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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教育
第 3 期

（总第 60 期）

张家港市教育局 2020 年 9 月 17 日

张家港市庆祝第 36 个教师节“且行且歌”
师生作品展获奖情况通报

各中小学、幼儿园：

在第 36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教育局举办了“且行且歌”

师生作品展。展览共分师恩难忘“我为老师画像”展、翰墨传薪

书法展、教海探航特色教案特色作业展、椽笔生花硬笔书法展、

笔舞芳华粉笔字特色板书展、妙手丹青第三届张家港市中小学美

术教师视觉艺术双年展优秀作品展、光影如梭摄影展等七大展

区，全面展示了我市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学生的艺术素养。本

次展览项目之多、规模之大均达历史之最，所有参展的获奖作品

都经专家认真评选，获奖比例为参评作品的三分之一，现将获奖

情况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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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老师画像 特等奖
作者 学校 作者 学校

集体创作 合兴小学

我为老师画像 一等奖

陈泺潼 城北幼儿园 彭钰涵 东湖苑幼儿园

周雪瑶 飞翔幼儿园 罗欣怡 梁丰幼儿园

王奕 白鹿小学 许译之 城北小学

吴佳琪 德积小学 张歆然 崇真小学

赵嘉译 泗港小学 王诗燃 锦丰中心小学

孙悦涵 乐余中心小学 刘一诺 中兴小学

张璐 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杨萍 塘桥初级中学

陈佳怡 护漕港中学 张洁 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张佳源 中等专业学校 张季鋆 梁丰初级中学

我为老师画像 二等奖

朱轩影 港口幼儿园 钱菡玥 三兴幼儿园

郭有文 实验幼儿园 陈朝阳 金港中心幼儿园

赵梓菡 北庄幼儿园 苏子凡 旭东学校幼儿园

黄雨夕 新塍幼儿园 徐梓航 中兴幼儿园

胡宸瑜 世茂幼儿园 成元砢 德积幼儿园

殷悦佳 泗港小学 杨思童 塘市小学

江语晨 云盘小学 陆雨彤 大新实验学校

陈彦燕 江帆小学 李思琦 中兴小学

顾若琳 塘桥中心小学 王齐翼 梁丰小学

洪皖豫 青龙小学 陆芷晔 云盘小学

刘若伊 合兴小学 朱梓彤 云盘小学

张梦园 中兴小学 代许诺 实验小学（东）

李昕苑 泗港小学 曾国兵 金港中心小学

于哲涵 大新实验学校 印臻妮 晨阳学校

滕青 外国语学校 杨佳诚 凤凰中心小学

肖乐淇 塘桥初级中学 周小雅 妙桥中学

施展 锦丰初级中学 缪芳 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王俊杰 港区初中 徐欣冉 梁丰初级中学

我为老师画像 三等奖

陈彦彤 南沙幼儿园 徐晟元 白鹿幼儿园

徐梓灏 东莱幼儿园 吴芯妍 常阴沙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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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澜 杨舍中心幼儿园 刘羽凡 常阴沙幼儿园

王依诺 南丰幼儿园 侯歆诺 乘航幼儿园

黄博宇 旭东学校幼儿园 徐耀毅 凤凰中心幼儿园

高梓涵 旭东学校幼儿园 李郝乐萱 景巷幼儿园

汤竣轶 三兴幼儿园 丁睿哲 实验幼儿园

李景希 暨阳实验小学 吴思语 乐余中心小学

胡洪伟 晨阳学校 高子涵 实验小学（南）

仲妍光梓 常青藤实验学校 徐梓萱 暨阳实验小学

王译枫 合兴小学 肖皓南 暨阳湖实验学校

贾馨悦 新塍小学 唐婉婷 梁丰小学（东）

徐誉涵 金港中心小学 周梦漪 塘桥中心小学

张菲 实验小学（南） 沈俊羽 崇真小学

包雅然 城北小学 赖苏静 塘市小学

李晴朗 实验小学（东） 徐黎昕 南丰小学

王思霏 实验小学（东） 朱昕阳 晨阳学校

郑苜雪 青龙小学 薛子优 锦丰中心小学

周畅 乘航小学 李盛楠 乘航小学

王昕滢 金港中心小学 钱呈佑 梁丰小学（西）

高靖璇 江帆小学 吕岱霖 实验小学（南）

朱梦琪 凤凰中学 张欣雨 妙桥中学

王欣杰 张家港高级中学 孟文秋 第八中学

马希玲 锦丰初级中学 钱梓丞 张家港高级中学

顾玺 梁丰初级中学 杨虹玉 凤凰中学

周笑 南丰中学 许襄 梁丰初级中学

第三届张家港市中小学美术教师视觉艺术双年展 一等奖

作者 学校 作品名称

朱浩 第二中学 剪纸

成偲晔 南丰小学 工笔重彩

孙洋 常青藤实验学校 游园记

路丽黎 第一中学 赶集

丁檬娜 暨阳湖实验学校 和你在一起

殷浩 后塍学校 街头一角

陆菊娣 白鹿小学 最美的样子

高波 江帆小学 大渔

苏洁 第二中学 我的业余爱好

包纯瑶 常阴沙学校 农忙



- 4 -

朱烨斌 白鹿小学 掩帘坐听黄昏雨

景玲 三兴学校 云间

黄华 三兴学校 意

江鸥 云盘小学 静物

计明礼 暨阳高中 盛夏

第三届张家港市中小学美术教师视觉艺术双年展 二等奖

李霜 外国语学校 最美的你们

顾雪华 中兴小学 童年

张静娟 崇真中学 起航

孙若佩 常青藤实验学校 红妆

陆玲 实验小学（北） 疫情被控后的欢畅

袁雪芹 城北小学 黑白逸趣

吴晓红 乐余中心小学 国色天香

吴珺 少年宫 攀

姚蓓娜 云盘小学 故乡的云

张晓宇 江帆小学 写生系列

郭文霞 江帆小学 高傲的鸡

王丽琴 金港中心小学 清风徐来

潘秋萍 少年宫 寻觅

卢嘉迪 梁丰高级中学 漫游

陈蕾 塘桥中心小学 春之语

朱春燕 暨阳湖实验学校 翩跹

姚兵 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山村一景

章玲 德积小学 一花一世界

赵敏 梁丰小学（西） 儿戏图

徐誉珊 第三中学 守城守民守家

张佳鑫 外国语学校 静

耿忠 南丰小学 守护家园

俞亚萍 南丰小学 虎丘一景

施亚娟 港区小学 静物

陈晨 江帆小学 醉美港城

吴亚娟 暨阳实验小学 国粹

第三届张家港市中小学美术教师视觉艺术双年展 三等奖

杨通 张家港高级中学 校园清道夫系列

杨永舟 实验小学（东） 吉秋时节

季海燕 沙洲中学 凫雁满回塘

卫菲 常青藤实验学校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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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泳愉 常青藤实验学校 生

孙冬雪 旭东学校 富贵蝶来图

毛晓琴 暨阳湖实验学校 国色天香

王邵宏 张家港高级中学 函巷

杨凤洁 港口学校 海棠寿带

陈林丽 大新实验学校 独鹤与飞

马小白 乘航小学 夏夜

陆永祥 中等专业学校 教研进行时

闻华 三兴学校 花开富贵

孙红艳 实验小学（南） 月月江

郭晨曦 实验小学（南） 牡丹

陈吴锋 锦丰初级中学 荷塘清韵

樊娟 港区初级中学 医者仁心

王瑶娟 南丰小学 版画

朱英 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少女头像

王建华 南丰小学 向日葵

邵燕萍 妙桥中学 嬉戏

虞辉 占文小学 别让天空哭泣

华菡文 外国语学校 大美山河

严晓岚 世茂小学 猫

张盛洁 晨阳学校 绸缪

顾伟 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头像

王茜 白鹿小学 山海小妖怪

姜曙东 第二中学 梦的笔记

周萍 中兴小学 芳华

刘杰 外国语学校 荷

高永庆 张家港高级中学 荷风

李耀东 白鹿小学 保柳高槐咽蝉鸣

俆虹 万红小学 春色

王劲岩 沙洲中学 清晨

郁冬娟 南沙小学 过去和现在

浦志红 俆市小学 我的小天地

张翠娥 东渡实验学校 街景

刘海芳 泗港小学 芬芳

陈琴 江帆小学 徽韵

黄少丹 实验小学（南） 半月

缪一喜 南沙中学 泊

丁洁萍 东渡实验学校 鸟语花香

蒋丽娟 白鹿小学 一朝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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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微 杨舍实验学校 池舞

李倩 港区小学 少女

李碧源 东渡实验学校 热情的火烈鸟

刘怿文 万红小学 祈盼

苏佳丽 塘市小学 清晨

王丽娟 乐余中心小学 港城新时代

龚洁 凤凰中心小学 蓝色鸢尾

陈建芬 特殊教育学校 生如夏花

桑爽 泗港小学 静物

王奕 白鹿小学 逆行

孙海彬 晨阳学校 二十四节气

许文琴 外国语学校 兰之韵

史敏丹 妙桥小学 遐恋

石云秀 乐余中心小学 吹笛少女

赵晶 暨阳湖实验学校 生命的丰年

姜以文 塘市小学 锦绣江南

钱凤莲 实验小学（南） 新绿

三笔字（粉笔） 一等奖
作者 学校 作者 学校
陈燕 白鹿小学 徐佩 蓝天学校

陈汉新 常阴沙学校 王国良 妙桥小学

樊娟 港口学校

三笔字（粉笔） 二等奖

王裕丰 白鹿小学 陈蓉 塘桥中心小学

黄婷婷 白云学校 卢新芳 占文小学

丁艳 东渡实验学校 朱秋琴 占文小学

朱银华 妙桥小学 薛秋勤 实验小学（南）

三笔字（粉笔） 三等奖

庞益 白鹿小学 辛亚 梁丰高级中学

李君钰 德积小学 徐兵粉 妙桥中学

钱晓薇 凤凰中心小学 肖红亚 塘桥中心小学

崔叶香 福前实验小学 卢晓红 万红小学

陶红 合兴小学 徐益萍 万红小学

王娟美 红蕾学校 黄韶炜 中等专业学校

李红 锦丰中心小学 季春兰 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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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笔字（硬笔） 一等奖

樊娟 港区初级中学 浦琴芬 鹿苑小学

虞向红 乐余中心小学 王晔 张家港高级中学

三笔字（硬笔） 二等奖

仇瑜芳 实验小学 吴丹 港区小学

钱秋芳 塘桥中心小学 周亚新 实验小学

徐配 蓝天学校 曹雅 乐余中心小学

三笔字（硬笔） 三等奖

许惠洁 实验小学 徐梦珺 东湖苑幼儿园

费伟莲 实验小学 陆娇 江帆小学

王艳 港区小学 王林忠 港区小学

薛秋勤 实验小学 司红霞 梁丰小学

三笔字（毛笔） 一等奖

陈静 实验小学 陈健 大新实验学校

朱晓红 塘桥中心小学 陆华 少年宫

杜卫军 少年宫

三笔字（毛笔） 二等奖

张志开 中等专业学校 危乃华 港区小学

潘洁 鹿苑小学 徐晓华 泗港小学

丁莹 白云学校 庞建华 南丰小学

金燕飞 实验小学 施丽华 东渡实验学校

朱秋琴 占文小学 樊娟 港区初中

三笔字（毛笔） 三等奖

龚平 塘市小学 葛艳红 塘桥中心小学

唐仁龙 鹿苑小学 王宇晖 少年宫

王劲岩 沙洲中学 徐贤 港口学校

黄少丹 实验小学 陈永红 泗港小学

常炜 第一中学 蔺磊 外国语学校

赵红艳 暨阳实验小学 徐帆 旭东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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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板书 一等奖
姓名 学校 姓名 学校
匡惠亚 城北小学 吴亚娟 暨阳实验小学

顾春萍 大新实验学校 胡海珠 泗港小学

邵丽琴 港区小学

特色板书 二等奖

朱春 旭东学校 邹晓岗 暨阳高级中学

赵丽艳 白鹿小学 顾鑫洁 暨阳实验小学

徐平 东渡实验学校 钱清漪 鹿苑小学

陆聪 凤凰中心小学 鱼晓丹 云盘小学

施漪 港区小学 陈维 中兴小学

特色板书 三等奖

秦晓燕 白鹿小学 卢琳 凤凰中心小学

黄婷婷 白云学校 张洁 鹿苑小学

庞阳 崇真小学 吴海珍 金港中心小学

范妍 乘航小学 钱霜 塘市小学

金雨竹 东渡实验学校 陈洁 万红幼儿园

苏天慧 福前实验小学 吴之颖 万红幼儿园

丁建平 锦丰初中 李芳 中兴小学

刘秋英 合兴小学

特色作业 一等奖

作者 学校 作业名称 指导老师

集体 梁丰小学 《东渡故事绘本》
薛清、赵敏

许秋怡、司红霞

集体 东渡实验学校 《双语美术二下》 徐芳

集体 云盘小学 《让思维看得见》 戴亚囡、赵新红、刘琼花

集体 金港中心小学 《家乡的秋天》 王丽琴

集体 鹿苑小学

《数学作业秀》

《语文作业秀》

《英语作业秀》

吴胜男

杨美娟

孙敏珠

特色作业 二等奖

二 4 班学生 实验小学（东） 《我们的原创童话》 吴灵燕

六年级学生 塘市小学 《这 6 年……》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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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 班学生 塘市小学 《趣味识字》 闵花

六 3 班学生 白鹿小学 《特色作业》 徐春芳、张海静

朱欣彤 塘桥中心小学 《停课不停学》 葛艳红 虞忠琴

六年级学生 港区小学 《图形与几何思维导图》 陈瑜君

大六班学生 万红幼儿园 《最美童心》 姚金芳、周凡珺

大二班学生 万红幼儿园 《游戏计划》 庄海霞

集体 乘航小学 《四大名著思维导图》 顾祎

二年级学生 港区小学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顾锦燕

特色作业 三等奖

五年级学生 德积小学
《银杏的奥秘——之手

抄报、叶贴画、叶脉书签》
符海珊、虞利娜、方宇

乘风破浪研究小组 港区小学 《魅力香山湖》 谢静芳

学生 妙桥小学 《英语特色作业》 唐敏

学生 乘航小学
《English Tabloids—

—学生作品集》
钱静

学生 乘航小学
《校园植物数量统计图

表》
钱晓娜

大七班学生 万红幼儿园 《毕业典礼》 谢倩

五 8 班学生 塘市小学 《美味单词汇》 钱慕瑾

四年级学生 城北小学 《温故而知新》 四年级语文备课组

五年级学生 港区小学
《快乐数学 趣味分享—

—思维导图学生作品集》
郁留红

学生 实验小学（南）
《英语主题作业——

Novel Coronavirus》
朱敏燕，李娜

一 2 班学生 青龙小学
《画画写话 童心飞扬—

—画写结合优秀作品集》
王丽芳

大一班学生 港口幼儿园 《家园联系册》 钱静芳

六年级学生 实验小学 《黄豆生长记》 高娟、钱琼

五 1、2 班学生 白鹿小学 《学生日记》 汤俊娟

特色教案 一等奖

姓名 学校 姓名 学校

蔡小丹 城北小学 曹琳 白鹿小学

集体 江帆小学 陶丽莉 乐余中心小学

姜以文 塘市小学 蒋丽娟 白鹿小学

马春圆 塘市小学 徐亦婷 梁丰幼儿园

沈芙莲 梁丰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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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教案 二等奖

陈艳华 闸上幼儿园 黄静春 白鹿小学

钱萍、惠雷、

龚雅云
白鹿小学 徐锦娟 凤凰中心幼儿园

袁婷 乐余中心小学 王漱瑜 大新实验学校

蒋易静 白鹿小学 景季欢 塘桥中心小学

龚洁 凤凰中心小学 集体 云盘小学

卞梦溪 港区小学 范思思 机关幼儿园

特色教案 三等奖

宋敏超 乘航小学 王甜 乘航小学

集体 云盘小学 符海珊 德积小学

沈志峰 合兴小学 吴晓红 乐余中心小学

余俊杰 实验小学 刘蕾 乐余中心小学

集体 德积幼儿园 唐涵 乘航小学

李娜 塘市小学 陈雅仪 实验幼儿园

朱佳佳 塘市小学 包文军 锦丰初级中学

吴益飞 万红小学 刘边江 锦丰初级中学

杨洁 凤凰中心小学 集体 港区初级中学

蔡敏 暨阳实验小学 李鹏程 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朱惠方 机关幼儿园 陈颖丹 第二中学

陈嘉宇 机关幼儿园 朱新球 凤凰中心小学

高俊 万红幼儿园 杨敏鹭 塘桥中心幼儿园

张亚娟 南丰小学 张芸 福前实验幼儿园

摄影 一等奖
作者 学校 作品名称
叶丹 乘航小学 《港城新居民》

蔡建东 东莱小学 《火灾演练》

过介初 退协 《关爱》

缪一喜 南沙中学 《雨中情》

冯蕾 塘桥中心小学 《全神贯注》

摄影 二等奖
季永祥 退协 《亲子运动会》

张晓亚 晨阳幼儿园 《老师是魔术师》

蔡雨浩 东莱小学 《怀抱》

沈凡 福前实验幼儿园 《冰岛风光掠影之众神黄昏》

徐念 机关幼儿园 《欢乐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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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 金港中心幼儿园 《和孩子们一起快乐脱粒》

许兰 机关幼儿园 《倾听秋收的声音》

黄婷 闸上幼儿园 《小时光》组照

曹芳 新南幼儿园 《爱的传递》

黄爱华 实验小学（南） 《毕业季》

摄影 三等奖

谢步时 退协 《这是关键》

朱惠方 机关幼儿园 《爱》

唐堰 白鹿幼儿园 《暨阳湖风光》

张晓亚 晨阳幼儿园 《我们一起长大》

丰勤 大新中心幼儿园 《成长路上，扬帆远航》

李惠忠 第八中学 《音符里的快乐人生》

蔡雨浩 东莱小学 《飞跃》

马骋 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姿态》

管燕红 崇真中学 《庚子年高考季——出征》

李莉 暨阳湖实验学校 《入队宣誓》

孟自清 暨阳湖实验学校 《相映成趣》

孙明华 金港中心幼儿园 《晨间锻炼：爱的陪伴》

梅艳杰 乐余中心幼儿园 《垃圾分类我来行》

倪建国 梁丰高级中学 《同乐》

肖敏 机关幼儿园 《难舍师幼情》

幼儿园教师书画评比 一等奖

作者 学校 作品名称
顾紘漾 塘桥幼儿园 以德为先，桃李天下

幼儿园教师书画评比 二等奖

陈翊菲 白鹿幼儿园 花香幻梦

蔡芸 万红幼儿园 成长的色彩

幼儿园教师书画评比 三等奖

张旭恒 白鹿幼儿园 去冲浪吧

林舒翼 新南幼儿园 挂星星的人

刘彩红 万红幼儿园 花开富贵

张庆 白鹿幼儿园 雨中的蚂蚁

顾怡秋 白鹿幼儿园 水果与罐子

盛盈盈 大新中心幼儿园 雨露均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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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妲 鹿苑幼儿园 老师好

刘胜炯 福前实验幼儿园 插画随想

第三届张家港市中小学美术教师视觉艺术双年展优秀组织奖

第二中学 南丰小学 常青藤实验学校 第一中学

暨阳湖实验学校 后塍学校 白鹿小学 江帆小学

常阴沙学校 三兴学校 云盘小学 暨阳高级中学

外国语学校 少年宫 张家港高级中学 实验小学（南）

东渡实验学校 中兴小学 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港区小学

乐余中心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