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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开展 2022 年全市体育与健康优质课

评选观摩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市直各学校：

为进一步深化全市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体育教师

教学能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时也为全市体育教师提供相互

学习、交流和展示自我的平台。经研究，决定开展2022 年全市体

育与健康优质课评选观摩活动，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体育与健康优质课评选观摩活动与评委现场点评。

二、参评教师

详见2022 年全市体育与健康优质课参评教师名单(附件)。

三、时间与地点

(一)时间:2022 年 5 月 25-27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5:00－18:00。相关人员 5 月 24 日下午 16:00 前报到，检查各

活动地点场地布置落实情况。

(二)地点:1.高中组: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联系人:刘少飞，

洛 阳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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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838485290；2.初中组:栾川县实验中学，联系人:刘红涛，

电话:13683849996；3.小学组:栾川县第三实验小学，联系人:闫

闹文，电话:13837948092。

四、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评选出体育与健康优质课一、二、三等奖，并颁发

获奖证书。

五、具体要求

1.本次活动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参评教师需提前

2天把授课年级上报相应组别联系人，便于提前安排班级；参评

教师提前30分钟接触学生，授课时间为40分钟，上课学生数为

40人，需佩戴胸麦（自备）。

2.参评教师准备教案 8 份，用 A4 纸双面打印，授课前交相

关组别评委。

3.常用体育器材由承办学校提供，需提前2天与学校联系备

案，特殊器材自备。

4.观摩教师，每天上午 8:30 前签到完毕，下午 15:00 前签

到完毕。

5.各县区要求领队1人，由体卫站站长担任。

6.本次活动参评、观摩教师的住宿费及交通费用回所在单位

报销。

7.活动期间，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防疫工作。赋黄码

者、活动前 14天内有市外行程轨迹者不得参加活动，本次活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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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教体局和市直各学校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

附件：2022 年全市体育与健康优质课参评教师名单

2022 年 5月 16 日



— 4 —

附 件
2022 年全市体育与健康优质课参评教师名单

日期 时间 姓名 单位 授课内容 学段

25日

8:30-9

:10

王闯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 足球脚内侧踢地滚球 高中

李光怀 洛阳外国语学校 篮球持球交叉步突破技术 高中

王伟博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立定跳远 初中

艾小会 洛阳外国语学校 足球脚内侧传球 初中

卫志扬 洛宁县第一实验小学 原地与行进间运球方法 小学

宁文慧 洛宁县兴宁小学 足球脚内侧踢球 小学

9:30-1

0:10

陈晓东 洛阳市第四十六中学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高中

孙斌 洛阳市第一中学 篮球-挡拆配合 高中

万金龙 洛阳市实验中学 脚背外侧拨球突破+射门 初中

范存洛 洛阳枫叶双语学校 脚内侧传接球 初中

刘新伟 嵩县鹤鸣小学 篮球行进间运球 小学

锁少奇 嵩县饭坡镇饭坡村小学 障碍跑 小学

10:30-

11:10

樊诚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网球正手击球技术 高中

姚兴国 洛阳市第十九中学 行进间运球投篮练习 高中

杜峰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田径-途中跑、障碍跑 初中

李继帅 洛阳地矿双语学校 持球交叉步突破技术 初中

姚云燕 新安县磁涧镇洛新小学 形式的接力跑游戏及体能 小学

王继伟 新安县西关小学 障碍接力跑 小学

15:00-

15:40

张东方 洛阳市第四十三中学 毽球 高中

孙迎哲 洛阳市第二中学 快速跑-起跑后的加速跑 高中

田增华 洛宁县第一实验中学 立定跳远 初中

李黎军 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 足球脚内侧踢球 初中

张文霞 伊川城关街道实验中心小学 技巧-前滚翻 小学

张华 伊川县实验小学 足球脚背正面直线运球 小学

16:00-

16:40

杨超一 洛阳八中 足球正面头顶球 高中

刁建华 洛阳一高 掩护配合及体能练习 高中

付向军 嵩县饭坡镇第一高级中学 双手胸前传接球 初中

武小玲 嵩县城关镇初级中学 蹲踞式起跑 初中

王俊飞 汝阳县第五实验小学 立定跳远 小学

安静丽 汝阳县外国语小学 双人跳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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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17:40

冯程程 洛阳市第十五中学 体能训练 高中

张俊利 洛阳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二十四式太极拳 高中

郭小营 新安县城关镇第二初级中学 前滚翻 初中

邵菲菲 新安县石寺镇第二初级中学 花球啦啦操 初中

韩玉珂 宜阳县莲庄镇沙坡头小学 前滚翻 小学

周艳艳 宜阳县城关镇中街学校 趣味田径单、双脚跳 小学

26日

8:30-9

:10

段潇君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跳远的核心技术环节 高中

徐欣欣 洛宁县高级中学 接力跑下压式交接棒技术 高中

朱利娟 伊川县直中学 弯道跑 初中

何宪昆 伊川县实验中学 蹲踞式起跑 初中

张梅 孟津区城关镇中心小学 技巧-跪跳起 小学

姚苗荫 孟津区开元小学 持轻物掷远 小学

9:30-1

0:10

刘迎超 嵩县中等专业学校 蹲踞式起跑 高中

刘兴逸 嵩县实验中学 侧掩护配合 高中

马世航 汝阳县上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双手头上前掷实心球 初中

刘毅 汝阳县思源实验学校 篮球-双手胸前侧传接球 初中

薛真真 偃师区实验小学 “8”字跳长绳 小学

田小静 偃师区第三实验小学 跳跃与游戏 小学

10:30-

11:10

任亚琴 新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接力跑 高中

王甫 新安县第三高级中学 武术-形神拳 高中

赵灵涛 宜阳县柳泉镇第一初级中学 篮球-体前变向） 初中

张绍妞 宜阳县实验初级中学 短跑 初中

赵志伟 瀍河回族区实验学校 篮球行进间运球 小学

张灏 瀍河回族区东关回民小学 前滚翻 小学

15:00-

15:40

张俊峰 伊川县实验高中 篮球-掩护配合 高中

王姣利 伊川县第一高中 健身健美操 高中

孙亚琦 孟津区麻屯镇第一初级中学 排球抛接球与步伐练习 初中

魏春霞 孟津区实验中学 足球脚内侧运球 初中

庞彦锋 洛阳经开区福民巷小学 轻物掷远 小学

朱红炎 伊滨区枫叶路小学 快速跑 小学

16:00-

16:40

靳新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技术 高中

闫立平 汝阳县教师进修学校 篮球-原地双手胸前传接球 高中

王东峰 偃师区杜甫中学 脚球-叫内侧踢球 初中

邱景景 偃师区实验中学 脚背正面直线运球 初中

沈欣欣 西工区芳林路小学 跨越式跳高 小学

韩高建 西工区第三实验小学 篮球-行进间运球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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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17:40

刘玉 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健美操 高中

尹籽又 宜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健美操 高中

常勇 洛阳市第十一中学 双手持实心球向前掷 初中

牛晓娟 老城区实验中学 啦啦操基本技术及创编 初中

杨春利 老城区第一小学史家沟校区 立定跳远 小学

潘蒲蒲 老城区实验小学 篮球高低运球 小学

27日

8:30-9

:10

郭保亮 孟津区第一中学 足球二过一战术 高中

梅石磊 孟津区第一高级中学 蹲踞式起跑 高中

李向东 洛阳魏书生中学 立定跳远 初中

陈战国 伊滨区寇店中学 足球-曲线运球 初中

陈非非 洛龙区定鼎门小学 合作跑 小学

王宇清 洛龙区未来小学 足球脚内侧曲线运球 小学

9:30-1

0:10

郭晓辉 偃师区偃师高中 健美操基本步伐和编排 高中

李根良 偃师区第一高级中学 头顶球 高中

李巍巍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篮球-行进间运球 初中

周毅 西工区教育体育局 篮球-双手胸前传球 初中

程思 涧西区东方第二小学 立定跳远 小学

韩芙颖 涧西区中信小学 体操技巧-前滚翻 小学

10:30-

11:10

刘少飞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篮球 高中

常仁鹏 栾川县实验高中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高中

刘红举 洛阳幼儿师范学校 行进间高手上篮 高中

孙雷 高新第二初级中学 投掷-双手头上实心球 初中

贾世鹏 涧西区英语学校 健美操 小学

王朝阳 涧西区王翔小学 蹲踞式起跑 小学

15:00-

15:40

任文晓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篮球行进间运球 初中

刘玉龙 洛阳市东升第三中学 双手头前掷实心球 初中

常新雁 栾川县庙子初中 立定跳远 初中

李红晓 栾川县潭头初中 足球脚内侧踢球 初中

郭向阳 栾川县第二实验小学 快乐跳跳跳 小学

李爱霞 栾川县合峪镇中心小学 足球脚底接地滚球 小学

16:00-

16:40

崔喜娟 洛龙区七实校 少年拳 初中

位高伟 洛龙区佃庄中学 原地运球 初中

乔晋争 孟津区双语实验学校 蹲踞式起跑 初中

李琼 洛龙区一实校 立定跳远及辅助练习 初中

徐波 洛阳市实验小学 合作跑与体能发展 小学

王江南 洛龙区洛一高附小 足球脚内侧传球 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