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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文 件
宁教发〔2021〕195 号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公布2021年全区“互联网+教育”

应用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各高等院校、

区属职业院校，厅直属中小学：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区“互联网+

教育”应用大赛的通知》（宁教办函〔2021〕51 号），经各地各

校推荐、自治区专家评审，最终评出教学助手教学课例一等奖

35 个、二等奖 91 个，在线互动课堂教学课例一等奖 20 个、二

等奖 56 个，教育云应用案例一等奖 20 个、二等奖 42 个，“互联

网+教育”教学创新案例一等奖 42 个、二等奖 98 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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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研论文一等奖 44 个、二等奖 104 个、优秀组织奖 8个，

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希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巩固“互联网+教育”应用大

赛成果，以“互联网+教育”应用大赛为契机，引导广大教师更

新“互联网+”教育理念，促进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全区教育教学创新改

革。

附件：1.2021 年全区中小学教学助手教学课例获奖名单

2.2021年全区中小学在线互动课堂教学课例获奖名单

3.2021 年全区中小学教育云应用案例获奖名单

4.2021年全区“互联网+教育”教学创新案例获奖名单

5.2021年全区“互联网+教育”教研论文获奖名单

6.2021 年全区“互联网+教育”应用大赛优秀组

织获奖名单

自治区教育厅

2021 年 12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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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全区中小学教学助手教学课例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1 《大钟和小钟》 桂艳 银川市西夏区第七小学 一等奖

2 数学广角——优化 沏茶问题 陆春潆 西夏区第九小学北校区 一等奖

3
《一位数乘两位数、三位数的乘法》

整理和复习（一）
陈光荣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十五小学 一等奖

4 21.大自然的声音 王文琳 宁夏银川第二十一小学 一等奖

5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 马腾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十二小学 一等奖

6 制定化学版蜡烛说明书——对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 姚列菊 银川阅海中学 一等奖

7
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

《生活离不开规则》
马丽萍 平罗县城关第四小学 一等奖

8 7 什么比猎豹的速度更快 王亚 银川市永泰小学 一等奖

9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王雅荣 吴忠市利通街第二小学 一等奖

10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认识 马爽 贺兰县第七小学 一等奖

11 《匈牙利舞曲第 5号》 张玲 贺兰县回民小学 一等奖

12 《三角形的特性》 齐文芳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四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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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13 《鼠标的用法》 杜佳明 石嘴山市第十三小学 一等奖

14 画几何图形 马瑞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二小学 一等奖

15 可爱的汽车 曹志华 贺兰县回民小学 一等奖

16 促进民族团结 崔茜悦 中卫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17
教学助手教学课例二年级上册

《做一道拿手“菜”》
李旸 宁夏银川第二十一小学 一等奖

18 微专题基因的分离定律 李维宁 中卫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19 二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田家四季歌 柳风英 银川市金凤区第五小学 一等奖

20 《我多想去看看》 杨燕 青铜峡市铝业学校 一等奖

21 《公益招贴设计》 万远 银川市阅海第二中学 一等奖

22 风娃娃 陈佳琪 吴忠市裕民小学 一等奖

23 八年级下册第十一章 第 1节 功 赛萍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一等奖

24 氧气 郁静 石嘴山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25 《多边形的内角和》 张艳玲 中卫市第五中学 一等奖

26
Unit 1 If everyone starts to do something, the world will be

saved.
刘卫婷 石嘴山市第十五中学 一等奖

27 Unit4 Lesson 2 In the Community 徐静娴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一等奖

28 串联和并联 罗兰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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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29 外研版 四下 M4 U2-I was very nervous. 杨颖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一等奖

30 Module 1 Unit 2 It's at the station. 王兰 吴忠市利通街第二小学 一等奖

31 第 3 课 盛唐气象 杜文芳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回民

第二中学
一等奖

32 遥感与森林火灾 苏佳蓉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一等奖

33 雷雨 周淼 吴忠市回民中学 一等奖

34 教学助手教学课例 王琴 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中心学校 一等奖

35 教学助手教学案例 李梦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三中学 一等奖

36 《加法》 宋荣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八小学 二等奖

37 《生活离不开规则》教学助手课例 代亚洋 海原县三河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38 合理安排时间 孙丽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 二等奖

39 前滚翻 王荣 银川市阅海第四小学 二等奖

40 《学做水果拼盘》 任丽萍 隆德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41 《Mbot 太空探测》教学助手教学课例 秦小丽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十三小学 二等奖

42 搭配问题（二） 虎文娟 泾源县六盘山镇第一小学 二等奖

43 教学助手课例：《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 倪欢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八小学 二等奖

44 《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陈慧娟 西吉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45 用估算解决问题 杨玉英 盐池县第五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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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46 数学广角--集合 马桂芬 中卫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47 感受空气 马燕 宁夏银川第二十一小学 二等奖

48 五项管理之体质与健康——关爱眼睛 远离近视 吴伟微 贺兰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49 白毛女 侯宏 固原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50 集体生活邀请我 程海燕 中卫市第七中学 二等奖

51 圆柱的体积 陈东香 中卫市第六小学 二等奖

52 条形统计图 孙玲 贺兰县回民小学 二等奖

53 心脏和血管 张学军 平罗县城关第三小学 二等奖

54 人工智能与未来（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张阿娜尔 银川市永泰小学 二等奖

55 部编版三年级道德与法治《生活离不开规则》（第一课时） 马宏芳 泾源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56 分数乘分数 王玺 西吉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57 教学助手教学课例《解决问题》 高红波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十五小学 二等奖

58 百分数和分数小数的互化 苏釆风 盐池县第五小学 二等奖

59 轴对称 梁琰 盐池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60 《测量》整理复习 尤晓文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二等奖

61 喜庆吉祥的民间美术 张娟 吴忠市利通区黄沙窝学校 二等奖

62 《沃尔塔瓦克》 杨雨欣 银川市第十六中学 二等奖



/ 7 /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63
苏科版七年级上册生物第二章第四节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教学助手教

学课例
马楠 固原市第七中学 二等奖

64 第 2 课 在计算机中如何表示信息 王慧媛 中卫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65 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 21《青蛙卖泥塘》 张凤茹 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小学 二等奖

66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王媛 石嘴山市第十三小学 二等奖

67 创新改变生活 朱莉 贺兰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68 我们去旅行 马燕 青铜峡市叶盛中心小学 二等奖

69 凤阳花鼓 张金凤 彭阳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70 遨游汉字王国 马青芝 利通区第八小学 二等奖

71 全等三角形复习（一） 周晓琴 同心县豫海初级中学 二等奖

72 展开与折叠 李淑娟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奖

73 最大公因数 俞亚楠 中宁县第十小学 二等奖

74 2.2.1 向量加法运算及其几何意义 郭姝彬 彭阳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75 水中的动物 周丽蓉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三中学 二等奖

76 网络改变世界 闫婉瑛 惠农区惠农中学 二等奖

77 复习课——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 李卓亚 宁夏中卫中学 二等奖

78 能量之源--光与光合作用 邵红艳 宁夏长庆高级中学 二等奖

79 《形形色色的人》 王梅 吴忠市利通街第一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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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80 21《文言文二则》 李丽 青铜峡市第五小学 二等奖

81 光的折射 王爱萍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奖

82 《母鸡》 胡娟 泾源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83 18.2.2 菱形的性质 包婷 石嘴山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奖

84 单摆 刘艳梅 青铜峡市高级中学 二等奖

85 教学助手教学课例《力的分解》 喻梅琴 银川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86 拍手歌 雍海洁 宁夏长庆小学 二等奖

87 繁星 余跃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二等奖

88 从三个方向看物体的形状 侯莉娟 中卫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89 化学能与电能 李霞 同心县同心中学 二等奖

90 习作：小小动物园 马希芳 同心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91 《2.1 空气的成分》 罗政花 中卫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92 1.2 乐音的特性 赵强 彭阳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93 《古对今》教学助手课例 杨俊霞 石嘴山市第九小学 二等奖

94 13.《花钟》 王艳 石嘴山市第七小学 二等奖

95 课题 2 氧气 马璐 银川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96 买东西的学问 张洋 永宁县三沙源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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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97 They're monkeys. 崔娜 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小学 二等奖

98 4.2 研究机械能守恒定律 课堂实录 柳宝鹏 中宁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99 2011 英语外研课标版 M4Healthy food U3 Language in use 刘琳文 石嘴山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奖

100 四年级下册 Module3Unit1 Robots will do everything. 刘睿 青铜峡市第六小学 二等奖

101 部编教材五年级《手指》 王莉虹 盐池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102
录像课展示 PEP 英语三年级上册 unit6 Happy birthday PartB let's

learn
周建荣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二等奖

103 Unit3 Is this your pencil? Section A(1a-1c) 许蓉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奖

104 教学助手课例 It's big and light. 黄佳惠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丰台小学 二等奖

105 斐波那契数列 杨健 宁夏银川一中 二等奖

106 《寡人之于国也》教学助手教学课例 邬凤华 吴忠市回民中学 二等奖

107 水循环 牛建利 宁夏育才中学 二等奖

108 社会生活的变迁 张晓雪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中心学校 二等奖

109 《湖心亭看雪》 张云霞 隆德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110 unit 1 Using Language 汪海礁 青铜峡市高级中学 二等奖

111 Unit 3 My school calendar let's spell 丁晓琴 同心县河西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112 My home 王小莉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13 欣赏课：小提琴协曲——《梁祝》 杨晓忆 银川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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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114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Section B (2a --2e) 李文丽 石嘴山市星海中学 二等奖

115 第二节 土地资源——珍惜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 杜金凤 固原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116 第六课 文件和文件夹管理(二) 张柱 银川市第八中学 二等奖

117 《自然界的水循环》 王倩倩 青铜峡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118 第 18 课 科技文化成就 陈文丽 石嘴山市星海中学 二等奖

119 五四运动 张智渊 吴忠市红寺堡区回民中学 二等奖

120 中国的行政区划 王兴兰 银川市西夏区华西中学 二等奖

121 第一节疆域--行政区划 门丽 中卫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122 关雎 马蓉 同心县海如女子中学 二等奖

123 少年中国说（节选） 田文娟 中宁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124 人教版小学美术六年级下册第 15 课《我国古代建筑艺术》 李丽丽 宁东学校 二等奖

125 9 的乘法口诀 薛东 固原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126 《小小足球赛》 梁宝川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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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全区中小学在线互动课堂教学课例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辅讲教师 辅讲教师学校 奖项

1 踏雪寻梅 马春雪 吴忠市利通街第二小学
马华秀

马娟

吴忠市利通街第二小学

吴忠市利通街第二小学
一等奖

2 湘教版一年级上册《买菜》 陈佳雯 贺兰县第二小学
马丽

仵文婷

贺兰县第二小学

贺兰县立岗小学
一等奖

3 电阻的测量 张聪 吴忠市利通区汉渠学校
张陆珠

赵彦辉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复兴学校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中心学校
一等奖

4 火车开啦 马亚楠 吴忠市利通街第二小学
马娟

武海燕

吴忠市利通街第二小学

开元小学
一等奖

5 《三角形面积的计算》 何海燕 青铜峡市第二小学
姚立凤

刘学荣

青铜峡市沈闸中心小学

青铜峡市第二小学
一等奖

6
“互联网 教育”远程互动课堂教

学
杨学梅 银川市第九中学

毛忠义

李志英

银川市第九中学

海原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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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辅讲教师 辅讲教师学校 奖项

7 《角的分类和画角》 李清莹 青铜峡市第二小学
姚立凤

马丽燕

青铜峡市沈闸中心小学

青铜峡市沈闸中心小学
一等奖

8 搭配中的学问 刘丽 盐池县第一小学 胡仙峰 盐池县第三小学 一等奖

9 呼吸道对空气的处理 王娜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第三中

学

王艳红

张娇娇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第三中学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一等奖

10 Module 3 Unit 1 I like football. 高丽 中卫市第六小学 吴翠丽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乐台小学 一等奖

11 《爷爷爸爸和我》 雷倩 青铜峡市第三小学 王海燕 青铜峡市第二小学 一等奖

12 Starter Unit 3 Period 1 刘慧 中卫市第三中学
宋晓荣

禹春如

中卫市第三中学

中卫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13
六年级下册 Module1 Revision 综

合能力提升训练
田敏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李萍

曹瑞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一等奖

14 拥军秧歌 杨瑾 吴忠市利通区第十二小学
张梦泽

朱雯

吴忠市利通区第十五小学

吴忠市利通区高闸中心学校
一等奖

15 10 端午粽 王晓燕 银川市兴庆区第三小学 李瑞 银川市兴庆区第三小学 一等奖

16 三年级语文下册《古诗三首-元日》 石玉琴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王同春

马虹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六小学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康庄小学
一等奖

1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鲍佳丽 银川阅海小学 杨丹 银川阅海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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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辅讲教师 辅讲教师学校 奖项

18 行路难（其一） 杨晓娟 中卫市第二中学 刘玉冰 中卫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19 宝葫芦的秘密（节选） 陈晓芹 盐池县第五小学
侯玉娟

刘斯瑗

盐池县第五小学

盐池县第五小学
一等奖

20 3.拍手歌 顾瑞 青铜峡市第二小学 李瑜 青铜峡市第二小学 一等奖

21 《水调歌头》 周媛 青铜峡市第四中学
唐毅昭

麦超然

青铜峡市第四中学

青铜峡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22 示儿 季艳玲 银川博文小学 康红霞 宁东学校 二等奖

23 《两小儿辩日》 马海燕
同心县王团镇前红奕龙希

望小学

王正虎

李淑芳

同心县王团镇前红奕龙希望小学

同心县王团镇前红奕龙希望小学
二等奖

24 22.狐狸分奶酪 程珍珍
吴忠市红寺堡区柳泉中心

小学
蒋晓荣 吴忠市朝阳小学 二等奖

25 《秋天的雨》 张学红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 包嘉雯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 二等奖

26 繁星 马天娟 中卫市第十一小学
马迎梅

任玲

中卫市第十一小学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小学
二等奖

27 识字 3《拍手歌》 张瑜 中卫市第十一小学
温静

张秋菊

中卫市第十一小学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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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辅讲教师 辅讲教师学校 奖项

28 两小儿辩日 丁月丽 同心县实验小学
金孟加

王灵芝

同心县实验小学

同心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29 《学弈》 吕萍 同心县实验小学
计淑琴

丁月丽

同心县实验小学

同心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30 口语交际：注意说话的语气 马玉琴 同心县第九小学
马煜

余伯福

同心县第九小学

同心县下马关镇红城水学校
二等奖

31 《线段、直线、射线》 谢天星 贺兰县回民小学
温永华

马晓玲

贺兰县回民小学

银川二十一小教育集团贺兰县奥莱小

学

二等奖

32

部编版语文一年级下册古诗专项

复习—全区”互联网 教育“在线

互动课堂教学课例

张力珍 西吉县第一小学
孙晓燕

李自敏

火石寨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西吉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33

人教版数学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

第二课时直线、射线、线段（线段

长短的比较）

虎学兰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中心

学校
郭瑞刚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

中心学校
二等奖

34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 整理复习 李可新 贺兰县第八小学
樊健

桂树新

贺兰县第一小学

贺兰县暖泉农场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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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辅讲教师 辅讲教师学校 奖项

35 会说话的百分数 苏厚琴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小学
林玲

马晓娟

贺兰县第二小学

贺兰县洪广镇欣荣小学
二等奖

36 图形的旋转 马学成 西吉县第二小学
马辉才

宋小峰

西吉县第二小学

西吉县震湖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37 平移与平行 马玉洁
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回民

小学

刘月凯

杨丽燕

永宁县教育体育局

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回民小学
二等奖

38 三角形的内角和 李霞 同心县第九小学
马煜

高秀娟

同心县第九小学

同心县下马关镇魏儿庄完全小学
二等奖

39 认识小数 韩亚玲 中卫市第六小学
王东霞

拓淑翠

中卫市第六小学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乐台小学
二等奖

40
人教版一年级下册第七单元《找规

律》
李松辉

银川二十一小教育集团贺

兰县奥莱小学

安延军

穆澜

银川二十一小教育集团贺兰县奥莱小

学

银川二十一小教育集团贺兰县奥莱小

学

二等奖

41 化学平衡（第二课时） 魏学华 宁夏中卫中学
王艳

李立华

宁夏中卫中学

宁夏中卫中学
二等奖

42 《宁夏五日游》—综合与实践 王灵芝 同心县实验小学
金孟加

丁月丽

同心县实验小学

同心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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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辅讲教师 辅讲教师学校 奖项

43
Module9 Unit1 I've got a new

book.
孙云红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李萍

赵静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44
五下 Module2Unit1 She learnt

English.
马兴蕾 中卫市第六小学 韩丽丽 中卫市第十二小学 二等奖

45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高祖容 中卫市第二中学 刘艳春 中卫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46
外延版三上 Module9 Unit 2 He '

s a doctor.
李艳 石嘴山市第十二小学

穆磊

李秀萍

石嘴山市第十二小学

石嘴山市惠农区简泉小学
二等奖

47

Module 1 Unit 1 Let's try to

speak English as much as

possible!

谭盈春 石嘴山市实验中学
陈慧

胡旭霞

石嘴山市教育体育局

石嘴山市丽日中学
二等奖

48
Module5 Unit1 There are only

nineteen crayons.
李晓娇 贺兰县回民小学 刘亚亚 贺兰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49
《My favourite colour is

yellow.》
王杰 青铜峡市第四小学

李瑞平

王文霞

青铜峡市第四小学

青铜峡市第四小学
二等奖

50 高原湿地——三江源地区 马欣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王有飞 中宁县大战场镇宽口井九年制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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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在线互动课堂教学课例 Unit3 My

school calendar
李燕

同心县王团镇吊堡完全小

学

李亚菲

马秀琴

同心县王团镇吊堡完全小学

同心县王团镇前红奕龙希望小学
二等奖

52
Module 8 Unit 1 It's on your

desk.
曹瑞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桂文军

田敏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53 Unit4 Where is my car? A 杨娥 同心县南安实验小学
马彦国

周强

同心县南安实验小学

同心县南安实验小学
二等奖

54 青花瓷 张玮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赵艺

吕银霞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吴忠市利通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55 《不给父母添麻烦》 周莹 中卫市第十一小学 张学菊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小学 二等奖

56 《一模不一样》 杨婷 贺兰县第二小学
常娜

马晓庆

贺兰县第二小学

贺兰县立岗镇立岗小学
二等奖

57 生命最宝贵 罗晓芳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王花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58 《父母多爱我》 李艳 吴忠市红寺堡区回民小学
穆磊

杨文姬

石嘴山市第十二小学

吴忠市朝阳小学
二等奖

59 小学音乐二年级上册《动物说话》 李敏 泾源县六盘山镇第一小学 刘雪燕 泾源县六盘山镇东山坡小学 二等奖

60
湘美版二年级上册第 14 课《自画

像》
李梦颖 贺兰县第二小学

常娜

马玉梅

贺兰县第二小学

贺兰县长庆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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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辅讲教师 辅讲教师学校 奖项

61
湘美版三年级美术下册《生日快

乐》互动课
马淑红 贺兰县回民小学

郁晓丽

张睿

贺兰县回民小学

银川二十一小教育集团贺兰县奥莱小

学

二等奖

62 兵马俑 刘吉祥 吴忠市利通区汉渠学校
温静

黄楠

吴忠市利通区汉渠学校

吴忠市利通街第二小学
二等奖

63 室内健身操——第一讲 王晓玲 中卫市第四中学 杜帆 中卫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64 《父母多爱我》第一课时 郝妮妮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 吴静娴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 二等奖

65 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姚娜娜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光彩

小学

刘红

邓亚霞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光彩小学

青铜峡市红星中心小学
二等奖

66 4.繁星 张成丽 石嘴山市第四小学
周慧玲

刘冬

石嘴山市第四小学

石嘴山市第四小学
二等奖

67 分数的产生及意义 李贺 平罗县城关第六小学
池永良

王小娟

平罗县城关第六小学

平罗县沙湖小学
二等奖

68
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口语交际

有趣的动物》
王春梅

固原市原州区同仁回民小

学
于淑莲 固原市原州区同仁回民小学 二等奖

69 《学会反思》 罗秀英
固原市原州区同仁回民小

学
贺小宁 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中河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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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认识周长 冶晓玲 固原市原州区第十五小学
魏毅

杨晓蕾

原州区教育体育局

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二十里铺小学
二等奖

71 安全记心中 刘喜君 隆德县第二小学 潘建队 隆德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72 学会尊重 孟巧云 彭阳县白阳镇双磨小学 王利涛 彭阳县白阳镇双磨小学 二等奖

73 安全的玩 孙玲 彭阳县白阳镇中心学校 杨喜明 彭阳县白阳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74 《大洋洲——以澳大利亚为例》 马小花 宁夏育才中学
马燕

张政

宁夏育才中学

宁夏育才中学
二等奖

75 Merry Christmas 刘俊萍 中宁县第三小学
房桐

孙艳茹

中宁县第三小学

中宁县宁安镇黄滨完全小学
二等奖

76 圆的认识 徐佳 中宁县第九小学
张立玲

张春香

中宁县新堡镇宋营完全小学

中宁县第九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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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全区中小学教育云应用案例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1 互联网助理下沉浸式“新闻风采”课内外学研活动设计 汪姗 平罗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2 巧用教育云 打造优质高效课堂 杨妮 银川阅海小学 一等奖

3 积累古诗词 刘亚静 贺兰县第一小学 一等奖

4 云端教育新思路，知行合一促发展 丁慧 固原市第五中学 一等奖

5 网络学习空间助学生健康成长 杨霞 青铜峡市第五小学 一等奖

6
学党史 颂党情 跟党走 听党话——教育云应用案例之语文与道法的深度

融合
赵丽华 中卫市第八中学 一等奖

7 “衣”旧有用实践活动方案 朱丽娟 贺兰县回民小学 一等奖

8 “教育云”---师生的好伙伴 张立玲 中宁县新堡镇宋营完全小学 一等奖

9 教育云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的智慧应用 杨莉莉 吴忠市利通区第十一小学 一等奖

10
“互动课堂”让课堂“动”起来

—以认识《几分之一》为例
王建芳 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小学 一等奖

11 让梦想照进现实——“互联网 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 倪婧 银川阅海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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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线阅卷——用大数据推动精准教学 冯婷 宁夏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 一等奖

13 提升网络防范意识 争做网络安全小卫士 雅进搏 灵武市第十小学 一等奖

14 营造书香氛围，培植人文校园 荣根 灵武市第二小学 一等奖

15 借助宁夏教育云平台，打造精彩高效的课堂 高淑琴 盐池县长城希望小学 一等奖

16
“互联网 教育”助推教学活动实效------“提高练习实效性”主题教学

研究活动案例
刘学荣 青铜峡市第二小学 一等奖

17 我是防骗小侦探 李彦清 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18 数字教材在《圆的认识》中案例分析 宋慧 贺兰县第七小学 一等奖

19 《融乡土资源 盈思政课程》主题活动教育云应用案例 孔惠香 银川市第五中学 一等奖

20 云中漫步 畅想智慧阅读 崔锦霞 中卫市第六小学 一等奖

21 《借助云空间 漫步古诗苑》 曲晓菊 中卫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22 教学助手有效助力“双减”落地 杨玉婷 银川市永泰小学 二等奖

23 教学助手教学案例 《综合性学习·中国传统节日》 祁淑兰 彭阳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24 云平台 促成长 杨海霞 青铜峡市沈闸中心小学 二等奖

25 云校家——“离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的好帮手 冉慧 西吉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26 “书香伴我成长” 线上课外阅读交流与分享活动案例 苏玉花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27 毕业联结云端 记忆永存空间 张永燕 中宁县第四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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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知党恩 颂党情 跟党走 展风采》系列活动方案 杨丽娟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六小学 二等奖

29 中华传统节日----端午节教育活动案例 白晓玲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 二等奖

30 利用网络学习空间提升语文核心素养案例 安妮 隆德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31 当陶艺遇见云校家——云端陶艺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任丽 银川阅海小学 二等奖

32
教育云应用案例之 借力“网络学习空间”，拓宽农村低段语文教学多途

径
张燕 银川市西夏区平吉堡小学 二等奖

33 唱响爱国风，实践爱国心 张强
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

中心小学
二等奖

34 巧用“云校家”之“悦读会” 大声读出来 悦读越快乐 田生宝 同心县兴隆乡王大套完全小学 二等奖

35 剪纸综合实践活动教育云网络应用案例 张铭琳 同心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36 信息化创新应用为综合实践课堂添彩 季静 贺兰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37 争做民族团结小达人 冯玉琴 中卫市第七小学 二等奖

38 共研英语教学，共同一起成长----英语课程社区在教研中的应用案例 宋美丽 中卫市第六小学 二等奖

39
巧借云端润书香 主题悦读同成长——基于网络云平台主题阅读系列活动

应用案例
崔计东 青铜峡市沈闸中心小学 二等奖

40 《应用“教育云—互动课堂”的小学数学教研活动设计》 马艳 银川阅海小学 二等奖

41 “互联网 教育”环境下信息技术 提升创新素养策略的实践 ——以“云 闫红梅 吴忠市第三中学南湖校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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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为载体的 Potoshop 创意制作为例

42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的小学英语“云主播”活动方案 姜燕 宁夏长庆小学 二等奖

43 我是小小演说家 南瑞妍 西吉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44 依托教育云平台助力小学美术教学 尤芳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二等奖

45
教育云应用案例——党史学习教育之中国脊梁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

发扬线上线下研学活动
杨文鹏 中宁县鸣沙九年制学校 二等奖

46 ”互联网＋教育“环境下的多元化数学教学 杨艳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三中学 二等奖

47 教育云助力小学英语教学案例 — Unit2 Teachers Lesson1 黄艳玲 银川阅海小学 二等奖

48 利用课程社区创建优质本土课程资源 张强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

中心小学
二等奖

49 “教育云”教学应用案例 李志旺 泾源县新民乡先进小学 二等奖

50 巧设问题 导出精彩 《鸡兔同笼》活动案例 李晓萍 贺兰县回民小学 二等奖

51 利用 PS 制作防疫宣传海报 张会玲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奖

52 浅谈互联网 光荣榜如何调动学生课堂积极性 杨梅 银川市永宁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53 教育云平台的探索与实践——以《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计算》为例 周燕芳 石嘴山市第二小学 二等奖

54 《教学助手助”我“教学》 纪少都 同心县海如女子中学 二等奖

55 “互动电影”令课堂异彩纷呈 马剑平 吴忠市利通区第十五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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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结合网络学习空间的英语教学-新课标必修 5第二单元 Workbook 写作课

---投诉信
秦芹 宁夏育才中学 二等奖

57 《立体的截面》 王丽侠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二等奖

58 云校家线上英语配音&朗诵比赛实践案例 孟芳 中卫市宣和中学 二等奖

59 《借助网络空间平台 点亮小学数学教学》 徐丽 贺兰县回民小学 二等奖

60 教师网络空间应用案例 陈诚 海原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61 利用云平台对碎片化知识点进行线上辅导 王淑媛 中卫市兴仁中学 二等奖

62 《求小数的近似数》 王利明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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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全区“互联网+教育”教学创新案例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1 人力资源管理 - 员工甄选技术 眭睦 宁夏医科大学 一等奖

2 医学遗传学——唐氏综合征 党洁 宁夏医科大学 一等奖

3 《二重积分的概念》教学设计 田芳 宁夏大学 一等奖

4 基于互联网+教育理念应用的航天炉气化工艺与操作教学案例 赵彩云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5 “鉴玉辨其貌，赏玉修其魂”《宝玉石鉴赏》“互联网+教育”创新案例 王慧文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6 《期货及衍生品基础》教学创新案例 苑玉新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7
让“互联网﹢教育”带领学生走进新课堂——《溺水的紧急处理》教学案

例
何艳芳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8 步入“电”堂——基尔霍夫定律验证 程顺龙 银川科技职业学校 一等奖

9 主机组装 巩立伟 宁夏工业学校 一等奖

10 《非细胞生物—病毒》高三一轮复习教学案例 李瑞 宁夏育才中学 一等奖

11
“互联网 教育”应用大赛创新案例《走进多彩的土壤世界》教学设计与

实施创新案例
赵桂敏 宁夏育才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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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12 一草一木总关情——《诗经》群文阅读 马玉娟 宁夏长庆高级中学 一等奖

13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高中数学教学创新素养的探究 王谦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14 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第一课时） 胡克林 贺兰县回民高级中学 一等奖

15 第二节线形动物和环节动物（第 2课时） 马小燕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中学 一等奖

16 七下 M4U2 Every family will have a small plane. 张楠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中心学校 一等奖

17
数字化教学资源搭建自主学习平台——《质量守恒定律》第一课时 教学

案例
马媛 石嘴山市实验中学 一等奖

18 金属材料教学创新案例 代聪聪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一等奖

19 智能课堂多“媒”路，“言语”内核深探看 张艳茹 中卫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20 “互联网 ”与 236 课堂教学模式的融合应用案例 殷雪梅 中卫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21 丰富多彩的碳世界 曹楠 银川市北塔中学 一等奖

22 大数据 助力教师精准教学--创新应用案例 常小琴 石嘴山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23 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的再探究 刘思琪 石嘴山市星海中学 一等奖

24 三维创意设计—3D 打印个性笔筒 张娅娟 石嘴山市星海中学 一等奖

25 商的近似数 姬晓艳 中卫市第十一小学 一等奖

26 让 VR 走进安全教育班会课 杨瑞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复兴学校 一等奖

27 “互联网 教育”教学创新案例 ——Module 2 Unit 2 There are lots of 杨文婷 吴忠市利通区金积中心学校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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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lakes in China.

28 基于 PBL 下《DJ》演奏台教学创新案例 马力荣 吴忠市利通区第十一小学 一等奖

29 《观察与比较》创新教学案例 安立娟 银川市实验小学 一等奖

30 基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探究性学习 景红玉 石嘴山市第九小学 一等奖

31
“互联网 教育”教学创新案例—互联网技术促进智育、美育、体育三育

融合的教学创新案例
杨海博 银川市永泰小学 一等奖

32 VR/AR 技术在小学科学课堂上的应用探究 唐雪梅 贺兰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33 借助“互联网 教育”平台，提高语文课复习效率 张玲 石嘴山市第二十六小学 一等奖

34 《诗情画意》教学案例 朱锐超 盐池县第五小学 一等奖

35 3D 视角学习数学——《观察物体》 张永强 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小学 一等奖

36 感受我们的呼吸 李瑜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一等奖

37 （圆柱的体积）教学创新案例 崔建军 彭阳县小岔乡中心学校 一等奖

38 “互联网”让课堂活起来 ---以 Can you run fast?教学创新为例 王晓玲 吴忠市利通区第九小学 一等奖

39 《多媒体环境下的小学科学实验教学》 ——《太阳系》教学案例 禹凤霞 泾源县第三小学 一等奖

40 Module6 Unit2 The name of the spaceship is Shenzhou V. 李琴 平罗县城关第四小学 一等奖

41 夏天里的成长 哈丽 银川阅海小学 一等奖

42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班会设计案例 杨富生 海原县贾塘乡马营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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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虚拟仿真和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创新案例--失血性休克及其抢救 张鸣号 宁夏医科大学 二等奖

44 《中国文化英语》教学创新案例 郭晓燕 宁夏大学 二等奖

45 基于 BOPPPS 的英语视听说混合式创新教学案例 田洁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二等奖

46 “互联网+教育”《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创新案例 金灵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7 《晶闸管调光灯电路的设计与制作》教学创新案例 李春菊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8 《人力资源管理》“互联网 教育”教学创新案例 董丽华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9 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助推“互联网 ”教育教学案例 王鹏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0 《直线的点斜式方程与斜截式方程》教学案例 马文娟 同心县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51 视频教学在中职《体育与健康》教学中对运动表象形成的促进作用 陈申现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2 Photoshop 应用--海报设计--渗透课程思政 实现协同育人 马彩娣 盐池县职业中学 二等奖

53 设计的一般原则教学创新案例 柯金花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 二等奖

54 《免疫调节》教学创新案例设计 丁亚红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永宁中学 二等奖

55 《有丝分裂》教学创新案例 田风兰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 二等奖

56 《全球航路的开辟》教学案例 甄伟 银川三沙源上游学校 二等奖

57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短歌行》群文阅读教学案例 孙薇 宁夏中卫中学 二等奖

58 《铁盐及亚铁盐》创新教学案例 侯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二等奖

59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化学实验体验周教学项目 黄瑜 固原市回民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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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基于网络空间的《图像素材的采集与加工》项目教学创新案例 刘文华 吴忠市回民中学 二等奖

61 《噬菌体侵染细菌实验》创新教学案例 李卓 宁夏长庆高级中学 二等奖

62 借助“互联网 教育”提升学生英语核心素养 教学创新案例 刘文飞 中卫中学分校 二等奖

63 课堂创新的“拐点” 何桂琴 固原市回民中学 二等奖

64 虚拟实验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案例 -以《牛顿第一定律》为例 柳龙东 彭阳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65 “互联网 教育”下《用智能工具处理信息》创新教学案例 金文丽 灵武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66 教学创新案例-人教八下 Unit 7 Section B Reading 刘白璐 银川三沙源上游学校 二等奖

67 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方式的探索与融合——以《咏雪》为例 李娜 中卫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68 2021 年互联网＋教育创新案例——多边形外角和 杨晴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中心学校 二等奖

69 基于希沃白板教学创新案例 杨冰华 贺兰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70 依托宁夏教育云平台助推思政课-《青春的情绪》教学案例 甄晓娟 石嘴山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71
依托平板电脑，开拓课堂空间

——生物生存的家园——生物圈
徐媛 固原市第七中学 二等奖

72 《动物的生殖》教学创新案例 高丁梅 石嘴山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73
“互联网 教育”硬核助力师生减负增效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1)》

教学创新案例分析
马晓燕 吴忠市利通区黄沙窝学校 二等奖

74 《善用法律》教学案例 王尚伟 贺兰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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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大气压强》教学案例 罗进德 同心县海如女子中学 二等奖

76 教学案例：等高线地形图模型的制作 李玫 贺兰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77 《一滴水经过丽江》 王婷 石嘴山市丽日中学 二等奖

78 “互联网 教育”教学创新案例——《抗日战争的胜利》 武进虎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回民中学 二等奖

79 智慧课堂下的信息技术课程探究——制作图表 苏明林 吴忠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80
“互联网+教育”教学创新案例——以外研版英语八年级下册 Module4

Unit1 为例
徐明佼 石嘴山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81 《线条也疯狂》创新应用案例 贺伟萍 中卫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82
“互联网+”条件下初中地理探究式教学法的实施——以《西北地区》为

例
杨婷 石嘴山市实验中学 二等奖

83 《京剧元素的再创造》教学创新案例 焦燕 吴忠市第三中学南湖校区 二等奖

84 《学习伴成长》教学创新案例 汪媛媛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回民第二中学 二等奖

85 外研版八年级上 M 10 Unit 1 It might snow.教学创新案例 张婷婷 石嘴山市丽日中学 二等奖

86 教学创新教学案例《网站基础知识》 胡学静 石嘴山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87 紧跟“互联网 ”教育脚步，让语文课堂动起来 刘春阳 中卫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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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世界 课题三 走进化学实验室（1） 买蓉 青铜峡市第五中学 二等奖

89 ”互联网 “让教育插上飞翔的翅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一课为例 尹巧芳 灵武英才学校 二等奖

90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学模式创新案例 ——以数字教材为背景的《酸

和碱的中和反应》导学案例
刘超萍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二等奖

91 “互联网＋教育”在乡村学校美术课的应用与创新实践 何冠超 彭阳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92 二氧化碳的性质课例 郭春 银川市西夏区华西中学 二等奖

93 抗美援朝教学设计 马瑛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三中学 二等奖

94 《利用轴对称进行设计》城乡在线互动课堂教学设计 王兰 隆德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95 课堂变化看点滴，一枝一叶总关情——《恐龙无处不有》教学创新案例 马涛 宁夏银川一中 二等奖

96 以生活为“源”，让数学课堂变“活” 杜圆明 贺兰县第六小学 二等奖

97 编制简单的游戏教学案例 李红梅 贺兰县第六小学 二等奖

98 基于 STEAM 理念的小学英语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 吴利红 银川市永宁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99 《负数的认识》教学创新案例 张晓蕾 银川阅海小学 二等奖

100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的《中华传统节日》教学创新案例 张静 石嘴山市舍予圆小学 二等奖



/ 32 /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101
“互联网 创新素养教育”背景下的小学英语

教学创新案例
王丽艳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102
“互联网 教育”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创新案例——以《初识 Scratch》教

学设计为例
万乐 吴忠市利通区马莲渠中心学校 二等奖

103 基于网络媒介的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活动案例 张烨 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 二等奖

104 “人工智能 云想作文”的实践研究 ——“互联网 教育”教学创新案例 韩瑞娜 银川阅海小学 二等奖

105 《四季之美》教学创新案例 刘冰心 贺兰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106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 巧设英语会话课情境 王钧秀 盐池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107 设置幻灯片的切换方式 吴瑞 贺兰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108 信息技术学科教学案例《让小海龟画彩色图形》 徐燕 惠农区红果子小学 二等奖

109 互联网与英语课堂的融合——打造趣味英语课堂 芦学军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 二等奖

110 《烙饼问题》教学创新案例 李晓燕 贺兰县回民小学 二等奖

111 部编版六年级上册《文言文二则》（伯牙鼓琴）教学案例 张忠艳 平罗县崇岗九年制学校 二等奖

112 《方格纸上图形的旋转》 陈翠霞 银川市中关村小学 二等奖

113 从《人物描写一组》一课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融合 海涛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中心学校 二等奖

114 基于游戏化课程设计 教学《故宫博物院》 金翠珍 贺兰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115 “互联网 教育”助力古诗教学焕新彩 张芙蓉 中卫市第五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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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Phonics 在语音课中的应用”案例 许玉梅 盐池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117 互联网+小学《道德与法治》创新教学案例 寇晓伟 盐池县第六小学 二等奖

118 “互联网 教育”在英语时态教学中的创新应用 朱倩 中宁县第八小学 二等奖

119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数字教材课堂教学应用案例 李灵玲 同心县下马关镇中心完全小学 二等奖

120 基于微视频的教学案例《太阳的位置和方向》 李潇 金凤区第十六小学 二等奖

121 《影子》 杨志艳 吴忠市利通区第十一小学 二等奖

122 “互联网 教育”教学创新案例 外研版六下英 Module9 Unit1 郑园园 中卫市第九小学 二等奖

123 口语交际《做手工》 马玉芳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十三小景福校区 二等奖

124 设计一张“新年音乐会”海报 金晓荣 中卫市第七小学 二等奖

125 人工智能编程创客教学案例——《让机器听懂你的话》 李昱坤 金凤区第十二小学 二等奖

126 “互联网 教育”教学创新案例 ——《轴对称图形》 郭小霞 隆德县好水乡红星小学 二等奖

127
教学创新案例：北师大版数学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数学好玩 《编码》的

教学案例
杨雪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128 《小英雄雨来》整本书阅读指导案例 田芳 银川市西夏区第十二小学 二等奖

129 基于探究型学习活动下的语文课堂 吴玉娟 贺兰县第六小学 二等奖

130
基于微能力点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实践与反思—“互联网 教育”技术支

撑下的数学教学案例分析
李彩云 隆德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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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我是独特的》“互联网 教育”教学创新案例 常怀渊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 二等奖

132 “互联网 教育”小学科学实验教学创新案例——以《日食和月食》为例 宋媛媛 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高红小学 二等奖

133 基于微能力养成的小学英语读写课的创新教学案例 吕春燕 金凤区第十一小学 二等奖

134 基于教学助手的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创新案例 贺蕊 盐池县高沙窝中心小学 二等奖

135 “互联网 教育”教学创新案例——以三年级下册《年、月、日》为例 林晶 中卫市第十一小学 二等奖

136 “边学边练 当堂检测”案例反思--纸笔互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运 班建芝 贺兰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137 《年月日的认识》教学创新案例 马骥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小学 二等奖

138 “互联网 ” 助推小学数学深度学习---以《圆的周长》为例 王晓琴 灵武市第一小学 二等奖

139 认识面积 蔡文婷 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八小学 二等奖

140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希沃白板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应用 ----以数

学活动“8的加减为例”
张雅洁 西吉县幼儿园 二等奖



/ 35 /

附件 5

2021 年全区“互联网+教育”教研论文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1 基于 OBE 理念的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张翠玲 宁夏理工学院 一等奖

2
互联网 背景下大学生在线学习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结构方

程模型的研究
俞学燕 宁夏理工学院 一等奖

3 基于学生感受的水力学线上及线下混合教学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唐莲 宁夏大学

一等奖

张卫兵 宁夏大学

4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互联网创业教育技术优化与大学生创业创新策略实

证研究
刘梦琼 宁夏大学 一等奖

5
“互联网 ”高职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以《工业机器人技术》

课程为例
闫磊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6 大学物理模块化教学改革与探索 张建林 宁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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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卫丽娜 宁夏理工学院

孙玉龙 宁夏理工学院

7
信息化环境下对接职业标准的高职实训教学改革研究 —以物流技术实训

教学为例

杨永光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曲劲亮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8
“互联网 ”背景下基于建构主义理论高中地理课程教学 创新案例分析

——以《固体废弃物污染及其危害》一课为例

乔萍 吴忠市红寺堡区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任怡 红寺堡区职业技术学校

蔡菊玲 红寺堡区职业技术学校

9 微课辅助中职数学教学的应用探究 王谦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10
基于 GeoGebra 平台的数学可视化教学--- 以“样本估计总体的分布”为

例
王伯龙 彭阳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11 提升学生创新素养的创客教育教学模式研究 蒲占福 宁夏育才中学 一等奖

12 智能化技术支撑区域规模化诊断的理念与实践

易杰 固原市回民中学

一等奖

陈兴玲 宁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13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借助 Diamond 可视化软件辅助氯化钠晶体立体结

构的教学

马燕 中宁县中宁中学
一等奖

陈有鑫 中宁县中宁中学

14 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提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证研究 杨明明 银川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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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 银川市第九中学

马娟 银川市第九中学

15 COVID-19 疫情下基于网络直播的高中数学教学实践研究 柏殿龙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16 基于“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虚拟实验在实验专题教学中的课例研究

杨凡 银川阅海中学

一等奖
姚列菊 银川阅海中学

马丹 银川阅海中学

杨丽 银川阅海中学

17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的实验视频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创新 韩旭 银川市第十四中学 一等奖

18 基于“互联网 创新素养教育”背景下的初中英语课堂新生态

杨静 吴忠市利通区教育局

一等奖张建宁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马海燕 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中心学校

19 运用网络电子教材，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赵得乾 彭阳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20 互联网 背景下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和信息技术融合的探索 张雨凤 盐池县惠安堡镇初级中学 一等奖

21 “互联网 教育”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杜文静 中宁县中宁中学 一等奖

22
“互联网 教研”转型下提升集体备课实效的探究与实践 --以贺兰二中互

联网教研实践为例

唐振中 贺兰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潘涛 贺兰县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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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互联网 背景下的初中音乐教学策略 杨晓忆 银川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24 扬互联网之帆,推教学之舟——以“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为例
马崇龙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丁睿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四中学

25 巧用“互联网 ”教育 提高初三学生学习化学的自我效能感 陈仙娟 石嘴山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26 “互联网”教师单元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谢姣 宁夏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 一等奖

27
天喻教学助手助力农村初中学校信息技术课堂——以《个人计算机的组

成》为例
雅进春 惠农区惠农中学 一等奖

28 互联网环境下农村初中诗词有效教学案例探究
温静 吴忠市利通区汉渠学校

一等奖
刘吉祥 吴忠市利通区汉渠学校

29
浅析人工智能如何助推农村小学 教师队伍建设 ——以吴忠市利通区金

积中心学校为例

石春兰 吴忠市利通区金积中心学校

一等奖

马自忠 吴忠市利通区金积中心学校

30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3351”课堂教学模式在小学数学课堂有效应

用

张甫平 中宁县第三小学

一等奖

邹慧君 中宁县第三小学

31 “互联网＋”与“双减”背景下的小学英语创新作业之初探 马丹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第一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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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融合新型技术 构建智慧课堂--“教学助手”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高效应

用
景红玉 石嘴山市第九小学 一等奖

33
云端创编 留下诗意童真 ——语文综合实践《轻叩诗歌的大门》教学案

例论文

孙淑珍 石嘴山市第十九小学
一等奖

曹星星 石嘴山市第十九小学

34 “央馆·教育云平台”让教学变得精准、高效 王燕琴 石嘴山市第二小学 一等奖

35 互联网 背景下图形谱助力音乐课堂教学初探 苏娟 银川市永泰小学 一等奖

36 浅谈如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乔华 石嘴山市第十五小学 一等奖

37 利用“画图”策略提高农村学校三年级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策略的研究

杨婷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中心学校

一等奖
杨艳芳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中心学校

马芳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中心学校

蔡晓辉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中心学校

38
小学 3D 创意设计校本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以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小学

为例

杜娟 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小学
一等奖

张永强 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小学

39 现代信息技术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李扬 贺兰县第四小学

一等奖
海涛 贺兰县第四小学

马楠 贺兰县第四小学

李惠 贺兰县第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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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VR 技术在小学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领域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基于

zSpace 系统的应用思考
郝园园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一等奖

41 运用信息技术创设小学英语真实语言学习环境策略探究 杨文婷 吴忠市利通区金积中心学校 一等奖

42 互联网 教育下农村小学“高效课堂”的变革之路 马环环
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华西

希望小学
一等奖

43 网络电子教材在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杨文慧 彭阳县第五小学 一等奖

44 "互联网+"下小学数学情境教学的实施策略 许芳 石嘴山市锦林小学 一等奖

45 “互联网 ”背景下“POA PGA 模式”大学英语教学实践

陈紫瑞 宁夏医科大学

二等奖张悦 宁夏医科大学

赵安 宁夏医科大学

46 课程思政背景下英语阅读课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基于 OBE 理念视角 王奕文 宁夏大学 二等奖

47 MBBS 专业留学生线上汉语实践课教学研究 田培园 宁夏医科大学 二等奖

48 以“微课”为导引的信息技术与高校课堂融合模式构建研究 焦岩岩 宁夏大学 二等奖

49 “互联网 ”背景下现代煤化工应急事故演练教学体系 构建研究

张燕莉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贾国栋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朱海云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罗灵芝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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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宁夏职业院校外语智慧教学建设途径构建研究 柴艺铭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1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以《汽车保险与理赔》课程为例
何万丽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2 “互联网 教育”助推学院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实践探索
杨树森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王洪泉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 基于“学习通”的混合教学模式构建--以 Web 前端开发课程为例 田莉霞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4 浅谈“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的必要性 张文艳 同心县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55 互联网背景下中职信息技术高效课堂案例研究 丁丽娜 同心县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56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课程思政融入中职数学的教学策略研究 刘婉利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57
基于“互联网 ”的中学语文教学路径研究 ——以“宁夏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的应用为例
景娟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永宁中学 二等奖

58 高中生物数字教材应用体验分享 王秀萍 平罗中学 二等奖

59 互联网背景下移民区高一数学学困生转化策略的研究
高雪萍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一中学

二等奖
尚万富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一中学

60 互联网＋语文的“趣”与“味” 张志霞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61 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课堂教学效果研究 吴必潜 石嘴山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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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微课在高中体育技能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祝亮 中宁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63 基于互联网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康桂英 同心县同心中学 二等奖

64 《智慧课堂在聋校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姜艳 宁夏特殊教育学校 二等奖

65 增效课堂，“互联网”视角下的化学教学 杨凯莉 宁夏长庆高级中学 二等奖

66 巧用信息技术优化高中生物实验教学 李晓成 泾源高级中学 二等奖

67 基于“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的高考线上教学的应对策略 杨志明 青铜峡市高级中学 二等奖

68 互联网 创客教育中学生物课堂教学模式的路径研讨 乔艳艳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二等奖

69 技术助力教学，改变带来蜕变 连亚丽 宁夏中卫中学 二等奖

70 媒介支持下的高中语文阅览课实践探讨 李淼 宁夏银川一中 二等奖

71 “希沃白板”在高中生物定义的学习及重难点上的突破 刘文惠 贺兰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72
基于互动课堂构建高效课堂的实践探究 ——以高中地理

人教版必修 1为例

马海霞 青铜峡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马海梅 宁夏同心思源实验学校

王倩倩 青铜峡市第一中学

73 互联网 信息技术构建高效英语课堂 ——以描述地点为例 勉淑瑞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 二等奖



/ 43 /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 奖项

74 斯托克斯公式及其推广 马娟 吴忠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75 如何利用互联网 初中物理教学培育学生核心素养 靳露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二等奖

76 微课，点燃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又一盏明灯 丁萧兰 海原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77 互联网 背景下核心素养在初中英语中的体现
马海燕 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中心学校

二等奖
杨静 吴忠市利通区教育局

78
移动互联网思维下教学设计研究——以八年级信息技术《图层的应用》为

例
刘向红 彭阳县红河镇初级中学 二等奖

79 “互联网 ”时代下初中物理混合式教学的实践探究 何杜娟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二等奖

80 以微见著，优化教学——浅谈初中化学微课教学的功能 李彦秀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三中学 二等奖

81 基于互联网模式的数学核心素养培养构建 杨瑞 灵武市回民中学 二等奖

82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初中语文智慧课堂的构建思考 丁萍花 盐池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83 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的路径和策略研究
马少军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二等奖
杨梅琴 石嘴山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学校

84 探析“互联网 教育”环境下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占新茹 中卫市第七中学 二等奖

85 大数据构建高效试卷讲评课 刘春艳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二等奖

86 互联网 初中体育教研探析 金振军 中宁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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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萍 中宁县长山头中学

87 浅谈“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银川市中学智慧课堂监管力度 张少波 银川景博学校 二等奖

88
从“知识本位”步入“素养时代” ----浅析“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实

践，对初中语文主题单元备课的帮助
吴艳荣 灵武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89 试论“互联网”的初中英语教学与信息化教育的深度融合
李多升 西吉县教育体育局

二等奖
杨霞 银川阅海小学

90 在线互动课堂助力思政课核心素养的路径探析

马静燕 平罗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赵萍萍 平罗县第四中学

91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的初中物理教学研究

杨向锋 彭阳县城阳乡初级中学

二等奖

温世红 彭阳县城阳乡长城小学

92 基于“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的农村初中英语写作教学的初探 王丽佳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中心学校 二等奖

93 浅谈初中文言文教学在“互联网 教育”中的应用 樊育桃 中卫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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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静 沙坡头区教育局

任全 沙坡头区教育局

94 “互联网 ”背景下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策略 杨晓频 银川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95 “互联网 ”背景下初中化学教学创新分析

曹利芳 中卫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武小强 中卫中学分校

96 “互联网 ”初中英语词汇学习策略研究 林恒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二等奖

97 初探“人机对话”背景下农村初中英语口语教学策略

贾兴隆 彭阳县城阳乡初级中学

二等奖文秋玲 彭阳县城阳乡初级中学

张玉霞 彭阳县城阳乡初级中学

98 教研引领，携手成长——基于互联网 英语教学模式初探 张静 中卫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99 互联网技术在对分课堂中的运用策略研究
马宏斌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二等奖
张学民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100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初中数学试卷讲评课的设计与实践 陈霞 银川市北塔中学 二等奖

101 借助“互联网 ”教学模式，打造初中生物灵动课堂 姚德林 隆德县观庄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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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浅析 AR 技术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以“地球的运动”为例 金媛媛 银川市湖畔中学 二等奖

103 互联网 背景下初中音乐教学的新思路
马瑞花 平罗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郭兴林 平罗县第五中学

104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初中体育教学方法探索 喻菊琴 盐池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105
“互联网 教育”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教学内容融合实效性研究 ——吴忠

三中啦啦操教学为例
吕彬 吴忠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106 互联网技术在小学数学课堂上的应用研究 周志明 平罗县城关第二小学 二等奖

107 浅谈义务教育阶段课后延时服务
冯丽萍 银川市西夏区兴泾镇中石油希望小学

二等奖
张晶 银川市西夏区兴泾镇中石油希望小学

108 “互联网 创新教育”背景下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实践与探索
刘玉珍 石嘴山市第二十六小学

二等奖
杨学琴 石嘴山市第二十六小学

109 人工智能助推信息技术学科信息化教学创新模式与方法研究 赵正平 石嘴山市第十五小学 二等奖

110 互联网背景下，落实“双减”促提高，创新“5 2”齐开花 杨娟娟 贺兰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111 互联网 背景下小学美术智慧课堂的构建 张蕊瑞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小学 二等奖

112 基于核心素养视角下“互联网+”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苏宝军 贺兰县立岗镇兰光小学 二等奖

113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小学英语教学策略 杨小红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中心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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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浅谈在互联网背景下，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

渗透课程思政的几点做法

刘银雪 石嘴山市第四小学
二等奖

武帅 石嘴山市第四小学

115 浅析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策略探究 翁延 永宁县李俊镇仁存小学 二等奖

116 论“互联网+教育”创新素养在戏曲文化进校园中的重要性 张乐 石嘴山市第二十二小学 二等奖

117 互联网 背景下的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研究 辛艳 银川阅海小学 二等奖

118 《巧用微课提高小学数学课堂教学》
靳芳芳 石嘴山市第九小学

二等奖
孙姣姣 石嘴山市第九小学

119 浅谈信息技术在农村小学数学课堂中的有效利用 郑建东 贺兰县金山小学 二等奖

120 借助电子书包，构建数学“疑·悟”课堂 石梦娟 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小学 二等奖

121 定“平直” 寻“准绳” 诊结果 王永喜 固原市原州区第十一小学 二等奖

122 依托人工智能助推小学语文课堂效率提升的策略研究 张佳 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 二等奖

123 浅谈互联网 教育与小学音乐教学的有效整合 孔凤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二等奖

124 浅析教学助手在“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应用 王丽 盐池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125 推进“互联网 教育”精准教育发展，让宁夏教育强起来
赵步儒 隆德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曹成 隆德县第三小学

126 “互联网+”教育下小学数学教学游戏化的应用前景 王宏 彭阳县古城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127 互联网 背景下有效运用多种技术 提高汉字教学效率 ——以《中国美食》 马玉玲 银川市金凤区第四回民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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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为例

128 “互联网 ”时代数学智慧教学策略研究 李玺 隆德县教育体育局 二等奖

129 “互联网 ”背景下的中小学体育信息化教学的思路与方法创新

安红兵 宁夏长庆小学

二等奖
张宝 宁夏长庆小学

刘晓源 宁夏长庆小学

杜勇虎 宁夏长庆小学

130 “互联网+”背景下家校合作教育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探究 杨小萍 西吉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131 基于 STEM 教育的小学编程教学设计研究 胡晋国 银川阅海小学 二等奖

132 思维导图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石志琼 银川阅海小学 二等奖

133 略谈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 聂贵凤 海原县七营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134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和策略打造高效好课堂 陈小鹏 银川市金凤区第二小学 二等奖

135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小学数学情景教学策略探究
陈江林 中宁县第九小学

二等奖
刘海燕 中宁县第一中学

136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初探
王爱珍 盐池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董翻领 盐池县第三小学

137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模式探究 岳春芽 石嘴山市第二十小学 二等奖

138 互联网 背景下中高年级学数学构建高效课堂的策略 沈艳萍 银川市永宁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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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的教与学 马自江 同心县教育局 二等奖

140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家校协同育人研究 王雅琴 宁夏教育厅教学研究室 二等奖

141 人工智能助推农村小学英语课堂教学创新 王娟 银川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142 基于“互联网 教育”的新建智慧校园应用示范校构建与应用研究 陈革英 宁夏银川二十一小学 二等奖

143
课堂行为大数据分析应用于创新素养课堂的思考——以《图形的运动（二）

——轴对称》初建课、重构课为例）》
樊琳 金凤区第十二小学 二等奖

144 浅谈如何在小学英语课堂中 借助“互联网 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张萍 吴忠市利通区第九小学

二等奖
王晓玲 吴忠市利通区第九小学

张娜 吴忠市利通区第九小学

宁慧茹 吴忠市利通区第九小学

145 人工智能下的农村小学数学教学方式的问卷调查研究

朱霞妹 银川市西夏区第四小学

二等奖
高建林 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华西希望小学

146 “互联网 ”背景下幼儿爱国情怀的培养策略 石燕 镇罗镇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

147 浅谈幼儿教师对教学助手的应用探究与思考 杜彩虹 隆德县第二幼儿园 二等奖

148 浅谈如何通过教研活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李瑞萍 原州区第一幼儿园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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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 年全区“互联网+教育”应用大赛

优秀组织获奖名单

银川市教育局

贺兰县教育体育局

大武口区教育体育局

利通区教育局

同心县教育局

彭阳县教育体育局

中卫市教育局

沙坡头区教育局

抄送：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