、房阳阳、田苑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 朱洪利、宋红、朱良华、董文建、王桂林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七章 武术 张加文、张海峰、卞忠源、王文丽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水平一 第四章 基本身体活动 王昌平、任春霞、尚云艳、张晓露、马彬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十章 发展体能练习 冯刚、高彬、郭莉莉、王彬 山亭区桑村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十二章 轮滑 张杰、闫业相、王绪清、张建国、杨青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新校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五章 体操类活动 王继雪、董文建、房玉峰、罗淑贤、孙晖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四章 基本身体活动 孙守纪、王珍、姜壮 山亭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球类活动 王夫成、赵作杰、杜中梅、李梦君、秦娅 台儿庄区邳庄镇燕井小学 三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四章 基本身体活动 宋涛、孔德民、刘海龙、周升栋、田深 薛城区临城街道南临城小学 三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水平三 第九章 游泳 张静、王超、袁野、李俊逸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九章 游泳 佟帅 市中区鑫昌路小学 三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基本身体活动 李海龙、宋照磊、魏东祥、孔令泉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十章 发展体能练习 王栋、杨雨文、刘欢、胡天宇、孙彦峰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三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至2年级全 第九章 游戏类运动 李伟、王启龙、张操、张洋、王启军 滕州市羊庄镇张坡小学 三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5至6年级全 第五章 体操类运动 夏尚彬、陈保屹、张振、郭家星、宋海龙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三等
小学 体育与健康 3至4年级全 第五章 体操类活动 李春艳、项建、蔡广阔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本部） 三等
小学 音乐 一下 第一单元 春天 放牧 王丽、王伯瑞、刘强、张亚慧、管欣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六下 第一单元 古风新韵 月下踏歌 褚艳华、王丽、刘萍、周欣、郑龙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音乐 三上 第一单元 童年 草原 王冰、颜雪、崔晓茹 市中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二上 第一单元 幸福的生活 张小妹、刘佳、王芳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二下 第一单元 春天来了 难忘的歌 刘兴、杭慧君、刘珈彤、李婕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东校 一等
小学 音乐 五下 第二单元 飞翔的梦 你好！大自然 皇甫涛、刘淑娟、颜丽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五下 第一单元 春景  欢乐的村寨 赵祥远 滕州市荆泉学校 一等
小学 音乐 六下 第二单元 银屏之声美好祝愿 赵鑫、石清、郑帅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四下 第一单元 跳起来  少年的歌 杨尚华、田艳梅、刘丽娜、郭小铭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三下 第一单元 爱祖国  美妙童音 吕美玉、刘紫微、李婷婷（大）、刘莉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音乐 五下 第二单元 飞翔的梦 你好！大自然 李蕾、冯芬芬、蒋敏敏、单平 滕州市北辛街道北关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一下 第一单元 春天  放牧 刘利华、丁芳、刘丽丽、张芳、褚敏 薛城区陶庄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一下 第四单元 巧巧手  时间的歌 徐李楠、时圣雨、苗梦圆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二下 第一单元 春天来了  难忘的歌 薛彩虹、李辰璐、刘萍、李梅会、刘刚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四下 第二单元 水乡  童年的音乐 刘珊、孙维、张萍萍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一等
小学 音乐 一下 第二单元 手拉手  长鼻子 王瑜、朱艳萍、赵联芳、李杏榛 滕州市龙泉街道荆河桥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六上 第一单元 芬芳茉莉 悠扬民歌 张文渊、赵丽丽、任艳艳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沙河子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二下 第二单元 飞呀飞  美丽家园 陈珊、刘静、贾舒惠、林娜 峄城区峄州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五上 第一单元 朝夕  足迹 刘红红、李阳  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一上 第三单元 祖国您好 李希希、周敬敏、邱明 山亭区第三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四下 第二单元 水乡  童年的音乐 马璐嫚、张芳婷、崔蕾、臧晓芳、郑倩茹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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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音乐 二下 第三单元 多彩的中外民间音乐 韩凌、聂滕之 山亭区第一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一下 第三单元 快乐的一天 马荣霞、张国冠 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音乐 四下 第三单元 风景如画  摇篮曲 李想、杨艳琦、钟艳秋、王依明、程立雪 滕州市北辛街道通盛路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一下 第一单元 春天  放牧 黄伟、李源源、李平、赵舒宁、李德季 滕州市荆河街道河阳路小学 一等
小学 音乐 四上 第三单元 童年的歌 胡秀娟、胡玉洁、刘心雨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音乐 三下 第一单元 爱祖国  美妙童音 杨扬 薛城区邹坞镇南安阳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二下 第三单元 快乐的舞蹈  兽王 王盈、孟庆华、庞道玉、赵高振、张露月 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二等
小学 音乐 六上 第三单元 两岸人民一家亲 许平、徐慧、李启瑜、王婷、许文艳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音乐 三下 第二单元 我们的朋友  春天的歌 华丹、赵欣、王晓伟、耿睿睿、黄伟 滕州市龙泉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三下 第二单元 我们的朋友  春天的歌 丁冉冉、赵茜茹、赵燕、黄亚伟、董洪志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二等
小学 音乐 四下 第三单元 风景如画  摇篮曲 刘源、满月芝、吕高兵、孙敏、颜娜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二等
小学 音乐 一下 第三单元 游戏  美好的夜 党媛媛、俞党萍、陈庆美、殷晴圆、刘澈 滕州市木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四上 第一单元 歌唱祖国  家乡美 陈彦、王秋阳 市中区红旗小学东校区 二等
小学 音乐 二下 第四单元 跳动的音符  新疆好 赵静、刘妍、武晓斌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二上 第四单元 大海的歌  新年好 曹建勋、宋方圆、孙鹏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一上 第四单元 小小音乐家  过新年 邱敏、刘志浩、苗苗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三下 第三单元 音乐会  牧童之歌 王雪、李金芳、张明英、李晓、孔令喜 滕州市大坞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五下 第一单元 春景  欢乐的村寨 王兰波、金蔚蔚、肖梅 薛城区临山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六下 第二单元 银屏之声  美好祝愿 王蕊、卓佳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校区 二等
小学 音乐 二上 第二单元 音乐会 咯咯哒 	窦敏、姬林、陈鑫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三上 第四单元 钟声  丰收歌舞 李夫梅 台儿庄区邳庄镇旗杆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六下 第三单元 快乐的阳光  神奇的印象 韩如相、史册、郑冬梅、杨潇、颜培琳 滕州市洪绪镇龙庄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二下 第二单元 飞呀飞  美丽家园 赵丹、王薇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六上 第二单元 美丽童话  京腔京韵 户秀敏、杨华、张爽、单盈赢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六上 第七单元 七彩阳光 王颖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四上 第二单元 快乐的校园  甜梦 王瑞娜、慕晓琳、齐媛、甄妍妍 峄城区坛山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一下 第一单元 春天 放牧 李娜、米冰 市中区红旗小学西校 二等
小学 音乐 三下 第三单元 音乐会  牧童之歌 李文、吴笑熠、孟祥福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二等
小学 音乐 一上 第二单元 祖国您好  可爱的动物 马幸幸、徐红侠 峄城区峨山镇夏庄小学 二等
小学 音乐 五上 第二单元 农家乐  可爱的家 孙珊珊 峄城区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音乐 三上 第二单元 好伙伴  放牧 孙丽、王敬、梁洪彦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三等
小学 音乐 四下 第一单元 跳起来  少年的歌 丁艳、胡大美、彭真、蒋计营、闫景水 滕州市东郭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音乐 四下 第二单元 水乡  童年的音乐 韩慧秋、孙娜 枣庄市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音乐 三下 第一单元 爱祖国  美妙童音 李天琪、郭雨、王芹、倪剑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音乐 二上 第三单元 跳起舞 刘伟、褚赛、孙奥博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音乐 二下 第二单元 飞呀飞  美丽家园 张文娜、孙月、李洁如、徐娜娜、王小珲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三等
小学 音乐 一上 第一单元 好朋友  快乐的一天 王妍、张楠楠、牛雅萍、王雨 市中区东湖小学 三等
小学 音乐 二下 第一单元 春天来了  难忘的歌 生艳青、张利民、陆平、朱明晶、李芳 滕州市北辛街道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音乐 六上 第三单元 爱祖国 牛晓丹、张蕾、张艺、蔡艳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音乐 四上 第二单元 快乐的校园  甜梦 刘苗苗、龙柯心、刘雯、彭婷、陈思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三等
小学 音乐 六上 第二单元 美丽童话  京腔京韵 张薇、丁茹、孔小月、周丽萍 峄城区江山集团东方国际学校 三等
小学 音乐 五下 第三单元 京韵  百花园 郭文娅、刘慎芳 枣庄市解放路学校 三等
小学 美术 五下 魅力青铜 孙琳、孙建明、单祥东、张肖苏、王珊珊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美术 六上 戏说母亲河，共情你我他 李磊、王艳、华婷、尤田田、贺楠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六上 水墨丹青绘家园 胡建、宋敏、王福侠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一下 设计应用 胡从媛、张然、魏倩、杜佳鸿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美术 二上 设计应用 闫苗苗、吕欣、宋小超、孙诚诚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东校区 一等
小学 美术 一上 欣赏评述 彭媛媛、王姝婧、公磊 山亭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美术 四下 设计应用 张蕊、田禾、李凤艳、黄吴燕、孙海珍 滕州市北辛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五上 造型表现 王冬冬、孙晋芳、刘晓雨、孙雯、岳秀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五下 造型表现 徐延峰、张成伟、刘孝芬、张杰、张宝红 滕州市张汪镇辛集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五上 欣赏评述 李倩茹、周飞 山亭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美术 六下 综合探索 李燕、宋彬彬、王天强、刘丽、陈秀政 薛城区陶庄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五上 设计应用 肖艳荣、刘静 峄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五下 设计应用 韩雪、李楠、程广霞 薛城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四上 综合探索 巩璇、刘丹 市中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一下 造型表现 李会 滕州市蒋庄矿区学校 一等
小学 美术 三上 综合探索 高璐、王田 峄城区匡衡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一下 汉字之旅 刘文、渠海、王芬芬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美术 四上 欣赏评述 杨琳、赵一丹、雷珂、刘美玲 峄城区苏堂小学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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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美术 二下 造型表现 吕显振、辛绍玲、王慎举、李继燕、秦涛 滕州市界河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三下 设计应用 周媛媛、邵梅、杨文奇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美术 六上 欣赏评述 魏晓侠、刘雪莹、郝赢 市中区逸夫小学 一等
小学 美术 一下 设计应用 任称称、孙亚丽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一等
小学 美术 六下 造型表现 王悦、龙军周、侯贺伟、邵新茹、董文培 滕州市荆河街道河阳路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三下 造型表现 杨金花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一下 综合探索 李鑫 滕州市荆河街道荆西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五下 造型表现 崔娜、于新泊、马丽君、李莉、项波 滕州市荆河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四下 造型表现 苗翠翠、顾杰、魏成华 滕州市龙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二上 设计应用 张婉秋、任娇娇、李修正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美术 二下 设计应用 任成英、丁良、史德庆、王昆 滕州市龙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四上 造型表现 皇甫文杰、邱婉、马洪蕾、秦臻隆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美术 二下 欣赏评述 刘媛媛、商滕滕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华路校区 二等
小学 美术 一上 造型表现 王子灿、李鹏、王川永、陈德才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四上 我快乐 我成长 孙雯、解恒、宋刚、楚贝贝、黄卓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美术 六上 综合探索 曹诒芝、刘菲、宋欣 山亭区店子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六下 设计应用 张迪、李雨桐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校区 二等
小学 美术 四下 综合探索 孙银、朱川、卢红坡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二等
小学 美术 五上 综合探索 陈强、林立、孙彦雪、杜薇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一上 造型表现 刘春环、刘敏、刘青、崔誉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二下 造型表现 渐伟、党超、李新颜、贾道舟、张金影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五下 放眼看中国 魏慎伟、颜东华、王强、陈丽兰、李雅峰 滕州市南沙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六下 我们毕业啦 奚修蓉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二等
小学 美术 六上 魔幻的颜色 周晓薇、臧玉珍、田凤凤、迟晓、王新颖 枣庄市立新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三下 综合探索 孙彦伟、张凯、刘杰、范明礼、孙建党 滕州市大坞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美术 四下 珍爱国宝—秦始皇陵及秦兵马俑 张庆然、钟领军、赵小臻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美术 一上 设计应用 刘睿、王帅、吴婷 峄城区古邵学区 三等
小学 美术 二下 创意性演绎—美术视野下的综合探索 李阳、谢甜甜、孔苏梅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美术 二上 造型表现 肖琼、孟晓慧 峄城区峄州小学 三等
小学 美术 三下 综合探索 张茂芳 薛城区邹坞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美术 六下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美 李雅纯、王彬、曹海燕、丛彬 滕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新校 三等
小学 美术 三下 设计应用 闫清华、种瑜 滕州市荆河街道西关小学 三等
小学 美术 三上 设计应用 盛莉、邵微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美术 三上 欣赏评述 张玮、高洁 市中区君山路小学 三等
小学 美术 三下 设计应用 陈伟、袁铭、刘蒙 枣庄市解放路学校 三等
小学 美术 四下 欣赏评述 张兴海、张燕玲、孙乾威、徐园琨 薛城区临城街道南临城小学 三等
小学 美术 六下 我设计的服装 陈娟、王浩、王菲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下 第一单元 刘勇、解恒、牛晓丹、常双 枣庄市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上 第一单元 张玉婷 市中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六上 第二单元 孙凤、任海燕、褚衍武 薛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六下 第二单元 王利平、张颖、曹荣芳、王书雅 滕州市龙泉小学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二上  第一单元 沙雪娟 市中区东湖小学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四下 第二单元 张瑞霞、李传新、杨冬梅、朱苓莉、冯健 滕州市木石镇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一下 第二单元 刘洋、李媛媛、李田田、孙丽丽、宗红蔚 峄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上 第二单元 李琳琳、任成英、陈玉萍、高萌、杜春宇 滕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六上 第一单元 葛慎衡、王梅、王英华、韩雪 薛城区张范大香城学区小学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一上 第二单元 王允、闫妍、孔祥萍、孙琳琳、杜长娥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二下 第一单元 王美华、钟领军、张琳、张舒瑞、赵小臻 滕州市龙泉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四下 第二单元 丁艺、姚锟锟 山亭区第五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三上 第二单元 马先芹、贾继纲、侯汇、贾继芳、徐聪 峄城区吴林街道中心小学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一上 第一单元 程翔、华婷婷、王青、闫玉芝 滕州市实验小学荆河路校区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四上 第一单元 夏冬玲、张静、张琴、方秀宏、秦庆芳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下 第一单元 陈永、张茂芳、刘美秀、闫茂林、吴敬波 薛城区邹坞镇北陈郝小学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六下 第二单元 高娟、周广东、王峰、李文、韩正远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四上 第一单元 颜曼如、倪华、管庆艳、韩瑞、王会会 山亭区第三实验学校 一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二下 第一单元 王克亮、袁美勤、潘元元、王中伟、王义 峄城区坛山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二上  第二单元 黄华、孙毅、颜华、孙湘辉、王倩 滕州市界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三上 第一单元 王敏、李朝侠、郭万春 台儿庄区教育和体育局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一下 第一单元 潘守顺、孙晓红、钱明梅、张丹丹、孟莹 峄城区匡衡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六下 第一单元 刘冬梅、刘伟、孙菲、张玉玲、张晴晴 滕州市实验小学文化路校区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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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二上  第二单元 谢晓冰 市中区永安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下 第二单元 王娟、李静、王晨、李静、戴印华 薛城区临城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下 第二单元 陈茂伟、赵凤艳、范金霞、戚岩岩、徐梅 枣庄市实验学校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六上 第一单元 郁继成、杨聆羽、刘青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上 第二单元 王琳琳、张梦天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四上 第二单元 武磊、张静、王翠、高晓蕊、李琴琴 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一上 第二单元 冯洁、倪中华、刘姗姗、陈丽兰、高真 滕州市南沙河镇冯庄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一下 第一单元 李芳、姚海霞、邹伟、王建波、刘传松 薛城区沙沟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六上 第二单元 李雯、李杰、秦溪、杨其潇 枣庄市实验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二下 第二单元 徐丽、贾传森、吴嫣然、孙晋亮、刘建华 峄城区榴园镇棠阴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三上 第二单元 褚林 台儿庄区古城学校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下 巧手缝串 任成英、党相启 滕州市龙阳镇中心小学 二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二下 第二单元 杨媛媛、孙秀香、张井然 滕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三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四上 第二单元 黄新玉、沈洪波、魏璇、甘萍、王婷 山亭区西集镇刘庄小学 三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六下 第三单元 李强、赵海燕、褚思常、赵联祯 滕州市实验小学永昌路校区 三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六下 第一单元 韩正远、王斌、洪杰、王子国、陈霞 山亭区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上 第一单元 王畇鳗 滕州市善国小学 三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下 第一单元 王琼琼、祝莉、孟姗 滕州市东沙河街道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四下 第一单元 陈玉萍、徐子营、刘伟、杜华、张娜 滕州市东郭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五上 第二单元 王艳迪、吕高霞、裴宝坡、张历彬、丛忠莉 滕州市鲍沟镇中心小学 三等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 六上 第一单元 孟玉洁、李春、张莹 市中区逸夫小学东校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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