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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教体艺卫〔2018〕191 号 

 

 

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公布 2018 年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优质

课评选结果的通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根据《洛阳市教育局关于举办 2018 年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 

学优质课评选活动的通知》（洛教体艺卫〔2018〕51 号）精神，

为了更好地体现我市体育与健康课改的指导思想，把握体育与

健康教学的规律、提高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展示我市体育与

健康教育教学成果，市教育局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31 日在汝阳

县组织开展了全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优质课评比观摩活动。经

洛阳市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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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层层筛选，评选出一等奖 52 名、二等奖 54 名、三等奖 48 名。

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布。  

    

    附件: 洛阳市2018年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优质课评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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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洛阳市 2018 年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优质课评选结果 
 

姓名 单位 授课内容 证书编号 奖次 

李青 洛阳市第二中学 羽毛球 洛教体艺卫〔2018〕001 一等奖 

李艳霞 洛阳市第四中学 篮球 洛教体艺卫〔2018〕002 一等奖 

李巧会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排球 洛教体艺卫〔2018〕003 一等奖 

胡光辉 洛阳市外语学校 足球 洛教体艺卫〔2018〕004 一等奖 

宗朝辉 洛阳市外语实验高中 足球 洛教体艺卫〔2018〕005 一等奖 

李曲扬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鱼跃前滚翻 洛教体艺卫〔2018〕006 一等奖 

何雪芹 洛阳市回民中学 抖空竹 洛教体艺卫〔2018〕007 一等奖 

武卫卫 洛阳市第四十中学 篮球 洛教体艺卫〔2018〕008 一等奖 

刘磊 洛阳市第四十九中学 接力跑 洛教体艺卫〔2018〕009 一等奖 

王欣 洛阳市第五十中学 篮球 洛教体艺卫〔2018〕010 一等奖 

刘盼盼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 足球 洛教体艺卫〔2018〕011 一等奖 

张克成 洛阳市河洛中学 足球 洛教体艺卫〔2018〕012 一等奖 

王静 洛阳市东方二中 足球脚内侧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013 一等奖 

于瑶琼 洛阳理工附中 网球 洛教体艺卫〔2018〕014 一等奖 

刘静 洛阳市东升二中 足球脚内侧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15 一等奖 

王朝友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起跑及加速跑 洛教体艺卫〔2018〕016 一等奖 

程莹 偃师市第五高级中学 简化 24式太极拳第一组 洛教体艺卫〔2018〕017 一等奖 

赵晓丽 偃师市伊洛中学（小学部） 跳绳 双手正摇并脚跳 洛教体艺卫〔2018〕018 一等奖 

莫闪闪 孟津县朝阳镇中心小学 体育课协调性练习 洛教体艺卫〔2018〕019 一等奖 

孙亚琦 孟津县麻屯镇第一初级中学 健美操小组合 洛教体艺卫〔2018〕020 一等奖 

王治国 新安县北冶镇六村小学 田径：快速跑 洛教体艺卫〔2018〕021 一等奖 

张安琪 新安县第三高级中学 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洛教体艺卫〔2018〕022 一等奖 

张莎 新安县正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足球:脚内侧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23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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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静静 宜阳县莲庄镇初级中学 健美操基本步伐 洛教体艺卫〔2018〕024 一等奖 

王盟 宜阳一高 原地双手胸前传接球 洛教体艺卫〔2018〕025 一等奖 

李建鸟 伊川县城关镇实验中心小学 足球-脚内侧踢球 洛教体艺卫〔2018〕026 一等奖 

张流宝 伊川县鸦岭镇第一初级中学 足球-脚内侧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27 一等奖 

段卫周 伊川县直中学 足球——曲线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28 一等奖 

张会勋 伊川职业教育中心 篮球基础战术-掩护配合 洛教体艺卫〔2018〕029 一等奖 

鲍森虎 汝阳县柏树乡杨沟小学 篮球行进间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30 一等奖 

刘喜波 汝阳县上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足球正面头顶球 洛教体艺卫〔2018〕031 一等奖 

张向前 汝阳县实验高中 篮球行进间低手投篮 洛教体艺卫〔2018〕032 一等奖 

杨延伟 嵩县第一高级中学 篮球传切配合 洛教体艺卫〔2018〕033 一等奖 

李爱霞 栾川县第三实验小学 足球脚内侧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034 一等奖 

贾非 栾川县狮子庙中学 足球传接球练习 洛教体艺卫〔2018〕035 一等奖 

李红记 栾川一高 篮球行进间低手投篮 洛教体艺卫〔2018〕036 一等奖 

常红霞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小学 双手头上掷实心球 洛教体艺卫〔2018〕037 一等奖 

席玉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蹲踞式起跑技术 洛教体艺卫〔2018〕038 一等奖 

张晓晓 洛宁县小界乡王村初级中学 足球--运球技术 洛教体艺卫〔2018〕039 一等奖 

张乾 涧西区东升一小 脚底接地滚球 洛教体艺卫〔2018〕040 一等奖 

邱  瑞 涧西区英语学校 脚底接地滚球 洛教体艺卫〔2018〕041 一等奖 

王凯 西工区西下池小学 轻物投掷 洛教体艺卫〔2018〕042 一等奖 

任耀昌 老城区古香小学 跨越式跳高 洛教体艺卫〔2018〕043 一等奖 

石峰 瀍河区第一实验小学 足球游戏 洛教体艺卫〔2018〕044 一等奖 

王小强 吉利区实验小学 双手从头后向前抛实心球 洛教体艺卫〔2018〕045 一等奖 

白炎波 洛龙区二实小 花样跳绳 洛教体艺卫〔2018〕046 一等奖 

王耀峰 洛龙区二中 运球绕杆 洛教体艺卫〔2018〕047 一等奖 

杨鸿恩 高新区第四初级中学 篮球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 洛教体艺卫〔2018〕048 一等奖 

靳世博 龙门园区二实校 篮球 胸前双手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049 一等奖 

王静伟 龙门园区二小 篮球 行进间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50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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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 伊滨区和谐小学 足球《控球与游戏》 洛教体艺卫〔2018〕051 一等奖 

陈战国 伊滨区庞村镇三中 足球《脚内侧直线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52 一等奖 

段宝堆 洛阳市旅游学校 耐力跑 洛教体艺卫〔2018〕053 二等奖 

聂文君 洛阳市四十四中 足球-正面头顶球 洛教体艺卫〔2018〕054 二等奖 

康志恒 洛阳市四十六中 田径 洛教体艺卫〔2018〕055 二等奖 

何婷 洛阳市五十五中 篮球体前变向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56 二等奖 

彭佳佳 东方二中 足球头顶球 洛教体艺卫〔2018〕057 二等奖 

李文政 东升二中 篮球体前变向换手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58 二等奖 

周宏武 偃师高中 足球－脚内侧停球 洛教体艺卫〔2018〕059 二等奖 

李世强 偃师市大口镇中学 足球 曲线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60 二等奖 

崔利娜 偃师市缑氏镇扒头小学 足球 脚内侧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061 二等奖 

李国军 偃师市市直中学 篮球 直线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62 二等奖 

牛宏伟 偃师市伊洛中学 足球 脚内侧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063 二等奖 

许峥嵘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足球二过一配合 洛教体艺卫〔2018〕064 二等奖 

乔晋争 孟津县双语实验学校 立定跳远 洛教体艺卫〔2018〕065 二等奖 

周丹田 孟津县小浪底镇中心小学 健美操基本步伐 洛教体艺卫〔2018〕066 二等奖 

柳学伟 新安县城关镇第三初级中学 足球:脚内侧运球、足球操 洛教体艺卫〔2018〕067 二等奖 

向传坤 新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田径：弯道跑 洛教体艺卫〔2018〕068 二等奖 

江玉惠 新安县实验小学 足球：脚背外侧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69 二等奖 

陈浩浩 宜阳锦屏镇一中 足球脚内侧踢球 洛教体艺卫〔2018〕070 二等奖 

黄  超 宜阳实验一高 行进间双手胸前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071 二等奖 

王艺飞 宜阳县樊村镇中心小学 熟悉球性 洛教体艺卫〔2018〕072 二等奖 

鲁勤学 伊川二高 武术-——形神拳 洛教体艺卫〔2018〕073 二等奖 

高建霞 伊川县滨河高中 足球-脚内侧停球 洛教体艺卫〔2018〕074 二等奖 

张智栋 伊川县葛寨小学西区 足球-曲线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75 二等奖 

张丁丁 伊川县实验高中 耐力跑 洛教体艺卫〔2018〕076 二等奖 

梁利利 伊川县实验中学 足球-脚内侧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077 二等奖 



 

— 6 — 

金晓阳 汝阳县蔡店乡第二初级中学 自编韵律操 洛教体艺卫〔2018〕078 二等奖 

魏丰 汝阳县刘店镇红里小学 青春魅力健身操 洛教体艺卫〔2018〕079 二等奖 

杜灿辉 汝阳县实验高中 篮球运动—画圆技术 洛教体艺卫〔2018〕080 二等奖 

魏佳奇 嵩县大章镇初级中学 脚背正面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81 二等奖 

杨佩佩 嵩县饭坡镇第一初级中学 脚内侧传地滚球 洛教体艺卫〔2018〕082 二等奖 

乔超东 嵩县实验中学 脚背曲线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83 二等奖 

刘红涛 栾川实验中学 足球脚内侧运球过障碍 洛教体艺卫〔2018〕084 二等奖 

贺丽波 洛宁县东宋镇中心小学 立定跳远 洛教体艺卫〔2018〕085 二等奖 

赵建波 洛宁县马店镇初级中学 双手胸前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086 二等奖 

张冰冰 洛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篮球行进间低手上篮 洛教体艺卫〔2018〕087 二等奖 

贾爱丽 涧西区区实验小学 毽球小能手 洛教体艺卫〔2018〕088 二等奖 

顾珺雯 涧西区天津路小学 立定跳远 洛教体艺卫〔2018〕089 二等奖 

李悦 东方一小 武术 洛教体艺卫〔2018〕090 二等奖 

蘧玉洁 西工区实验小学 趣味跳绳 洛教体艺卫〔2018〕091 二等奖 

胡小龙 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 快速跑 洛教体艺卫〔2018〕092 二等奖 

郑朝辉 老城区道北路小学 模仿青蛙跳与游戏 洛教体艺卫〔2018〕093 二等奖 

杨晓辉 老城区坛角小学 50 米快速跑 洛教体艺卫〔2018〕094 二等奖 

张灏 瀍河区东关回民小学 足球游戏 洛教体艺卫〔2018〕095 二等奖 

冯嘉琦 瀍河区恒大分校 投掷 洛教体艺卫〔2018〕096 二等奖 

刘方玉 吉利区阳光小学 篮球体前变向换手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97 二等奖 

李争先 洛龙区九小 跳绳-左右侧摆直摇跳 洛教体艺卫〔2018〕098 二等奖 

陈非非 洛龙区龙泰小学 足球-脚背正面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099 二等奖 

刘庆辉 洛龙区未来小学 足球-脚内侧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100 二等奖 

王玉 高新区丰鑫小学 脚内侧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101 二等奖 

张朝伟 高新区延秋小学 篮球高低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102 二等奖 

王玎玎 高新区貟庄小学 立定跳远 洛教体艺卫〔2018〕103 二等奖 

张妙臣 龙门园区一小 加速跑 洛教体艺卫〔2018〕104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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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西茹 伊滨区佃庄镇酒务小学 足球《足球游戏》 洛教体艺卫〔2018〕105 二等奖 

李向东 伊滨区李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足球《脚内侧踢球》 洛教体艺卫〔2018〕106 二等奖 

邢超 洛一高 技巧 洛教体艺卫〔2018〕107 三等奖 

冯秀菊 洛阳市八中 足球 洛教体艺卫〔2018〕108 三等奖 

马维卫 洛阳市十五中 足球 洛教体艺卫〔2018〕109 三等奖 

朱辉 洛阳市十五中 立定跳远 洛教体艺卫〔2018〕110 三等奖 

郑磊 洛阳市二十二中 篮球 洛教体艺卫〔2018〕111 三等奖 

李明明 洛阳市实验中学 篮球 洛教体艺卫〔2018〕112 三等奖 

王鹏 洛阳市四十八中 足球原地前额正面头顶球 洛教体艺卫〔2018〕113 三等奖 

庞洛勇 东升三中 足球原地头顶球 洛教体艺卫〔2018〕114 三等奖 

付小兴 二外 足球脚内侧踢球 洛教体艺卫〔2018〕115 三等奖 

段建辉 偃师市第一高级中学 篮球－掩护配合 洛教体艺卫〔2018〕116 三等奖 

刘俊克 偃师市实验高中 守门员单腿跪撑式接地滚球 洛教体艺卫〔2018〕117 三等奖 

邱景景 偃师市实验中学 足球 脚内侧踢球 洛教体艺卫〔2018〕118 三等奖 

杨利娟 偃师市翟镇镇圪垱头小学 快乐跟头与游戏 洛教体艺卫〔2018〕119 三等奖 

赵萌萌 孟津县第二县直中学 足球—脚内侧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120 三等奖 

王林吉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篮球侧掩护配合 洛教体艺卫〔2018〕121 三等奖 

郭保亮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气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洛教体艺卫〔2018〕122 三等奖 

刘轻卫 孟津县横水镇中心小学 足球脚背正面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123 三等奖 

郭俊辉 孟津县平乐镇初级中学 篮球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124 三等奖 

高灿国 孟津县职教中心 足球运球射门素质练习 洛教体艺卫〔2018〕125 三等奖 

张大芳 新安县北冶镇柿树岭小学 足球:脚内侧运球、游戏 洛教体艺卫〔2018〕126 三等奖 

李琳 宜阳柳泉镇三中 篮球原地胸前双手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127 三等奖 

张燕燕 宜阳石陵一中 足球脚内侧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128 三等奖 

张静鸟 伊川县白元镇省元头学校 足球-脚内侧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129 三等奖 

常兴潘 伊川县白沙镇初级中学 足球-脚内侧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130 三等奖 

赵亚卫 汝阳县柏树乡初级中学 篮球行进间低手投篮 洛教体艺卫〔2018〕131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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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胜乐 汝阳县蔡店乡第一初级中学 篮球原地单手肩上投篮 洛教体艺卫〔2018〕132 三等奖 

朱小可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篮球原地单手肩上投篮 洛教体艺卫〔2018〕133 三等奖 

陶明义 嵩县车村镇第二初级中学 脚内侧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134 三等奖 

程颖颖 栾川第五实验小学 足球脚背内侧踢球 洛教体艺卫〔2018〕135 三等奖 

庞    毅 栾川实验高中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洛教体艺卫〔2018〕136 三等奖 

亢理乐 洛宁县城郊乡坞西中学 站立式起跑 洛教体艺卫〔2018〕137 三等奖 

王红军 洛宁县马店镇东仇小学 足球--熟悉球性、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138 三等奖 

吴亚秋 洛宁县兴华镇沟口小学 乒乓球反手推挡技术 洛教体艺卫〔2018〕139 三等奖 

曾超盛 涧西区厂北小学 足球脚内侧传球 洛教体艺卫〔2018〕140 三等奖 

王金 涧西区中信小学 模仿走与游戏 洛教体艺卫〔2018〕141 三等奖 

司马超 涧西区周山路小学 足球脚背正面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142 三等奖 

任露露 西工区第二外国语小学 掷沙包 洛教体艺卫〔2018〕143 三等奖 

李文娟 老城区道北路小学 篮球行进间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144 三等奖 

张晶霞 瀍河区东新安街小学 跳大绳 洛教体艺卫〔2018〕145 三等奖 

张欣 吉利区第一小学 篮球行进间运球 洛教体艺卫〔2018〕146 三等奖 

张卫国 洛龙区六实校中学 脚内侧传接球 洛教体艺卫〔2018〕147 三等奖 

崔喜娟 洛龙区七实校 单摇跳和双人同步跳绳 洛教体艺卫〔2018〕148 三等奖 

任福荣 洛龙区十七中 足球-脚内侧踢球 洛教体艺卫〔2018〕149 三等奖 

杨治春 高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篮球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 洛教体艺卫〔2018〕150 三等奖 

李旭强 龙门园区一实校 篮球原地单手肩上投篮 洛教体艺卫〔2018〕151 三等奖 

王可可 伊滨区李村镇陈沟小学 足球《脚背正面踢球》 洛教体艺卫〔2018〕152 三等奖 

李艳红 伊滨区诸葛镇第一初级中学 足球《脚内侧踢球》 洛教体艺卫〔2018〕153 三等奖 

杨凌燕 伊滨区诸葛镇梁村小学 足球《脚内侧踢球》 洛教体艺卫〔2018〕154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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