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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获奖教师 

小学语文 

年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东校 喻晓颖 一等奖 

小学 语文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顾芸 一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 康雨薇 一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江宁学校 陈韵 一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吴雯婕 一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高晓云 一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铜川学校 陈珂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周邵湘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金洲小学 蔡婷婷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实验小学 贾懿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树德小学 杨啸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王振楠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第四中学 谢珍绯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西校 陈天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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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管弄新村小学 姚诗绮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东校 马迎春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沈佳雯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 石歆韵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金鼎学校 刘雯雯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郑婉婧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联建小学 高希睿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小学 黄静婷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陆婉婷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三小 袁纹颖 二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实验小学 田莉莉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宜川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王丽佳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方佳佳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江宁学校 傅幸蕾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阮银飞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华阴小学 郑佳雯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文英中心小学 朱斯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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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 蔡啸炀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章衎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神合雪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中心小学 张千智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文达学校 周晓兰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金洲小学 李硕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子长学校 杨莹莹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张杰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小学 陈佳妮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回民小学 李睿妍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沪太新村第一小学 方喆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董玉兰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金绮轩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龚正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周吉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许悦 三等奖 

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第一小学 马蕴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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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 王珊迟 三等奖 

  

初中语文 

年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桃浦中学 顾栗豪 一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曹杨中学 毛娜 一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贺晗黎 一等奖 

初中 语文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唐田田 一等奖 

初中 语文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周亚芹 一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梅陇中学 吴晓菲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谈仲依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孙珍珍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真北中学 李然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沙田学校 王会丽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宋珊华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黄玉婷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兴陇中学 王冰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兰田中学 杨欣蓓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文达学校 詹看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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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语文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侯玲成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汤嫄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江宁学校 刘紫瑜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新杨中学 赵敏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李小敏 二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长征中学 陈梦秋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江宁学校 费筱雯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傅文怡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延河中学 葛辰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龚雅淳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真北中学 李江会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李润丽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新杨中学 李赛男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曹杨中学 李轶川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刘翠萍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怒江中学 刘遥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梅晓寒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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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语文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潘巧媚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铜川学校 潘杨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南

校） 
施雅婷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洵阳中学 王美玲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梅陇中学 魏玮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温毅华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梅陇实验中学 武艳红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兴陇中学 肖霄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徐增雨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许铭玉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兰田中学 张芳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北海中学 赵晴 三等奖 

初中 语文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邹睿 三等奖 

  

高中语文 

学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高中 语文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施佳颖 一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黄敏慧 一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蔡文俊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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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语文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虞怡然 二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连琪 二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市宜川中学 王琦融 二等奖 

高中 语文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刘君若 二等奖 

高中 语文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耿希睿 二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周梦卉 二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市曹杨中学 李红叶 三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市长征中学 胡红艳 三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市长征中学 陈致远 三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谷亚男 三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王真 三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市曹杨中学 王世琴 三等奖 

高中 语文 上海市桃浦中学 孙一凡 三等奖 

  

初中化学 

年段 学科 学校 教师 获奖等第 

初中 化学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校 张晓燕 一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新杨中学 戴依伊 一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孟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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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化学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马红燕 二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殷雪梅 二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铜川学校 沈怡昀 二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曹杨中学 陆凌峰 二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师怡 二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徐音辰 二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沙田学校 章亮琼 二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子长学校 阮家宁 三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兴陇中学 焦理逸 三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沈露兰 三等奖 

初中 化学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嘉家 三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梅陇实验中学 庞慧聪 三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真北中学 刘慧岚 三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兰田中学 王丽红 三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江宁学校 潘沁悦 三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王海梅 三等奖 

初中 化学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南校 蒋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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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 

年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高中 化学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陆元琪 一等奖 

高中 化学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杜佳珉 一等奖 

高中 化学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滕憧 二等奖 

高中 化学 上海市长征中学 张超蓓 二等奖 

高中 化学 上海市宜川中学 赵鹏宇 二等奖 

高中 化学 上海市曹杨中学 陆雯丽 二等奖 

高中 化学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李晨旭 三等奖 

高中 化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陈媛媛 三等奖 

高中 化学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乔宗君 三等奖 

  

小学探究 

学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顾薇嫣 一等奖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都睿 一等奖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第一小学 田珏婧 二等奖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詹佳颖 二等奖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实验小学 黄雯静 二等奖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小学 黄佳音 二等奖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 曹雯婷 三等奖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市普陀区管弄新村小学 陈惕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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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文英中心小学 宣晓乐 三等奖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市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 陈铭 三等奖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东校） 徐子川 三等奖 

小学 
研（探）究

型课程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中心小学 解利 三等奖 

  

小学道法 

学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东校） 郁文 一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 金禕梦 一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回民小学 刘佳 一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华阴小学 颜陈雯 二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东校） 阚颖 二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李佳 二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西校 冯思怡 二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颜佳敏 二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实验小学 姜薇 二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联建小学 吴洁霁 三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小学 金鑫 三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树德小学 姜雯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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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文英中心小学 梅瑜婷 三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沈沁蓓 三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中心小学 张莉娜 三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 朱瀛俐 三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吴雪妍 三等奖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刘子红 三等奖 

  

初中道法 

年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等第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魏佳杰 一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新杨中学 刘婷 一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薛莉 一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黄衍梅 二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丁莹 二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池梦丹 二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张静静 二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梅陇中学 顾慈怡 二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张亦清 二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金鼎学校 张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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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北海中学 崔朋威 二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曹杨中学 王逸凡 二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江宁学校 瞿佳妮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梅陇实验中学 高雅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姚胤嘉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刘炜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王艳丽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张琳霓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沙田学校 卓海梦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张晓茹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真北中学 吴魏青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洛川学校 蔡玉玲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

校） 
姚雪微 三等奖 

初中 道德与法治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汪丹丹 三等奖 

  

高中政治 

年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杨莹 一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市曹杨中学 汤婷婷 一等奖 



 13 / 18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周敏 二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李贇 二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市曹杨中学 董思雨 二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叶倩 二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陶思宇 二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市宜川中学 赵晓雯 二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市桃浦中学 梁冉冉 三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施国娟 三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市长征中学 曹思洁 三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车旭晨 三等奖 

高中 思想政治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丁莹莹 三等奖 

 

初中科学 

年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初中 科学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沈竹君 一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梅陇中学 徐振华 一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李慧影 二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兴陇中学 顾云飞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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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科学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施育欣 二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梅陇实验中学 韩利霞 二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寇经英 二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梅陇中学 钟逸云 二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屠卓莹 三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铜川学校 蒋依雯 三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池茜 三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延河中学 郭婧远 三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赵贇 三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李蒙蒙 三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沈芳 三等奖 

初中 科学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李慧 三等奖 

  

初中生命科学 

年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史珺 一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蒋迪 一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黄昊礽 二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梅陇中学 刘艳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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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梅陇中学 申晓彤 二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南

校） 
叶丹华 二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兴陇中学 陈柳 二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新杨中学 张丽园 二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铜川学校 金梅玲 三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管乐慧 三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吴俊琳 三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徐林 三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蒋舒欣 三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张琳羿 三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

校） 
丁晴晴 三等奖 

初中 生命科学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周子琪 三等奖 

高中生命科学 

年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高中 生物学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朱嘉晨 一等奖 

高中 生物学 上海市曹杨中学 金颖 二等奖 

高中 生物学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姜欢利 二等奖 

高中 生物学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张蕊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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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生物学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贺文迪 三等奖 

高中 生物学 上海市宜川中学 杨洁琼 三等奖 

高中 生物学 华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 魏岩冰 三等奖 

高中 生物学 上海市宜川中学 刘媛琪 三等奖 

  

初中地理 

年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初中 地理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陆欣怡 一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杨婧 一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

校） 
黄依蕊 二等奖 

初中 地理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董欣 二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金鼎学校 孙佳妮 二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甘灵 二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梅陇中学 卫凤 二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刘冬 二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徐元君 三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梅陇实验中学 宫燕 三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孙玮玮 三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南

校） 
夏思瑜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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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地理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沈梦家 三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周佳安 三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桃浦中学 吴晓玲 三等奖 

初中 地理 上海市江宁学校 史雯 三等奖 

高中地理 

学段 学科 学校 姓名 获奖等第 

高中 地理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李懿淼 一等奖 

高中 地理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章佳琳 二等奖 

高中 地理 上海市桃浦中学 聂赛飞 二等奖 

高中 地理 上海市宜川中学 陈杰 二等奖 

高中 地理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徐艺伟 三等奖 

高中 地理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刘婉昕 三等奖 

高中 地理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张霞 三等奖 

高中 地理 上海市曹杨中学 傅一笑 三等奖 

  

二、优秀学科组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语文学科组 

上海市曹杨中学思想政治学科组 

上海市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组 

上海市梅陇中学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组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生物学科组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初中语文教研组 

上海市梅陇中学初中科学学科组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初中生命科学学科组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语文学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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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曹杨中学地理学科组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研（探）究型课程教研组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化学学科组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化学学科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