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 知识点 姓名 设区市 学校 指导教师 指导老师单位 奖项

小学语文 仿写句子 敖丹 南昌市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彭雪仔 南丰县子固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成语（俗语） 陈新明 赣州市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廖举荣 赣州市三江乡新江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默写，体会作品的情感（诗词） 付海梅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四小学 杨琼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实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记叙文） 黎忠海 赣州市 信丰县古陂镇中心小学 杨莉 瑞金市金都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文言文综合阅读 李华萍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蓉江街道大树小学 李文豪 会昌县周田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成语（俗语） 刘祥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乡中心小学 黎艳琴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远大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散文阅读 卢燕 赣州市 赣州市章江路小学 邓徐斌 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梁万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 唐春红 南昌市 南昌市红谷滩区第三小学 付海梅 宜春市樟树市第四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文学文化常识 汪惠群 九江市 江西省庐山通远小学 肖文艺 赣州市杨梅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 肖晨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学校 李建勇 幽兰镇第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形近字辨析，组词 肖佳 吉安市 永丰县实验学校 黄艳红 新余市渝水第八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 谢黎思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吉埠吉埠小学 彭敏 上犹县第一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 熊玲 南昌市 进贤县民和第六小学 江丽娟 赣州市金星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词语搭配，成语（俗语） 熊瑛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学校 程永强 浮梁县湘湖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 鄢虹 宜春市 丰城市新城小学 熊玲 进贤县民和第六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 杨莉 赣州市 瑞金市金都小学 黎忠海 信丰县古陂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默写 杨琼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实验小学 范存财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散文阅读 余玲玲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小学 钟望 信丰县古陂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赵小燕 萍乡市 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名胜区麻田中心学校 帅歌红 奉新县冯川镇第三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 钟金梅 新余市 分宜县第二中心小学 黄爱兵 江西省教育技术与装备发展中心 一等奖

小学语文 解释词义，解释字义 钟艳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区第二小学 王欢 奉新县冯川镇第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语文 诗词综合阅读 周兆霞 赣州市 赣县南塘镇中心小学 温天斌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红旗学校 一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敖晓武 新余市 水北镇第二小学 陈志敏 新余市渝水第四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曾山丹 南昌市 南昌市南钢学校 余戈 南城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陈春娥 赣州市 赣州市大公路第一小学 苏群 萍乡市翠湖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改正错别字 陈雁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朱宣谕 赣州市章江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成云 南昌市 南昌市万科城小学 胡丽华 贵溪市天禄中心学校 二等奖

小学语文 仿写句子，修辞手法 范欣雅 宜春市 丰城市白土中心小学 敖晓武 新余市水北镇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黎艳琴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远大小学 陈新明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体会作品的情感（诗词） 李琼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红旗小学 郭丽芳 赣州市潭东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散文阅读 李梓璇 新余市 新余市铁路小学 卢俏玲 上犹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廖举荣 赣州市 赣州市三江乡新江小学 聂荣卿 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 二等奖

小学语文 理解有关词句的意思（记叙文） 廖琦 南昌市 南昌市文教路小学 蔡珍 景德镇市第二十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写字 廖秋香 赣州市 会昌县文武坝镇中心小学 刘慧 上犹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诗词综合阅读 林聪 赣州市 赣州市水东中心小学 周天杭 华东交通大学附属子弟学校 二等奖

小学语文 拼音，实词和虚词，断句 林燕珍 赣州市 于都县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林红萍 于都县胜利学校 二等奖

小学语文 仿写句子 刘世辉 萍乡市 芦溪县芦溪镇第二中心学校 肖佳 永丰县实验学校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词语的结构 刘婷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涂能吉 艾溪湖一小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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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知识点 姓名 设区市 学校 指导教师 指导老师单位 奖项

小学语文 默写，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 刘中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实验小学 熊瑛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学校 二等奖

小学语文 了解文章的表达顺序和基本表达方法 聂荣卿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 唐秋兰 江西省乐平市第九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谭永红 赣州市 赣州市嵯峨寺小学 郑勤勤 新建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形近字辨析，组词 陶燕 南昌市 南昌市育新学校 江新华 赣州市金星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解释词义，解释字义 温天斌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红旗学校 谢树春 信丰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解释词义，解释字义 肖芳芬 赣州市 信丰县嘉定镇中心小学 吴冬龙 新建区竞晖学校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词语搭配 肖金明 赣州市 瑞金市谢坊镇黄下小学 欧阳梅 新建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诗词综合阅读 肖琦 赣州市 赣州市水东虎岗小学 唐春红 南昌市红谷滩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文学文化常识 徐玮 上饶市 上饶市信州区第五小学 肖晨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学校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词语搭配，关联词语 鄢文英 上饶市 玉山县瑾山小学 钟松莲 新干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杨秋英 上饶市 上饶市信州区第五小学 杨贵荣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镇第四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体会作品的情感（诗词） 易昊 宜春市 宜春市第四小学 刘羡和 丰城市洛市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词语搭配，成语（俗语） 应文娟 南昌市 南昌市万科城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查字典 袁日昱 赣州市 龙南市龙南镇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张兴玲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区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仿写句子 钟婷 赣州市 赣州市红旗大道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关联词语 邹英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语文 仿写句子，改写句子，辨析病句 艾雅萍 吉安市 吉安县城关一小 三等奖

小学语文 默写，体会作品的情感（诗词） 蔡珍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第二十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散文阅读 曾村楠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仿写句子，修辞手法 邓涛 赣州市 瑞金市谢坊镇逸挥基金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了解文章的表达顺序和基本表达方法 付宇晨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学校 三等奖

小学语文 小练笔 胡玲君 南昌市 南昌市万科城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说明方法 胡芸 南昌市 南昌市华安学校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解释词义，解释字义 黄风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词语的分类 黄丽君 赣州市 瑞金市叶坪乡王屋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词语搭配 黄琴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多音字辨析 黄琼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东山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拼音 黄燕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实词和虚词 黄燕 赣州市 赣州市章江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焦蕾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永安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默写 赖婧慧 赣州市 赣州市香江路小学 何石莲 上犹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拼音 李佳玲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文学文化常识 李丽 南昌市 进贤县民和第六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散文阅读 李文豪 赣州市 会昌县周田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概括大意（记叙文） 梁先冉 九江市 瑞昌市第六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散文阅读 廖可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文学文化常识 林佳瑞 九江市 武宁县民族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林佳翌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学校 三等奖

小学语文 修辞手法 刘翠英 赣州市 信丰县花园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修辞手法 刘芳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散文阅读 刘慧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诗词综合阅读 刘丽君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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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知识点 姓名 设区市 学校 指导教师 指导老师单位 奖项

小学语文 文学文化常识 刘丽玫 赣州市 赣州市三江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了解文章的表达顺序和基本表达方法 刘美桃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多音字辨析 刘绍春 上饶市 上饶市信州区朝阳光明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散文阅读 罗云云 赣州市 宁都县田头镇车头完小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说明方法 毛远花 宜春市 奉新县冯川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汉字的结构 彭雪仔 抚州市 南丰县子固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史可欣 南昌市 南昌市豫东学校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诗词综合阅读 史文彬 吉安市 泰和县冠朝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成语（俗语） 苏群 萍乡市 萍乡市翠湖小学 邹荣梅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王菲 赣州市 赣州市香江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 吴美华 抚州市 南丰县子固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诗词综合阅读 吴亚明 南昌市 进贤县民和第六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形近字辨析，组词 夏茵茵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词语搭配 肖风平 南昌市 南昌县金沙路小学二部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肖玉娟 赣州市 赣州市潭口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谢美娥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小学康达校区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谢美霞 赣州市 于都县明德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成语（俗语） 谢沅芳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大作文 叶丽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拼音 游碧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诗词综合阅读 袁莲英 南昌市 南昌市文教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关联词语 张遥丽 赣州市 赣州市蟠龙水碓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赵春艳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记叙文阅读 钟史梅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文言文综合阅读 钟松莲 吉安市 新干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散文阅读 周文睿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学校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词语搭配 朱鸿燕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修辞手法 朱香香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语文 词语搭配 朱宣谕 赣州市 赣州市章江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及应用 曹远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朱坊乡中心小学 袁宜英 信丰县第五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曾天新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小学 刘真 信丰县第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负数的意义及其应用 曾婷 赣州市 于都县明德小学 贺建发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江口小学教学点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意义，求比值和化简比 车智文 上饶市 上饶市信州区第五小学 黄平英 上犹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角的度量 陈建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阳埠中心小学 郭玉坤 赣州市南康区东山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其他实际应用 陈罗燕 赣州市 瑞金市谢坊镇水南小学 王丽华 赣州市三江东谷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圆柱的体积 陈伟华 赣州市 瑞金市谢坊镇水南小学 卢佩娇 抚州市临川区特殊教育学校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运算定律与简便运算 邓良军 赣州市 上犹县营前镇中心小学 吴和英 南昌市青山湖区青新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角的概念及其分类 邓志明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四小学 王红梅 信丰县万隆乡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列方程解含有多个未知数的应用题 高伦伟 赣州市 于都县新陂乡移陂小学 汪坤源 章江路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过直线上或直线外一点作直线的垂线 龚卫东 宜春市 樟树市大桥下汽张家小学 王炎贵 会昌县筠门岭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率应用题，比的意义 顾连妹 赣州市 信丰县陈毅希望学校 谢淑妤 安远县城北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运用平移、对称设计图案 郭衍龙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朱坊乡联新小学 刘勇强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从不同方向观察物体和几何体 郭玉坤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东山中心小学 龚卫东 樟树市大桥下汽张家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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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知识点 姓名 设区市 学校 指导教师 指导老师单位 奖项

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何魁 九江市 九江市双峰小学 张光辉 东乡区荆公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形的周长 何珍 赣州市 赣州市水东虎岗小学 罗俊辉 赣州市赣县区韩坊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乘整数及应用 胡军锋 南昌市 南昌高新区第三小学 吴集洋 赣州市紫荆路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有关圆的应用题 黄玲洁 赣州市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刘丹 赣州市赣县区江口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黄平英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小学 车智文 上饶市信州区第五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提问题”、“填条件”应用题 黄秋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罗钦华 芦溪县上埠镇中心学校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黄仁亮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吴少泳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三角形的面积 黄薇霞 上饶市 上饶市信州区第五小学 张小金 于都县第三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乘小数及应用 焦博文 赣州市 赣州市潭东中心小学 许春燕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作平移后的图形 赖佳俊 赣州市 信丰县花园小学 焦博文 赣州市潭东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加法和减法的关系 雷永聪 抚州市 东乡区第二小学 徐菲 丰城市上塘第三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组合图形的面积（不含圆） 李彩青 赣州市 大余县水城小学 王翔 赣州市赣县区茅店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平移 李海军 新余市 新余市铁路小学 危帅平 抚州市临川区特殊教育学校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率应用题 李河滨 赣州市 信丰县古陂镇中心小学 王陆璐 南昌市进贤门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画线段 李萍华 赣州市 于都县明德小学 邓良军 上犹县营前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体的表面积 李伟 赣州市 信丰县奥信小学 严颖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倒数的认识 李旭红 赣州市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宋钊 后埠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平行的特征及性质 连凌燕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镇大岭片中心小学 何魁 九江市双峰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周长的概念与比较 廖贵明 赣州市 信丰县古陂镇中心小学 朱卉 大余县东门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按比例分配应用题 刘丹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江口中心小学 陈玲英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方程的解和解方程（分数） 刘晶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二小学 范环 抚州市临川区特殊教育学校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税率 刘巧艳 赣州市 寻乌县实验小学 黄超 修水县义宁镇第四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万以内数的加减混合及应用 刘事权 赣州市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朱永龙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红旗学校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按比例分配应用题 刘书芳 赣州市 瑞金市长征小学 谢显慧 赣州市章江路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倒数的认识 刘小英 赣州市 寻乌县三二五小学 黄箕健 上犹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平移 刘英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中心小学 张小栋 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千克的认识及应用 刘勇强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蒋铭国 乐平市第十一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角的大小比较 卢建色 南昌市 南昌市城东学校 朱聪英 赣州市章江路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卢艳梅 赣州市 信丰县陈毅希望学校 刘新招 于都县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正、负数的意义及其应用 罗春发 赣州市 瑞金市象湖镇瑞明小学 喻龚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观上镇陈家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形的周长 罗华生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白石中心小学 彭洪英 萍乡市安源区城区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圆锥的体积 罗黎红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实验小学 周小武 崇仁县江重实验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潘国平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邱小玲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用字母表示数 秦立毅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易娟 南昌市豫东学校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一个数除以小数及应用 邱全顺 赣州市 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 王江平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作轴对称图形 邱小玲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程艳艳 南昌市新世纪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利用扇形统计图解决问题 邱玉青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湖江乡湖新中心小学 李河滨 信丰县古陂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运算定律与简便运算 宋芳慧 南昌市 进贤县民和第六小学 李誉 新余市逸夫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从单式折线统计图中获取信息 田青兰 南昌市 南昌县莲塘第一小学 李斌 瑞金市谢坊镇迳口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率应用题 汪金水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乐港镇袁家小学 吴斌 信丰县第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的乘法及应用 汪南征 上饶市 上饶市信州区第五小学 廖燕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从不同方向观察多个几何体 王春萍 吉安市 泰和县灌溪乡桃源小学 熊国强 泰和县灌溪乡桃源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王小梦 赣州市 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 谢忠灯 宁都县田头镇车头完小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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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分数的简单应用 王燕 赣州市  瑞金市红井小学 龙欢 南昌市新才学校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过直线上或直线外一点作直线的垂线 魏小燕 赣州市 于都县站前小学 肖才文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温娜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孙晓明 于都县雩山中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形的周长 吴斌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小学 赖青粮 信丰县正平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数据收集整理 吴昌萍 赣州市 上犹县第一小学 陈丽萍 九江市九江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轴对称，平移，旋转 吴和妹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一小学 肖清 信丰县嘉定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时间的推算及应用（时、分、秒） 吴少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许兰波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夏明 赣州市 瑞金市九堡镇谢村小学 朱绍霞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三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形的周长 肖福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一小学 肖丽 信丰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梯形的特征及分类 肖兰 赣州市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朱芸芸 九江市双峰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三角形的面积 肖丽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二小学 肖福英 信丰县第一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肖清 赣州市 信丰县嘉定镇中心小学 肖玉 信丰县嘉定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及应用 肖玉 赣州市 信丰县嘉定镇中心小学 程腾辉 九江市双峰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探索某些实物体积的测量方法 谢忠灯 赣州市 宁都县田头镇车头完小 廖秀华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熊国强 吉安市 泰和县灌溪乡桃源小学 王春萍 泰和县灌溪乡桃源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公倍数的应用题 徐扬幸 赣州市 赣州市凤岗蔗山小学 黄仁亮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一位小数的加减及应用 严颖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李正发 赣州市章贡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乘法的估算（三位数乘两位数） 阳桥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七小学 卢文萍 南昌市新世纪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组合图形的面积（含圆） 杨志良 赣州市 会昌县麻州中心小学 袁慧珍 定南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过直线外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平行线 尧文莲 赣州市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邱艳萍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正、负数的认识与读写 余婷 宜春市 奉新县冯川第一小学 朱海斌 信丰县大阿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圆的认识与圆周率 喻龚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观上镇陈家小学 罗春发 瑞金市象湖镇瑞明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袁宜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从不同方向观察物体和几何体 张光辉 抚州市 东乡区荆公小学 龚家强 奉新县冯川镇第一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扇形统计图的特点 张小栋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中心小学 邓志明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四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旋转 钟慧娟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赤土民族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事件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钟望 赣州市 信丰县古陂镇中心小学 程思琴 丰城市梅林低山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绘制复式条形统计图 钟星 赣州市 赣县湖江乡丰竹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近似数及其求法 朱绍霞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三小学 夏明 瑞金市九堡镇谢村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画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 朱小丽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三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乘小数及应用 邹俐珍 南昌市 进贤县罗溪南阳小学 周琴 南昌高新区第三小学 一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除法的商的变化规律 蔡毅 赣州市 赣州市田心明德小学 余萍萍 武宁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曹丽凤 赣州市 信丰县花园小学 王小梦 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求比值和化简比 曾桂长 赣州市 会昌县周田中心小学 代琴 信丰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曾清 赣州市 赣州市水东中心小学 孟怡琳 丰城市新城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简单应用 曾忠文 赣州市 会昌县会昌小学 曾婷 于都县明德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时间的推算及应用（时、分、秒） 陈爱民 赣州市 瑞金市金都小学 刘晶 信丰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陈丽娟 赣州市 信丰县花园小学 王青珍 赣州市阳明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陈丽萍 九江市 九江市九江小学 赖继红 赣州市田心明德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陈玲英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张薇 寻乌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分数 陈柳 赣州市 会昌县麻州中心小学 罗黎红 赣州市南康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的加法和减法及应用 陈旻翔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文艺小学 邹艳丽 南城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面积的估测 陈雪君 赣州市 赣州市飞扬路小学 潘国平 寻乌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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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分数与整数的除法应用题 陈玉清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茅店中心小学 章琼 崇仁县三山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程珊 吉安市 永丰县恩江小学 张丽萍 上犹县社溪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亿以内数的认识 程思琴 宜春市 丰城市梅林镇低山小学 连凌燕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镇大岭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池平平 赣州市 会昌县小密中心小学 胡雅楠 赣州市红旗大道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画圆，数对与位置 邓小健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俞文福 婺源县紫阳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角的度量 董珊 赣州市 大余县黄龙镇叶敦小学 祝明峰 上饶市广丰区壶峤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可能性的大小 范环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特殊教育学校 郭久阳 遂川县泉江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应用 方品 上饶市 婺源县紫阳第一小学 杨志良 会昌县麻州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运算定律与简便运算 高美芝 上饶市 余干县枫港乡中心小学 李萍华 于都县明德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龚芬芬 南昌市 南昌县黄马乡冯家小学 曾东红 于都县明德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的近似数及其求法 辜慧 赣州市 上犹县第一小学 管仕江 南昌市青山湖学校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数与形结合的规律 郭兴华 赣州市 信丰县正平镇九渡中心小学 骆丽霞 上犹县平富学校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比例尺 韩和海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韩坊中心小学 刘招林 于都县明德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三角形的面积 洪薇 景德镇市 景德镇陶新小学 林龙 于都县胜利学校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圆柱的展开图 华燚 景德镇市 乐平市第十一小学 冯香平 南昌市高新区第四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有关圆的周长应用题 黄超 九江市 修水县义宁镇第四小学 刘英 上犹县第五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直线、线段和射线的认识 黄春莲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小学 刘英 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2、3、5的倍数特征 黄海金 赣州市 信丰县第九小学 黄水金 南昌大学附属小学前湖分校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百分数复合应用题 黄菊芳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直线、线段和射线的认识 黄娜 宜春市 奉新县冯川镇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用字母表示数，正方形的周长 黄维香 赣州市 赣州市蟠龙车头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握手问题 姜买华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韩坊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正方形的周长 赖财红 赣州市 大余县新城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简单应用 赖华松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数对与位置 赖天佑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圆、圆环的周长 蓝美莲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蓝希珍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周长的概念与比较 李桂华 赣州市 赣州市红旗大道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数与形结合的规律 李华娣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加减法中的巧算 李勤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羊子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将简单图形平移或旋转一定的度数 李小琴 宜春市 奉新县第五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圆锥的体积 李雨姣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约分的认识与应用 廖建 赣州市 龙南市龙南镇新都学校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与整数的除法 廖蔚 赣州市 赣县南塘镇中心小学 刘冬萍 会昌县麻州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画圆 廖小娟 宜春市 奉新县冯川第一小学 周金凤 南昌市城东学校 二等奖

小学数学 面积的意义与比较 凌羊群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圆、圆环的周长 刘伯钦 赣州市 瑞金市云石山乡丰垅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七巧板 刘聪华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行程问题 刘冬萍 赣州市 会昌县麻州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游戏规则的公平性 刘丽 赣州市 赣州市潭口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的四则混合运算（除加减在内） 刘瞒娣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除法的估算（除数是一位数） 刘清如 赣州市 赣州市黄金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的除法及应用，有余数的除法 刘秀针 新余市 分宜县第二中心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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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刘永锋 赣州市 于都县明德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刘永罡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平移 刘云峰 赣州市 龙南市龙南镇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简单应用 刘运香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白石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的乘法及应用 刘珍珍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小数复合应用题 刘真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乘法及应用 刘宗妹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2、3、5的倍数特征 卢奇 赣州市 信丰县奥信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组合图形的面积 卢翔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小学 谢寅 南昌市百花洲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分数 罗慧 赣州市 赣州市铁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罗俊辉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韩坊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从不同方向观察多个几何体 罗林香 赣州市 兴国县城岗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的除法及应用 马能胜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一位小数的加减及应用 马荣兰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有余数的除法（除数是两位数） 毛远红 南昌市 新建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孟怡琳 宜春市 丰城市新城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欧阳春花 赣州市 安远县东江源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角的度量 彭洪英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区城区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垂直与平行的特征及性质 彭华珍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湘东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两位数与两位数的笔算乘法及应用 彭娟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四小学 王荣庭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圆、圆环的周长 彭雯雯 南昌市 进贤县民和第四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工程问题 皮盛 赣州市 赣州市赞贤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一位小数的加减及应用 邱伟华 新余市 渝水区界水中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可能性的大小 申世迈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四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通分的认识与应用 宋绍华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图形的密铺 陶宁花 南昌市 进贤县民和第四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根据方向和距离确定物体的位置 田莉 赣州市 大余县水城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按比例分配应用题 涂雪琴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秦坊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可能性的大小 万琼 南昌市 南昌县金沙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数对与位置 万迎军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店下中心小学 黄娜 奉新县冯川镇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汪婷婷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火燃小学 朱润娣 渝水区界水中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三角形的内角和，多边形的内角和 王董董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奇数与偶数的初步认识，合数与质数 王江平 赣州市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组合图形的面积 王丽凤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王美华 南昌市 南昌市青新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的加法和减法，填符号组算式 王琴 赣州市 赣县区稀金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平面图形的拼组 王荣庭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方向 王翔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茅店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加减乘除运算 王晓梅 赣州市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意义，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王炎贵 赣州市 会昌县筠门岭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和倍问题 王崟 赣州市 赣州市滨江第二小学 钟于飞 于都县胜利学校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图形的放大与缩小 王颖康 赣州市 赣州市赞贤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加减法应用题（异分母） 王志琴 鹰潭市 鹰潭市第九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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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温伦飞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镇唐西片学田教学点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可能性的大小 温芸菲 赣州市 赣州市嵯峨寺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组合图形的计数（平面图形） 夏丽琴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等量代换问题 肖文华 九江市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棉船中湖教学点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与整数的乘法 谢林华 萍乡市 莲花县六市中小学 杜桂红 寻乌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小数复合应用题 谢淑华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有关圆的应用题 谢松泉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蓉江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作最短线路图 谢显慧 赣州市 赣州市章江路小学 谢新发 赣州市章贡区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四则复合应用题（乘加减在内） 谢玉林 赣州市 寻乌县晨光镇六社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平面图形的拼组 谢洲梅 赣州市 上犹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 许春燕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许华生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统计结果的解释 严凡 赣州市 于都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圆柱的侧面积、表面积 严水生 抚州市 南丰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抽屉原理 严致华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韩坊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简单应用 杨书英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江口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杨晓娟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田青兰 南昌县莲塘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有关圆的面积应用题 易才云 宜春市 高安市黄沙岗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体积的认识与体积单位 易娟 南昌市 南昌市豫东学校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亿以内数的大小比较 于程 宜春市 丰城市孙渡街办丰联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平移 余火生 赣州市 兴国县城岗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数与形结合的规律 余勤 宜春市 奉新县冯川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袁薇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两位数与两位数的笔算乘法及应用 张绵平 赣州市 上犹县第一小学 刘本香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换算 赵英英 九江市 德安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行程问题 钟红梅 赣州市 寻乌县三二五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总价问题 钟晓燕 赣州市 大余县水城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钟于飞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应用 周爱娣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多位小数的加减及应用 周明英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的读法和写法 朱海斌 赣州市 信丰县大阿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根据方向和距离确定物体的位置 朱卉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运用平移、对称和旋转设计图案 朱慧敏 赣州市 赣州市章江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公因数的应用题 邹艳丽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数学 圆的认识与圆周率 安丽娟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林玮 宜春市第六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比例的认识及组成比例的判断 蔡清清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东山中心小学 蔡教智 上犹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抽屉原理 曹秋明 赣州市 赣州市铁路小学 黄菊芳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角的计算 曾胜荣 赣州市 龙南市实验小学 胡月萍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曾文娟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刘巧艳 寻乌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年龄问题 曾奕灵 赣州市 赣州市三江中心小学 曾天新 信丰县第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周期现象中的规律 曾智勇 赣州市 龙南市龙翔学校 谢忠庭 赣州市潭东中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陈彬彬 赣州市 大余县水城小学 黄素兰 赣州市潭东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作轴对称图形 陈德芳 赣州市 龙南市里仁镇中心小学 汪金水 江西省乐平市乐港镇袁家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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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圆柱的侧面积、表面积和体积 陈冬梅 赣州市 龙南市实验小学 赖佳俊 信丰县花园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率应用题，绘制扇形统计图 陈宏意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红金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十进制计数法 陈兰英 赣州市 赣州市潭口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意义 陈丽华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判断物体的观察顺序与观察地点 陈璐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方程需要满足的条件 陈明霞 赣州市 赣州市田心明德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形的周长，正方形的周长 陈荣嘉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第十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判断物体的观察顺序与观察地点 陈世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陈水连 赣州市 瑞金市象湖镇瑞明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的近似数及其求法 陈雪玲 赣州市 赣州市杨梅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圆环的周长 陈艳芳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圆环的周长 陈燕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竖式数字谜 程腾辉 九江市 九江市双峰小学 李丹 九江市双峰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从不同方向观察多个几何体 代琴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求几个数的最小公倍数的方法 邓娇 萍乡市 源头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应用 邓丽琴 南昌市 新建区竞晖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提问题”、“填条件”应用题 邓玉珍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数对与位置 董艳梅 赣州市 赣州市潭东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运用圆设计图案 杜桂红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倍的意义及应用 方群花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轴对称图形的辨识 封素萍 抚州市 南丰县白舍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率应用题 付莺云 抚州市 南丰县子固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可能性的大小 龚家强 宜春市 奉新县冯川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总价问题 龚珺 南昌市 南昌县塘南镇渡口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龚满香 赣州市 大余县新城镇南丰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关于圆柱侧面积、表面积的应用题 郭丽华 赣州市 瑞金市九堡镇谢村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柱的特征 郭唐英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除法及应用 郭学武 赣州市 信丰县花园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柱的展开图 韩相淡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区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何新凌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因数、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 何自根 宜春市 奉新县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的基本性质 贺建蓉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的意义 胡海琴 宜春市 丰城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与分数的除法 胡婷 抚州市 南丰县子固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正、负数的意义及其应用 胡小玲 赣州市 会昌县麻州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作轴对称图形，作平移后的图形 华淑芳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礼林镇万山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奇数与偶数的初步认识，合数与质数 黄朝彬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韩坊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从统计图表中获取信息 黄发涛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大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按比例分配应用题 黄凤连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折扣 黄国平 抚州市 乐安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作平移后的图形 黄海平 赣州市 宁都县田头镇南必完小 三等奖

小学数学 2、3、5的倍数特征 黄华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的认识及读写（几分之一） 黄景风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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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意义、读写及应用 黄利君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蓉江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黄梦云 赣州市 赣州市潭口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及应用 黄素兰 赣州市 赣州市潭东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率应用题，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黄婷婷 赣州市 赣州市杨梅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竖式数字谜 黄通权 赣州市 上犹县营前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的意义、读写及分类 黄湘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过直线上或直线外一点作直线的垂线 黄小菊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田墩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黄玉燕 赣州市 赣州市赞贤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 黄宗标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田墩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等式的性质1解方程 简小灵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组合图形的面积（不含圆） 姜珊 抚州市 江西省南城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轴对称图形的辨识 赖罗姣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的近似数及其求法 赖青粮 赣州市 信丰县正平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作平移后的图形 蓝建芳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笔算除法及应用 李波 宜春市 宜春市第三小学 罗慧 赣州市铁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组合图形的面积（不含圆） 李凤英 宜春市 袁州区三阳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小数复合应用题 李慧 赣州市 信丰县安西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及应用 李金贵 赣州市 于都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数对与位置 李腊 南昌市 南昌高新区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意义 李琼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李升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李伟 赣州市 于都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数对与位置 李文英 赣州市 赣州市金岭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梯形的面积 李晓玲 上饶市 德兴市张村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柱的侧面积、表面积 李秀平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规律 李艳峰 萍乡市 富田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约分的认识与应用，分数的意义 李阳艳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中英文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李珍珍 赣州市 赣州市潭口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梁国珍 上饶市 上饶市信州区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应用 廖宝燕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直线、线段和射线的认识 廖康丽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莲花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平行的特征及性质 廖秀华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圆环的周长 林龙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垂直的特征及性质 刘本香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圆环的周长 刘菜花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茅店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率应用题 刘德福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黎边村里教学点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刘芳 九江市 德安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组合图形的面积 刘福娣 赣州市 大余县水城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归一应用题 刘海平 赣州市 瑞金市谢坊镇逸挥基金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简单应用 刘洪婷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红金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植树问题 刘敏 萍乡市 青山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大小的比较 刘生祥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大小的比较 刘树梅 赣州市 安远县东江源小学 三等奖

第 10 页，共 70 页



学科 知识点 姓名 设区市 学校 指导教师 指导老师单位 奖项

小学数学 多位数与一位数的口算乘法及应用 刘小华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新滩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比例尺应用题 刘雪梅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刘招林 赣州市 于都县明德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体、正方体表面积 刘争艳 赣州市 大余县新城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刘祖芳 赣州市 上犹县寺下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组合图形的面积（不含圆） 龙欢 南昌市 南昌市新才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三角形的面积 娄素瑶 鹰潭市 鹰潭市第十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周长的概念与比较 卢慧艳 赣州市 龙南市龙洲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倍的意义及应用 卢丽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区高坑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正方形的周长 卢佩娇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特殊教育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运算定律与简便运算 卢徐美 宜春市 江西省宜丰县新昌镇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在平面图上标出物体的位置 卢燕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意义、读写及应用 卢育华 赣州市 信丰县崇仙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有余数的除法 罗丽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麦园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罗钦华 萍乡市 芦溪县上埠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罗青 新余市 分宜县第二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蒙象梁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朱坊乡红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形的周长 闵茂凤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石芫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体积、容积进率及单位换算 倪灵芝 鹰潭市 鹰潭市第九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潘丽 赣州市 上犹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正方形的周长 潘尚渊 赣州市 于都县车溪乡小汾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有关圆的面积应用题 潘艳娜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画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 彭安兰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六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两位数与两位数的口算乘法及应用 彭静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简单应用 彭倩龙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江口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辨识成正比例的量与成反比例的量 彭小萍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东山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意义 彭辛祺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白石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画圆 邱红英 上饶市 上饶市信州区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提问题”、“填条件”应用题 邱蕾 赣州市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多位数与一位数的笔算乘法及应用 邱丽凤 赣州市 赣州市赞贤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加减法应用题（异分母） 邱淑雯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横寨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平均数的含义及求平均数的方法 沈娣 九江市 九江市湖口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及应用 沈文辉 九江市 修水县白岭镇中心完小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一个数除以小数及应用 帅奇珍 九江市 九江市濂溪区浔南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扇形统计图 宋仪栏 赣州市 赣州市紫荆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万以内数的连加、连减及应用 孙丹 南昌市 南昌县金沙路小学二部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等式的性质1解方程 孙桂添 赣州市 安远县东江源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及应用 孙晋琦 赣州市 于都县罗坳镇杨梅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方程的解和解方程（百分数） 汤兰仙 上饶市 余干县石口镇石口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角的概念及其分类 童永安 九江市 永修县建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涂红燕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万志云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过直线上或直线外一点作直线的垂线 汪玑璇 上饶市 玉山县四股桥乡四股桥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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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简单的总价问题 王桂萍 赣州市 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与整数的除法应用题 王娟花 赣州市 大余县新城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王丽华 赣州市 赣州市三江东谷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形的周长，圆、圆环的周长 王荔 赣州市 会昌县会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的近似数及其求法 王莉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文峰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握手问题 王莉敏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罗湖镇舍前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圆环的周长 王培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的认识及读写（几分之几） 王倩 南昌市 南昌市豫东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平均数的含义及求平均数的方法 王泰斌 赣州市 赣州市白云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鸡兔同笼 王微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乘整数及应用 王文连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正、负数大小的比较 王霞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胡坊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的基本性质 王晓芳 鹰潭市 鹰潭市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与分数的除法 王猷悠 抚州市 广昌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关于圆锥的应用题 王志强 赣州市 赣州市蟠龙水碓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意义 温世玉 赣州市 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工程问题 温雪英 赣州市 赣州市滨江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确定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条数及位置 温艳兰 赣州市 会昌县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列方程解含有多个未知数的应用题 文树勇 赣州市 会昌县文武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文兴坤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镇饼丘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亿以上数的读法和写法 巫小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作最短线路图 吴娟文 南昌市 进贤县民和第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的加法和减法及应用 吴丽萍 吉安市 永丰县恩江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三角形的内角和 吴敏娟 上饶市 上饶市信州区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锥的体积 吴云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组合图形的面积（含圆） 吴云云 宜春市 奉新县澡溪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排列、组合 项晓玲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永丰街道永丰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方阵问题 肖海英 赣州市 会昌县希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商的变化规律 肖坚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东源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除数是两位数的口算除法及应用 肖娟 吉安市 吉水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正、负数的意义及其应用 肖裕颖 赣州市 信丰县陈毅希望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正方体的体积 谢金鸿 赣州市 于都县站前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可能性的大小 谢娟 赣州市 赣县区稀金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行程问题 谢兰平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单位“1”的认识及确定 谢丽霞 赣州市 赣州市红旗大道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统计图的选择 谢淑妤 赣州市 安远县城北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从不同方向观察物体和几何体 谢桃兰 宜春市 丰城市新城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简单应用 谢小警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率应用题 谢雪梅 赣州市 宁都县黄陂中心小学二部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两点间线段最短与两点间的距离 谢云 赣州市 龙南市龙洲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时、分、秒及其关系、单位换算 熊亚弟 南昌市 南昌县芳草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角的概念及其分类 熊紫君 九江市 永修县梅棠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平移和旋转在拼图中的应用，七巧板 徐莉华 赣州市 赣州市黄金实验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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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作最短线路图 徐小兰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秦坊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率应用题 许德志 赣州市 瑞金市瑞林镇上芫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百分数的实际应用 许海英 赣州市 会昌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行程问题 许华鑫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朱坊乡红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正、负数的意义及其应用 许雪珉 赣州市 会昌县文武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形的周长 杨冬琴 南昌市 进贤县实验学校 黎冬华 乐平市电教站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杨蕉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赤珠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按比例分配应用题 杨菊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赤珠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运算定律与简便运算 杨荣胜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新滩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平面图形的拼组 叶茂华 赣州市 于都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画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画圆 殷爱国 九江市 永修县梅棠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数与形结合的规律 余清华 赣州市 赣州市紫荆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乘整数及应用 俞文福 上饶市 婺源县紫阳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及应用 喻慕锐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植树问题 袁小丽 赣州市 龙南市桃江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张继红 萍乡市 晨曦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张敏敏 萍乡市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白源学校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除数是一位数的口算除法及应用 张薇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整数的认识 张熹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两种不同形式的单式条形统计图 张学庆 九江市 彭泽县珍珠湖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正、负数的意义及其应用 张玉梅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白石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小数与单位的换算 张玉蓉 赣州市 赣州市水东虔东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角的度量 章千 宜春市 丰城市白土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总价问题 赵静 赣州市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反比例应用题 钟海丹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求解 钟金燕 九江市 九江市濂溪区浔南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钟鸣 赣州市 会昌县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求比值和化简比 钟琼 赣州市 赣州市赞贤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比的应用 钟婷婷 赣州市 瑞金市金都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根据距离和方向描述、画路线图 钟智斌 赣州市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根据距离和方向描述、画路线图 周稻香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奇数与偶数的初步认识 周秋桂 赣州市 高排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时、分、秒及其关系、单位换算 周晓新 新余市 下村镇江东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分数的巧算 周招娣 赣州市 于都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式”的规律 朱聪英 赣州市 赣州市章江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长方形的周长，圆、圆环的周长 朱观凤 赣州市 于都县新陂乡庙背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梯形的面积 朱丽英 赣州市 会昌县周田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简单的行程问题 朱彦怡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罗湖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柱的体积 朱志华 赣州市 会昌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数学 圆柱的侧面积、表面积 祝明峰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壶峤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看图写话 陈菊珍 吉安市 永丰县实验学校 姜莱 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棠溪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陈莉 赣州市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赖连香 兴国县实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物主代词 陈小莲 赣州市 上犹县营前镇中心小学 许维琼 赣州市黄金实验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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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陈述句，连词成句 陈小琴 赣州市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蔡苹 靖安县清华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过去时，助动词 陈雅清 赣州市 信丰县花园小学 黄检英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四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过去时，主谓一致 戴丽燕 抚州市 南城县建昌小学 黄添 丰城市白土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节假日类话题 方源和 上饶市 婺源县紫阳第六小学 蔡清英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明德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数词，词性 郭冬兰 赣州市 上犹县第三小学 朱建建 莲花县甘祖昌红军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 郭燕 赣州市 定南县第二小学 廖春燕 大余县水城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图 何蔚华 赣州市 龙南市实验小学 张芳 南昌昌东工业区京川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 洪志芳 上饶市 婺源县溪头乡中心小学 张细细 婺源县紫阳镇梅林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主谓一致 胡丹 鹰潭市 鹰潭市第一小学 舒倩 上犹县社溪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胡雅堃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四小学 周文娟 南丰县桔都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胡燕云 九江市 永修县新城小学 王金花 莲花县城厢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判断正误 黄检英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四小学 陈雅清 信丰县花园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黄丽桦 上饶市 婺源县溪头乡中心小学 廖梅香 上犹县第一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黄满辉 吉安市 永丰县君埠乡中心小学 付莹 南城县建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黄水秀 赣州市 信丰县崇仙乡中心小学 涂玲妹 信丰县西牛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 黄添 宜春市 丰城市白土中心小学 郭燕 定南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黄永珍 宜春市 樟树市第十小学 方源和 婺源县紫阳第六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常见字母组合的发音 赖丹 吉安市 吉安市滨江小学 谢文婷 南昌市铁路第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图意 赖连香 赣州市 兴国县实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命题作文 赖小燕 赣州市 瑞金市井冈山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饮食类话题 李春凤 赣州市 于都县长征源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提纲作文 李娟娟 赣州市 赣州市潭口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陈述句，特殊疑问句，连词成句 李莉荔 赣州市 大余县水城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排序 李秀兰 赣州市 寻乌县实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 廖春燕 赣州市 大余县水城小学 陈钰鑫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御泉湾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图意 廖晴 赣州市 赣州市金岭学校 陈菊珍 永丰县实验学校 一等奖

小学英语 节假日类话题 林树珍 赣州市 瑞金市黄柏乡上段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提纲作文 刘程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六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过去时，固定搭配 刘俊英 赣州市 大余县水城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刘小梅 赣州市 信丰县嘉定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卢群玉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家庭类话题 潘燕 赣州市 寻乌县实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看图写单词 彭红梅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邱瑾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莲花学校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词性 邵亚萍 鹰潭市 鹰潭市第一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问候与告别 沈长连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涂玲妹 赣州市 信丰县西牛镇中心小学 郭萍 信丰县西牛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汪玉琴 赣州市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王芳 上饶市 玉山县教研室 一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图意 王丽芳 赣州市 寻乌县南桥镇车头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形容词词义辨析 王琳 赣州市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排序 王招秀 赣州市 赣州市香江路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词性 吴冬梅 赣州市 寻乌县三二五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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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询问时间、星期及日期 席芳 宜春市 奉新县冯川镇第三小学 刘阳 信丰县铁石口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固定搭配 肖水连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三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 肖文杏 萍乡市 莲花县高洲乡高滩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提纲作文 谢明秀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四小学 胡丹 鹰潭市第一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句 熊红丽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何东艳 新余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疑问词 严小红 赣州市 寻乌县实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自然类话题 姚瑶 赣州市 兴国县第一小学 沈长连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疑问句，仿写 余月园 抚州市 南城县建昌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形容词 袁晶 赣州市 信丰县奥信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看图写话 詹康玲 宜春市 丰城市白土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张莉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词 张涛 赣州市 赣州市沙河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词，听录音选图 张正玲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钟开兰 赣州市 于都县明德小学 谢小兰 于都县明德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钟丽 赣州市 寻乌县城南小学 曾燕华 上犹县社溪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周才香 赣州市 赣州市飞扬路小学 夏艳春 南昌市新世纪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周朝玉 赣州市 瑞金市象湖镇竹岗小学 王招秀 赣州市香江路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个人情况类话题 周文娟 抚州市 南丰县桔都小学 刘凯 宜春市第三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固定搭配 庄娜 赣州市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一等奖

小学英语 朋友类话题 蔡丽敏 吉安市 吉安市青原区思源实验学校 张莉 寻乌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 曾佳佳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一小学 李春凤 于都县长征源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曾丽娟 赣州市 寻乌县城南小学 高美玉 寻乌县丹溪中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曾香娥 赣州市 寻乌县晨光镇六社小学 王琳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的数 曾玉 赣州市 上犹县第三小学 黄小燕 上犹县黄埠镇南村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问候与告别 陈德芬 赣州市 赣州市红旗大道第二小学 陈莉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书写 陈兴伟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浮石乡莲洲小学 林树珍 瑞金市黄柏乡上段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仿写 邓辉 赣州市 兴国县第七小学 李燕玲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陈述句，连词成句 邓丽萍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一小学 王丹 婺源县紫阳镇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提纲作文 邓秋萍 赣州市 于都县实验小学 曾丽娟 寻乌县城南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家庭类话题 邓婷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 宋喜玲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图意，提纲作文 方燕 赣州市 会昌县第四小学 肖文杏 莲花县高洲乡高滩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付美怡 赣州市 信丰县铁石口镇中心小学 胡珊珊 江西省乐平市第九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提纲作文 龚辉 萍乡市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登岸小学 廖晴 赣州市金岭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龚萱 南昌市 进贤县泉岭乡中心小学 刘琴 赣州市金星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郭桂凤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区第二小学 钟心星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郭萍 赣州市 信丰县西牛镇中心小学 郭迁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过去时，固定搭配 郭迁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学校 何石连 上犹第五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现在进行时 郭秋香 赣州市 会昌县麻州中心小学 严小红 寻乌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提纲作文 韩爱萍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江口中心小学 余月园 南城县建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黄发香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白石中心小学 周娜 进贤县五垦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动词短语，图意 黄雯 赣州市 赣州市水东中心小学 卢群玉 寻乌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疑问句，图意 姜燕梅 抚州市 广昌县实验小学 余丹 九江市浔阳区新村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词 雷阳 宜春市 樟树市第十小学 黄满辉 永丰县君埠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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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英译汉 黎晓芳 赣州市 定南县第一小学 胡春香 定南县鹅公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 李传芳 赣州市 赣州市沙河中心小学 陈小莲 上犹县营前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李芳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火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 李广秀 赣州市 寻乌县文峰乡中心小学 钟芳玉 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龙台九年一贯制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答语 李胜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自然类话题 李庭婷 赣州市 兴国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书写 李秀萍 赣州市 会昌县希望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李燕 南昌市 南昌县金沙路小学二部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固定搭配 廖娟 赣州市 龙南市龙洲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排序 林敏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仿写 凌娟萍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四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英译汉 凌梅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be动词，主谓一致 凌姗姗 赣州市 定南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家庭类话题 刘平 赣州市 龙南市龙洲小学 郭冬兰 上犹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其他 刘琪媛 宜春市 丰城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的发音，常见字母组合的发音 刘秋萍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 刘桃园 赣州市 瑞金市谢坊镇花石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介词短语，动词，图意 刘艳芸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小学 叶宇 芦溪县南坑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的发音 刘阳 赣州市 信丰县铁石口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 刘子玉 吉安市 永丰县实验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特殊疑问句，连词成句，肯定句 罗丹丹 新余市 高新区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其他 罗芳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罗世娟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 罗婷 宜春市 丰城市上塘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提纲作文 吕瑾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吕秀珍 赣州市 信丰县嘉定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现在时，主谓一致 毛丽婷 赣州市 瑞金市九堡镇密溪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答语 欧阳洁 赣州市 安远县东江源小学 游鹏 永丰县上固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固定搭配 欧阳韶晴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动词短语 彭婷 赣州市 龙南市龙南镇新都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否定句 施秋玲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其他 石美新 南昌市 南昌市濠上街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现在时 舒倩 赣州市 上犹县社溪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there be结构，主谓一致 宋静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四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的数 宋喜玲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其他 宋璇 赣州市 信丰县大阿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孙丽娟 赣州市 兴国县樟木中心小学 林青 上犹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图意 孙小芳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看图写话，命题作文 唐月亮 宜春市 奉新县冯川镇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数量 王丹 上饶市 婺源县紫阳镇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判断正误 王慧 赣州市 兴国县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邬娇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东源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动词短语 吴爱芳 鹰潭市 余江区第四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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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形容词原级、比较级、最高级，图意 吴建英 抚州市 南城县建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形容词 吴菊仙 上饶市 铅山县河口镇第一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吴淑云 宜春市 奉新县冯川镇第三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现在时，主谓一致 夏艳春 南昌市 南昌市新世纪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词性 肖丽萍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镇饼丘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疑问副词 肖霄 赣州市 兴国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物主代词 肖小云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there be结构 肖珍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湖江乡湖新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谢满艳 赣州市 寻乌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词 谢小兰 赣州市 于都县明德小学 钟开兰 于都县明德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词性 谢泽庆 赣州市 瑞金市谢坊镇瓦子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熊萍 宜春市 奉新县冯川第一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句 徐珊 鹰潭市 鹰潭市第九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形容词词义辨析 徐艳梅 赣州市 上犹县营前镇石溪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 徐勇 抚州市 黎川县新城实验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许维琼 赣州市 赣州市黄金实验小学 王丽 芦溪县芦溪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杨慧玲 赣州市 兴国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看图写话 杨青青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东山中心小学 朱莹 大余县东门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杨霞 南昌市 南昌市新世纪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叶世华 赣州市 赣州市赞贤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购物类话题 易勤 赣州市 高排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陈述句 俞晓娟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吉埠吉埠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主谓一致 张如秀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基数词，图意 张细细 上饶市 婺源县紫阳镇梅林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句 章雨卿 南昌市 进贤县池溪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 钟楚虹 赣州市 瑞金市云石山乡东山希望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钟礼权 赣州市 龙南市武当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书写 钟艳芳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龙埠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其他 周艳平 新余市 新余市逸夫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 朱玲凤 赣州市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看图写话 邹招发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白石中心小学 二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 蔡运萍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 吴淑云 奉新县冯川镇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的数 曹春燕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小学 陈小琴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人称代词 曹婷婷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肖玲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副词，动词短语 曾丹 赣州市 兴国县第一小学 赖丹 吉安市滨江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疑问句 曾琪 赣州市 龙南市东坑中心小学 罗琼 赣州市黄金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排序 曾天扶 赣州市 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 胡莉萍 上犹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主谓一致 曾恬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心小学 周娟 萍乡市安源区城区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图意 曾晓燕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中心小学 周才香 赣州市飞扬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曾远芳 赣州市 寻乌城北新区小学 赵刘红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图意 曾长娣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王媛 新建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疑问词 曾紫依 抚州市 南丰县三溪乡中心学校 汪慧 九江市双峰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主谓一致 陈翀 上饶市 玉山县四股桥乡四股桥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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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字母书写 陈冬梅 赣州市 寻乌县三二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图意 陈晶 赣州市 赣州市黄金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汉译英，图意 陈连福 赣州市 瑞金市云石山乡丰垅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答语 陈琳 赣州市 赣州市田心明德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词 陈明敏 赣州市 赣州市紫荆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陈霞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韩坊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特殊疑问句，连词成句 陈晓云 赣州市 兴国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答语 陈鑫 萍乡市 莲花县高洲乡高滩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个人情况类话题 陈有香 吉安市 吉水县城东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提纲作文 代蕊玲 赣州市 信丰县第九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汉译英 戴云娟 抚州市 金溪县心湖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问候与告别 邓丹 抚州市 广昌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节假日类话题 邓金梅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大坪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仿写 邓晚霞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龙华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图意 丁璐 赣州市 瑞金市壬田镇洗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范玉琴 吉安市 永丰县恩江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判断正误 付莹 抚州市 南城县建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付云 新余市 高新区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甘美芳 赣州市 赣州市滨江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甘周汪 萍乡市 芦溪县南坑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看图写单词 管学兰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形容词，词义 郭辉 赣州市 会昌县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个人情况类话题 郭青青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大坪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动词短语 何慧 宜春市 袁州区慈化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现在进行时 何美英 赣州市 上犹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词性 何石连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何小燕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主谓一致 洪凌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看图写单词 胡春香 赣州市 定南县鹅公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故事类话题 胡丽丽 南昌市 南昌市红谷滩区第三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故事类话题 胡莉萍 赣州市 上犹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形容词词义辨析，副词词义辨析 胡兴平 赣州市 信丰县铁石口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将来时 胡熠芬 九江市 永修县建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英译汉 华晓丽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看图写单词 黄丽萍 赣州市 赣州市黄金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书写 黄宁 南昌市 进贤县五垦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形容词词义辨析 黄思昊 宜春市 宜阳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动词短语，图意 黄婷 宜春市 明月山风景区温汤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问候与告别 黄秀兰 赣州市 兴国县均村乡高溪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 黄英 鹰潭市 鹰潭市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不定冠词，形容词 贾思瑶 赣州市 龙南市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蒋夏映 萍乡市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联洪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基数词，序数词 赖美玲 赣州市 龙南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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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不定冠词，介词，固定搭配 赖柔 萍乡市 下柳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形容词词义辨析，图意 蓝捡英 赣州市 会昌县文武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特殊疑问句 黎燕林 赣州市 兴国县第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图 黎智雯 抚州市 江西省南城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李斐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吉埠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的发音,常见字母组合的发音 李凤霞 抚州市 黎川县新城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图 李花 赣州市 会昌县麻州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答语 李津 赣州市 信丰县嘉定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 李娟 赣州市 赣州市潭东茶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疑问句，仿写 李莉萍 赣州市 兴国县江背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李淑婷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基数词，动词短语，图意 李瑶 宜春市 宜春市沁园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疑问词 梁丽 萍乡市 高枧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连词成句，肯定句 梁习 九江市 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be动词，主谓一致 廖梅香 赣州市 上犹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be动词，主谓一致 林月 宜春市 宜春市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故事类话题 刘春玉 赣州市 定南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刘飞娜 赣州市 会昌县站塘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疑问句 刘红 赣州市 兴国县埠头乡渣江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刘俊 赣州市 赣州市大坪明德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英译汉 刘黎黎 赣州市 瑞金市象湖镇绵塘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刘美萍 赣州市 兴国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专有名词，基数词，疑问词，图意 刘沛 赣州市 瑞金市九堡镇谢村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汉译英 刘萍萍 新余市 分宜县第二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判断正误 刘旋 赣州市 寻乌县三二五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的发音，常见字母组合的发音 刘学恒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四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词性 刘艳梅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序数词，图意 刘燕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龙华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特殊疑问句 刘艺馨 赣州市 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特殊疑问句 刘远林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人称代词，物主代词 刘章霞 赣州市 赣州市黄金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情态动词 刘芝余 赣州市 宁都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卢赏燕 赣州市 信丰县第九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疑问句 罗斐 赣州市 信丰县嘉定镇中心小学 郑妮婷 上犹县营前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就餐 罗文静 赣州市 赣州市天骄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梅小燕 赣州市 瑞金市金都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书写 聂涛风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词性，图意 欧阳宝明 赣州市 兴国县鼎龙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潘晓婷 宜春市 宜春市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仿写 潘玉兰 赣州市 会昌县会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图意 彭敏媛 抚州市 乐安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彭琴 宜春市 袁州区飞剑潭乡周沅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固定搭配，主谓一致 漆奕 宜春市 宜春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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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字母书写 邱静 赣州市 龙南市东坑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书写 石丽华 赣州市 定南县第六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宋丽萍 赣州市 瑞金市云石山乡石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过去时 孙日艳 吉安市 吉安县油田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汉译英 万米丝 鹰潭市 鹰潭市第九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动词短语，图意 王福妹 赣州市 大余县东门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数词，动词时态 王姮 抚州市 金溪县心湖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 王金花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形容词 王经晶 赣州市 兴国县实验小学 赖连新 大余县电教仪器室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图意 王莉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个人情况类话题 王茜 赣州市 信丰县工业园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饮食类话题 王琼 赣州市 定南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的发音，常见字母组合的发音 王燕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昌河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的数 危洁 赣州市 瑞金市丁陂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的数 魏勤 赣州市 大余县水城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家庭类话题 温建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词 巫清兰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镇唐西片红星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答语 吴菲 鹰潭市 贵溪市实验中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其他 吴丽 抚州市 南丰县市山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故事类话题 吴艳娟 赣州市 上犹县营前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排序 吴泽香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储潭滩头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夏侯关连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特殊疑问句 肖黎丽 赣州市 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常见字母组合的发音 肖玲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现在进行时,词义,词性 肖梅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字母书写 肖玉妹 赣州市 信丰县花园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 谢冬银 景德镇市 浮梁县蛟潭镇南村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答语 谢珊珊 赣州市 瑞金市叶坪乡山岐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的数，固定搭配 谢文婷 南昌市 南昌市铁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天气类话题 徐剑平 赣州市 全南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购物 徐健 鹰潭市 鹰潭市第八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图意 徐宁 抚州市 广昌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仿写 颜芳梅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句 阳珍 赣州市 赣州市新路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图 杨凯悦 赣州市 瑞金市沙洲坝镇七堡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一般过去时 杨祝莹 抚州市 黎川县新城实验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句 易娟 萍乡市 莲花县升坊镇浯塘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命题作文 易君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区八一街八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饮食类话题 尹海燕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的数 游鹏 吉安市 永丰县上固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的数 袁琳 赣州市 龙南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图意 袁青青 赣州市 大余县新城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节假日类话题 占美玲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大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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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汉译英 张垂霞 赣州市 上犹县梅水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介词短语 张逢春 赣州市 石城县珠坑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话题 张林琳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店下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情景交际 张翔 赣州市 大余县新城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词性 张志玮 抚州市 乐安县第六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图意 郑小芳 萍乡市 萍乡市翠湖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句意，图意 郑妍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储潭河田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代词,形容词,动词 钟才生 吉安市 吉安县湖滨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听录音选词 钟蕾 新余市 新余市逸夫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英译汉 钟丽萍 赣州市 兴国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动词，现在进行时，图意 钟莉斌 赣州市 安远县东江源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形容词词义辨析 钟雪梅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提纲作文 钟艳艳 赣州市 赣州市金岭学校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购物 钟燕芹 赣州市 瑞金市黄柏乡上段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祈使句,陈述句,连词成句 钟媛 赣州市 瑞金象湖镇宝钢希望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感谢和道歉 周娟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区城区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仿写 周田 抚州市 金溪县心湖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提纲作文 周颖婷 宜春市 袁州区三阳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的数 朱建建 萍乡市 莲花县甘祖昌红军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名词词义辨析，词性 朱梅梅 赣州市 瑞金市谢坊镇新建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词义，词性，图意 朱颖嘉 南昌市 新建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小学英语 动词短语，图意 邹秀兰 赣州市 信丰县花园小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诗歌阅读综合考查 曾关连 萍乡市 萍乡市第四中学 康毅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断和想象 陈丽莉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袁锦辉 会昌县右水初中 一等奖

中学语文 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 陈长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康玉英 信丰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组句成段 邓婷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李玉梅 大余县梅关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理清说明顺序、分析文章结构特点 龚换 萍乡市 安源区第二学校 应明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诗歌的形象 何小成 南昌市 南昌县莲塘第三中学 阮仕娟 新余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组句成段 黄余军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彭洪波 新余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通假字 简仲骏 新余市 新余市第五中学 罗慈凤 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白竺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蓝水清 赣州市 兴国县第七中学 朱侣燕 瑞金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黎丽清 抚州市 崇仁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划分停顿 李竞帅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张小筱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理解文中的重要语句（小说） 李萍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曾关连 萍乡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廖丽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李竞帅 瑞金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初步鉴赏作品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廖有炎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黄余军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林艳艳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谢丽梅 信丰县铁石口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刘芳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赖凤华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话题作文（记叙文） 刘伶俐 萍乡市 萍乡市翠湖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材料作文（记叙文） 罗慈凤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白竺中学 沙晏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文阅读 任佳 南昌市 南昌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刘伶俐 萍乡市翠湖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艺术手法，概括诗歌主题思想 王薇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曾爱清 信丰县油山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概括诗歌主题思想 王赞杨 赣州市 信丰县万隆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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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温红波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一等奖

中学语文 话题作文（记叙文） 温钰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张同平 新建区第五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艺术手法，概括诗歌主题思想 向丽琴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周慧 南昌县诚义学校 一等奖

中学语文 默写 谢贱祥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邹华南 瑞金市武阳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 熊晓冬 南昌市 南昌县莲塘第三中学 邱晓华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 叶丹 九江市 九江双语实验学校 赖小斌 江西省教育技术与装备发展中心 一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诗歌的形象 易欢欢 新余市 新余市第五中学 刘燕飞 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 张小筱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文学 周新兴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中学 王忠良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一等奖

中学语文 翻译句子 朱良武 上饶市 余干县古竹初级中学 谢贱祥 寻乌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诗歌的形象 邹华南 赣州市 瑞金市武阳中学 彭晶 萍乡市安源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邹荣梅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四小学 王赞杨 信丰县万隆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骆驼祥子 邹小娟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郭金荣 瑞金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蔡晖 新余市 新余市第二中学 易欢欢 新余市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曾爱清 赣州市 信丰县油山中学 廖有炎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字形 曾丽娜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学校 游琪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理解文中的重要语句（记叙文） 曾伟华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程霜 芦溪县长丰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组句成段 陈凯璐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车银瑶 鹰潭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陈仁花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学 任佳 南昌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字形 陈贤 九江市 武宁县罗坪镇中心小学 王珍珍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二等奖

中学语文 默写 杜航东 赣州市 于都县新长征中学 刘欢 瑞金市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说明文） 傅杨懿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翻译 郭琳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营前中学 叶丹 九江双语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诗歌的形象，概括诗歌主题思想 胡林林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胡艳 宜春市 奉新县甘坊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黄东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实验国际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初步鉴赏作品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黄齐亮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文阅读 赖光春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理解文中的重要语句（记叙文） 李红海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李华珍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朝花夕拾 李颖莹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常用文言虚词，常用文言实词 李玉梅 赣州市 大余县梅关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刘春秀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字形 刘欢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五中学 廖小燕 瑞金市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分析人物形象 刘敏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廖鑫 龙南市龙翔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诗歌的形象 刘榕丽 赣州市 兴国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字形，写字 刘婷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罗怡静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全命题（记叙文） 刘文兰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刘小玲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欧阳海花 九江市 九江双语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常用文言实词，常用文言虚词 潘佳丽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记叙文） 沙晏如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筛选文中信息（文言文） 宋群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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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 字音字形 汪华健 赣州市 会昌县高排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句子排序 王丽华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材料作文（记叙文） 温二妹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陈晨 南昌市新才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说明文） 吴和香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吴玉玲 赣州市赣县区清溪中心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说明文） 吴玉玲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清溪中心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理解文中的重要语句（记叙文） 肖周发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默写 谢虹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江口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默写 杨芬 南昌市 南昌市昌北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杨丽荣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杨心湖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古诗文名句 余蜀蓉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张家山荷湖小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病句 袁锦辉 赣州市 会昌县右水初中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詹赟 鹰潭市 鹰潭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张称福 赣州市 于都县新长征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昆虫记 赵媛媛 赣州市 信丰县正平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常见病句类型，病句 郑志凤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辨析病句 仲福英 抚州市 南丰县三溪乡中心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周华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周慧 南昌市 南昌县诚义学校 二等奖

中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记叙文） 周婷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朗读、节奏 朱福林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蔡晓群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赵媛媛 信丰县正平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字形 曾红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龙台九年一贯制学校 江小燕 南昌县洪范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词语含义 曾庆海 赣州市 安远县濂江中学 胡林林 信丰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陈晨 南昌市 南昌市新才学校 陈斯 贵溪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常用文言虚词，常用文言实词 陈美玲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辨析病句 陈强 赣州市 信丰县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常见病句类型，病句 陈小芳 赣州市 于都县罗坳镇三门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常用文言虚词,常用文言实词 陈晓莉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虚词 陈志娟 萍乡市 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上海隆波希望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邓井英 宜春市 奉新县教育局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 邓通浪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默写，名著导读 刁玲燕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词类活用 杜晓虹 赣州市 安远县濂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段三园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根据语境补写句子 郭经红 赣州市 赣州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何林兰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国内文学作品 贺丹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根据文中某一内容谈观点 胡小丽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胡雨燕 南昌市 南昌县诚义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修辞手法 胡媛 宜春市 樟树市教育局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初步鉴赏作品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黄海萍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黄海荣 宜春市 丰城四中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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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 全命题（记叙文） 黄志芬 萍乡市 芦溪县芦溪镇二中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辨析病句 江小燕 南昌市 南昌县洪范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金璐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划分停顿 康玉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理解文中的重要语句（记叙文） 康竹萍 萍乡市 芦溪县源南学校 谢艺红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字形 邝夏渊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字形 赖华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艺术手法，概括诗歌主题思想 赖敏 赣州市 龙南市夹湖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综合性学习，口语交际题型 李丽红 宜春市 靖安双溪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概括诗歌主题思想 李清 赣州市 兴国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字形 李书群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诗歌的形象，鉴赏艺术手法 梁琴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梁星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常识及名篇名著 林蒙 宜春市 宜阳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初步鉴赏作品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凌文超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剧本阅读 刘传连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刘俊 赣州市 全南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刘可明 赣州市 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艺术手法，概括诗歌主题思想 刘鹏飞 赣州市 会昌县高排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修辞手法及运用 刘荣华 赣州市 于都县小溪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刘珊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刘小丽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词义 刘燕春 赣州市 瑞金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 聂媛媛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宇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 彭晶 萍乡市 安源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字形 邱春香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划分停顿 宋桂林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补充论据，根据语境补写句子 唐晓莹 赣州市 龙南市南亨乡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初步鉴赏作品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陶海虹 南昌市 南昌市北京路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诗歌的形象 万思 南昌市 南昌县新城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小说） 温婷 赣州市 大余县浮江九年制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体会作者的情感及观点态度 温小婷 赣州市 于都县罗坳镇三门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分析文章结构 吴翠云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中学 李海青 江西省定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诗歌的形象，概括诗歌主题思想 吴佳 抚州市 金溪县锦绣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 吴娟 抚州市 南丰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讲读课文注解1文学常识 吴楠 赣州市 瑞金市岗面乡渡头初中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肖春燕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材料作文（议论文） 肖雅琴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学常识 谢丽萍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 谢莉晨 赣州市 宁都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实词 辛杉 萍乡市 芦溪县银河镇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熊芬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营前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熊媛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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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 议论文的论点与分论点 严培金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组句成段 杨丹丹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艺术手法 杨群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艺术手法，概括诗歌主题思想 姚芳芳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 叶荣海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默写，名著导读 叶珍兰 赣州市 于都县新长征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文阅读 尹玉梅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 袁琴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默写 张东卫 赣州市 于都县梓山镇固院初中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 张帅玲 鹰潭市 鹰潭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张雪琪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文言文阅读 郑晶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组句成段 钟佩静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正确使用词语 钟小莲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理解文中的重要语句（记叙文） 钟艳春 赣州市 瑞金市丁陂乡水溪小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修辞手法 钟颖 赣州市 赣州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辨析病句 周志新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语言的综合应用 朱福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语文 字音字形 朱小青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郑志凤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蔡勤勤 吉安市 永丰县中村乡初级中学 程晶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宇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应用 曾段生 赣州市 兴国县江背初中 钟观阳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基本不等式 曾林森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肖时荣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的应用——行程问题 曾强 赣州市 于都县雩山中小学 廖建兵 丰城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的零点 曾像财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李国平 乐安县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切线长定理 曾小平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学 赵贞沛 上饶市广丰区下溪街道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曾艳曼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中学 商晖 莲花县南岭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 曾志超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三中学 张晓辉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相反数的概念 晁小平 南昌市 进贤县长山晏乡初级中学 曾段生 兴国县江背初中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度分秒的换算 陈传添 赣州市 寻乌县城南小学 胡文华 江西省上犹县营前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立方根 陈佳佳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义坊学校 高斌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 陈建刚 宜春市 江西省清江中学 肖自萍 吉安县浬田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圆内接四边形的性质 陈江录 南昌市 南昌市第八中学 黄谨茹 南昌县昌南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乘除法的应用 陈莉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 吴小红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 陈秋霞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罗志杰 新余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组） 陈小芬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三中学 陈燕 新余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通分 陈颐潇 南昌市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邹真珍 景德镇市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的定义域及其求法 陈毅 赣州市 江西省定南中学 万丽娜 南昌市青山湖区义坊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矩形的性质 程晶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宇学校 彭波 萍乡市上栗县桐木镇荆坪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程丽萍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朱景生 瑞金市黄柏乡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与图形变化-平移 崔春英 赣州市 宁都县第三小学 张庆林 赣州市南康区龙华乡田头初中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抛物线与x轴的交点 邓栗艳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中学 刘中华 九江市同文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邓育坤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张海燕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应用 丁淑芳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徐康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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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付赟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袁运华 永丰县城南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同解方程组 葛莉萍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陈建刚 江西省清江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乘方 龚保新 抚州市 南丰县第二中学 汪海平 婺源县溪头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同底数幂的乘法 龚俐 新余市 高新区马洪中学 丁淑芳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去括号与添括号 郭小风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黄晓艳 宜春市翰林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韩国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第十九中学 谢海峰 于都县葛坳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等腰三角形的判定 何桂英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湖城学校 龚敏 赣州市潭口龙塘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何民媛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程丽萍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的应用 何云霞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蔡联远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 胡久华 南昌市 南昌市八一中学 王宝华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事件 胡涛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中学 刘哲 瑞金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黄海翔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宋雨虹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的应用——方案问题 黄嘉青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中学 蔡小娟 龙南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非负数的性质：偶次方 黄礼智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熊位锦 南昌市育新学校九龙湖新城分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多边形内角与外角 黄林平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张远明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对数的概念 黄婷婷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七中学 章伟涛 进贤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平移的性质 黄小毛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裘美莲 赣江新区桑海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在数轴上表示不等式（组）的解集 黄秀娟 赣州市 兴国平川中学 刘丽 赣州市赣县区湖江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值 贾利媛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中学 邬然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的性质 江正文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胡玉华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截一个几何体 赖晨婕 赣州市 江西省定南中学 万梦影 南昌市十字街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集合的含义 赖晖 赣州市 安远县第二中学 王宗俊 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确定位置 蓝小金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叶顺生 信丰县万隆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雷燕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胡久华 南昌市八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判定 李聪 南昌市 南昌市洪都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的应用——行程问题 李加方 赣州市 龙南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 李鹏辉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黄志军 瑞金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的交点问题 李倩 宜春市 宜春市第四中学 易志荣 宜春市第五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李师盛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孙益锋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乘法 李小艳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一中学 魏子玲 赣州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确定圆的条件 李岩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卓雯 赣州市水西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位似图形的有关概念 李永球 赣州市 宁都县第三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应用 李誉 新余市 新余市逸夫小学 魏琴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确定位置 廖芳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作图—基本作图 廖芳芳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林向高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下溪街道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圆心角、弧、弦的关系 凌萍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由三视图判断组合体 刘慧春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几何问题 刘理富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李岩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刘丽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湖江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中点四边形，菱形的性质 刘莉虹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永丰街道永丰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四边形综合题 刘萍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林殊芳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综合题 刘晓巍 南昌市 南昌市城东学校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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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平行线的性质 刘星斌 萍乡市 芦溪县源南学校 蓝小金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子集与真子集 刘卓异 宜春市 宜春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图象的对称性 罗硕 赣州市 赣州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骆清秀 赣州市 寻乌县三二五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位似变换 吕钟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黄栋才 江西省上犹县社溪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不等式 马丽珩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曾像财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之间的距离，角平分线的性质 欧阳昇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谭龙琴 进贤县青岚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中心对称图形 彭琴 赣州市 宁都县第三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邱君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湖城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邱丽梅 赣州市 赣州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代入消元法 邱明武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邱君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湖城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有意义的条件 邱奇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诸伟 上饶市信州区沙溪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二次方程-公式法 裘美莲 南昌市 赣江新区桑海中学 黄小毛 信丰县大塘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立方根 商晖 萍乡市 莲花县南岭中学 徐莉丽 萍乡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施富英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外接圆与外心 石璐瑶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李小艳 江西省丰城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四边形综合题 舒玲燕 南昌市 南昌县洪范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孙益建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林向高 上饶市广丰区下溪街道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由实际问题抽象出一元二次方程 谭龙琴 南昌市 进贤县青岚学校 高彩凤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与图形变化-平移 唐咏梅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刘慧春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定义 陶漩 新余市 高新区马洪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实际问题的二次函数的图象 童福英 上饶市 万年县青云镇中学 姚苗苗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旋转的性质 汪金云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晁小平 进贤县长山晏乡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必要条件、充分条件 王地来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吴闹闹 进贤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圆周角定理 王金艳 赣州市 寻乌县岑峰中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坡度坡角问题 王娟 宜春市 万载县株潭镇后槎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确定位置 魏俊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销售问题 魏晓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袁薇 南安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温昌喜 赣州市 赣州市湖边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点的坐标 温正辉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许君莉 南丰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作图—基本作图 吴莉玲 南昌市 南昌市洪都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等式的性质 吴石贵 赣州市 会昌县白鹅初中 周远利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根式的应用 吴小红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李加方 龙南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中心对称图形 习妃 新余市 分宜县第一中心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菱形的性质 肖井秀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罗硕 赣州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肖李秀 赣州市 赣州市第五中学 龚俐 高新区马洪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作图-轴对称变换 肖琼玉 南昌市 南昌市洪都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圆内接四边形的性质 肖相柏 赣州市 瑞金市第三中学 谢景富 寻乌县教育局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正比例函数的性质 肖自萍 吉安市 吉安县浬田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谢功贤 赣州市 瑞金市瑞林镇民主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不等式的应用 谢桂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何基斌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 谢海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根据定义判定矩形 谢海峰 赣州市 于都县葛坳初级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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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判定与性质 谢景富 赣州市 寻乌县教育局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 熊萃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一中学 沈意元 高安市杨圩镇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含30度角的直角三角形 熊瑾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点与圆的位置关系 熊位锦 南昌市 南昌市育新学校九龙湖新城分校 陈松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中点四边形，菱形的性质 熊欣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熊义强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徐丽芳 寻乌县澄江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圆的综合题 徐康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尹甜甜 南昌市湾里区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的交点问题 徐丽芳 赣州市 寻乌县澄江中学 谢春生 大余县池江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二次方程-公式法 徐瑶瑶 南昌市 进贤县李渡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 徐渊 赣州市 上犹县黄埠镇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无理数的定义 许君莉 抚州市 南丰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 杨春霞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李慧华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对数的概念 叶盛根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黄荣 南昌市第十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余佳敏 新余市 新余市新钢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判定与性质 俞冬志 上饶市 婺源县朱熹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中心投影，相似三角形的应用 喻欣 南昌市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陈江录 南昌市第八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待定系数法求二次函数解析式 袁海伟 宜春市 丰城市剑声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 袁宇鹃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等式的性质 占彬彬 抚州市 东乡区红光中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代数式求值 张彩霞 赣州市 寻乌县澄江中学 傅勇 南昌市新才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根据函数的图象获取信息 张杲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立方根 张海燕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存在量词，全称量词 张小丽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张小琴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路华侨城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内切圆与内心 张莹 宜春市 高安市德清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对顶角、邻补角 郑丹 萍乡市 安源区第三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二次方程-配方法 郑金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铜钹山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郑晓龙 上饶市 华东师范大学上饶实验中学 李聪 南昌市洪都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乘法 钟宝权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温正辉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一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方程 钟观阳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肖井秀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系数k的几何意义 钟桂馨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六中学 欧阳昇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整式的加减运算 钟军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 钟文华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俞晓妹 德兴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工程问题 周杰 宜春市 江西省高安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与几何变换 周金凤 南昌市 南昌市城东学校 钱玲 南昌市南钢学校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正方形的判定 周兴龙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倒数的性质 周运宝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黄礼智 信丰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 朱文婷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邱丽梅 赣州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总体、个体、样本、样本容量 邹睿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数学 求一元二次方程的近似根 白娟娟 新余市 新余市第九中学 吴莉玲 南昌市洪都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规律型：数字的变化类 蔡建华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吴小会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等腰直角三角形 曹桂芳 赣州市 寻乌县城南小学 谢钱丰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菱形的性质 曾繁赟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周燕飞 上饶市广丰区下溪街道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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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曾凤凤 赣州市 宁都县东山坝镇初级中学 梅裕金 南昌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的应用——最值问题 曾剑平 赣州市 会昌县麻州镇初级中学 邱明武 信丰县第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几何体的展开图，作图-三视图 曾娟 赣州市 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 周荣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方差的实际应用 曾琪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祝素琴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事件 曾庆发 吉安市 江西省永丰县第二中学 曾小平 赣州市沙石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其他问题 曾秋萍 赣州市 龙南市第三中学 吕钟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实数的运算 曾泉清 赣州市 于都县桥头初级中学 付赟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调配问题 曾顺琴 鹰潭市 鹰潭市第二中学 肖红 安福县瓜畲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生活中的中心对称图形 曾斯槟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朱丹 萍乡市安源区五陂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待定系数法求二次函数解析式 曾霞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何云霞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轴对称的性质 曾艳红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唐咏梅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 昌春玉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刘云 新余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作图——复杂作图 昌根平 新余市 江西省分宜中学 余莉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高新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陈佳 吉安市 吉安市青原区富滩中学 孙益建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必要条件、充分条件 陈晶 赣州市 江西省南康中学 喻欣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方程的应用——行程问题 陈梦华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周运宝 信丰县第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多边形的定义 陈文坚 南昌市 新建区金桥初级中学 黄新杰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与性质 陈小芳 赣州市 安远县东江源小学 魏俊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与性质 程晓翠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杨春霞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求原不等式中字母的取值范围 崔远连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桐木实验学校 张杲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仰角俯角问题 邓兵 赣州市 赣州市第四中学 王德钦 会昌县西江中心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行程问题 邓晶文 宜春市 宜春市翰林学校 潘祚圣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的性质和SAS综合 邓李铭 赣州市 全南县第二中学 李应辉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图象与系数的关系 邓丽华 萍乡市 安源区丹江学校 曾霞 赣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正整数指数函数 邓双双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钟宝权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加法 丁浩楠 赣州市 瑞金市第四中学 彭紫依 高安市吴有训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根据直角的个数判定矩形 董志琴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 肖琼玉 南昌市洪都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综合题 杜晨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肖金莲 上犹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正弦函数的奇偶性 段燕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陶漩 高新区马洪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正多边形和圆 范建明 宜春市 宜春市第十中学 郑晓龙 华东师范大学上饶实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的单调性与导数的关系 方靖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魏佳 高新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符霞霞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第二中学 郭建强 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垂径定理 付欢平 宜春市 丰城市剑光中学 邱奇英 信丰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不等式与二次函数 付小梅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垂径定理，切线的性质 刚青芬 南昌市 赣江新区桑海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集合的含义 高斌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非负数的性质：偶次方 高骥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葛军 宜春市 丰城市剑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事件 郭君娇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郭莉萍 宜春市 宜春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销售问题 何庆秀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何香萍 赣州市 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胡娟娟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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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胡玉华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廖芳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由实际问题抽象出分式方程 黄栋才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社溪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黄根春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黄谨茹 南昌市 南昌县昌南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多边形的对角线 黄丽春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黄青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陈颐潇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三边关系 黄水金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小学前湖分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黄新 赣州市 安远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加法 黄新杰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中心对称 黄宇妃 赣州市 定南县鹅公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江名龙 南昌市 南昌市青桥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的性质 江清根 宜春市 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园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翻折变换（折叠问题） 金丰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估算无理数的大小 匡方秀 南昌市 南昌市广南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 赖慧娟 赣州市 赣州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的应用 赖晓东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方向角问题 赖志斌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 乐梦楚 鹰潭市 贵溪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分式方程，分式方程的增根 黎何琴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不等式 李磊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李丽霞 赣州市 寻乌县城南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稳定性 李梦馨 赣州市 宁都县第六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方差，中位数 李琼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圆心角、弧、弦的关系 李盛春 南昌市 南昌县洪范学校 何庆秀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认识立体图形 李艳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邓玉丽 赣州市第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众数 李阳秀 赣州市 安远县车头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整式的加减运算 李银杏 赣州市 全南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判定与性质 李印贵 九江市 九江市德安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作图—利用图形的性质作图 李应辉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 李颖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梁书梅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的几何应用 廖翠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廖建红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一中学 曾艳红 新余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 廖小燕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廖有兵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陆伦祺 赣州市水西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 廖肇华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刘波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芦下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角的计算 刘诚 赣州市 瑞金市岗面乡渡头初中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对数的概念 刘春花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中位数，众数 刘春林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的交点问题 刘关通 赣州市 全南县中寨乡中寨初级中学 周杰 江西省高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加权平均数 刘广龙 宜春市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宜春市经都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中位数 刘海东 赣州市 于都县雩山中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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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 刘海鸥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荷尧镇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根式的混合运算 刘海英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刘菊兰 宜春市 丰城市剑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集合的含义 刘康平 赣州市 石城县赣源中学 曾诚彦 兴国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等式的性质 刘力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抛物线与x轴的交点 刘丽娜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应用——最大面积问题 刘淑萍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分式方程 刘文煜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计算器—三角函数 刘小明 赣州市 赣州市潭东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旋转的性质 刘兴华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判定——内错角、同旁内角 刘奕平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 刘勇 抚州市 崇仁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正多边形和圆 刘云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刘真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乘方 刘志超 赣州市 安远县濂江中学 杨艳萍 赣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有意义的条件 鲁细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八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三角形的性质 陆伦祺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因式分解的应用 罗安涛 赣州市 寻乌县文峰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方法 罗珊珊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毛艳萍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与几何变换 聂宇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张莹 高安市德清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潘海龙 上饶市 华东师范大学上饶实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方程 潘伟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实际应用-拱桥问题 邱振宇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程晓翠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综合题 沈曌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施军 赣州市 信丰县第八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宋媛 宜春市 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园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正方体的相对面 孙秋芳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根式的乘法 唐宇玲 赣州市 龙南市龙洲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条形统计图，扇形统计图 田丽丽 九江市 瑞昌市武山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坡度坡角问题 田路凤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条形统计图,扇形统计图 涂淑瑶 南昌市 进贤县青岚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锐角的余弦，锐角的正弦 万红 宜春市 奉新县赤田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中位线定理 万丽芳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王宝华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张武林 婺源县江湾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与几何变换 王斯清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面内两直线的位置关系 魏盛兵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 魏跃慧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温芳亮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方差公式的应用 温日明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等腰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温种金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钟林明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与几何变换 文静 南昌市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徐渊 上犹县黄埠镇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应用——最大面积问题 邬然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邓育坤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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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不等式的应用 吴发族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圆的综合题 吴集洋 赣州市 赣州市紫荆路小学 李清清 新余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中心对称，坐标与图形变化-旋转 吴瑾 赣州市 会昌县小密初中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全称量词，存在量词 吴可德 赣州市 江西省石城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角的计算 吴苏骏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镜坝镇桐木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生活中的轴对称图形 吴霞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区五陂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伍清华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 肖妃 赣州市 于都县雩山中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指数函数的定义、解析式、定义域 肖琳 新余市 分宜县第二中学 林秦荣 会昌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对数的概念 肖玉华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 肖周荣 赣州市 会昌县小密初中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利用频率估计概率 谢春生 赣州市 大余县池江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与性质 谢国金 赣州市 兴国中学 黄润福 瑞金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频数（率）分布直方图 谢金胜 赣州市 寻乌县菖蒲中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旋转的性质 谢茂兰 赣州市 赣州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算术平方根，规律型：数字的变化类 谢梅芳 宜春市 万载县龙湖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与图形变化—位似 谢美玲 赣州市 宁都县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的几何应用 谢钱丰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 谢琼清 赣州市 江西省龙南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谢秋香 抚州市 抚州市第二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 谢永兰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事件 谢忠仑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徐福 赣州市 兴国县均村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展开图折叠成几何体 徐厚强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吴村镇中学 甘萍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对数函数的定义域 徐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钟世红 赣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方差的实际应用 徐莉丽 萍乡市 萍乡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根据函数的图象获取信息 徐莉萍 九江市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第二高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正数和负数的定义 徐鹏鹏 上饶市 华东师范大学上饶实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作图-三视图 许丽虹 赣州市 赣州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圆内接四边形的性质 许璐燕 赣州市 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无理数的定义，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许小莲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巢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三边关系，三角形 颜瑶 南昌市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应用——商品利润问题 杨青 赣州市 信丰县工业园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杨婷 赣州市 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的和差 杨伟明 赣州市 于都县宽田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的解与解集 杨伟英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加法 杨云 赣州市 赣州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弧长的计算 姚苗苗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三边关系，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易雯婷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概率公式 易晓雪 宜春市 奉新县赤田学校 吴可德 江西省石城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作图-旋转变换 易序游 赣州市 大余县浮江九年制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面积 余华英 宜春市 靖安县第一小学 陈丽娟 寻乌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事件 余芸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谢慧芬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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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因式分解-运用完全平方公式法 袁华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袁江萍 新余市 分宜县第一中心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矩形的判定与性质 袁淑萍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内角和定理 袁运华 吉安市 永丰县城南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方程的解 占景思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最简二次根式 张丁姣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正数和负数的应用 张冬生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 张凤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频率分布直方图 张虹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张俊芳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垂径定理，圆周角定理 张礼萍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张青青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李偲偲 南昌市青云谱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张淑英 赣州市 于都县小溪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方程的应用——行程问题 张水玲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菱形的判定与性质 张晓辉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正比例关系 张勇 赣州市 信丰县龙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必要条件、充分条件 张玉华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 张远明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加权平均数的实际应用 章宏 新余市 渝水区水北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集合的含义 章伟涛 南昌市 进贤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赵碧晴 吉安市 新干县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赵皓兰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曾繁赟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 郑亦云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永丰街道永丰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整式的加减—化简求值 钟成 赣州市 瑞金市瑞林镇民主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菱形的判定与性质 钟风梅 赣州市 赣州市金岭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含30度角的直角三角形 钟宏文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田路凤 江西省上犹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频率分布直方图 钟健健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钟石平 赣州市 上犹县营前镇下湾小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集合的含义 钟永青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列表法与树状图法，游戏公平性 钟珍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确定圆的条件 周莉芸 赣州市 瑞金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等边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周梅 赣州市 瑞金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与几何变换 周庆华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的单调性与导数的关系 周小华 抚州市 临川二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点的坐标 周燕飞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下溪街道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频率分布直方图 周游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扇形面积的计算 周远利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高 朱丹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区五陂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判定与性质 朱丽 上饶市 德兴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仰角俯角问题 朱玲英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老关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朱平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汪二镇新安埠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多边形内角与外角 朱倩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条形统计图 诸伟 上饶市 上饶市信州区沙溪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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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祝素琴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圆的综合题 卓雯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二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配套问题 宗丽 南昌市 南昌县洪范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应用 邹小香 赣州市 赣州市第九中学 江正文 会昌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白流华 南昌市 进贤县第三中学 黄青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科学记数法—表示较大的数 蔡联远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谢毅 赣州市南康区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蔡鹏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五小学 王君 赣州市赣县区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确定位置 蔡小珍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第二中学 张礼萍 上犹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用样本数字特征估计总体数字特征 蔡跃莲 赣州市 瑞金市第三中学 黄路年 赣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与性质 曹林坚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温种金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二次方程-公式法 曹任华 上饶市 婺源县江湾中学 肖李秀 赣州市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点与圆的位置关系 曾光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龙台九年一贯制学校 朱文婷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截一个几何体 曾慧芹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刘星斌 芦溪县源南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的应用 曾建芳 赣州市 瑞金市壬田初级中学 黎苗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关于x轴、y轴对称的点的坐标 曾茂粮 赣州市 会昌县周田中学 宁平华 景德镇市第十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在数轴上表示不等式组的解集 曾汀洲 赣州市 会昌县筠门岭初中 冷丽梅 南昌市二十八中教育集团青云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等腰三角形的判定 曾永兵 赣州市 信丰县安西中学 万丽芳 南昌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翻折变换（折叠问题） 陈斌 赣州市  瑞金市沙洲坝初级中学 曾艳曼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代入消元法 陈彩丰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陈春红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陈冬萍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中学 韩国 景德镇市第十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正比例函数的图象 陈光铭 赣州市 赣州市第四中学 郭佳萍 赣州市南康区莲花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的应用 陈海帆 赣州市 定南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因式分解-提公因式法 陈俊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三角形的应用 陈梦婕 新余市 分宜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作图—基本作图 陈素和 赣州市 定南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陈文娟 赣州市 寻乌县城南小学 刘晓巍 南昌市城东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菱形的性质 陈霞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正多边形和圆 陈雁蓉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利用根 陈燕 新余市 新余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命题的真假 陈颖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陈永添 赣州市 全南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中线、高、角平分线 陈云辉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对数的概念 程玮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刘芳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事件 池旭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垂径定理 戴丹彤 上饶市 婺源县古坦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圆周角定理，解直角三角形 邓广发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整式加减的应用 邓海莲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有关概念 邓丽华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锐角的正切 邓伟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非负数的性质：偶次方 邓修春 赣州市 赣州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命题及其结构 翟珍珍 南昌市 南昌县洪州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解直角三角形 段龙琴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中线 樊辉 南昌市 进贤县架桥镇架桥初级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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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范海飞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方程的应用——工程问题 范娟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加减消元法 方芳 赣州市 上犹县黄埠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交集、并集综合应用 方金盛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销售问题 冯上儒 新余市 新余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 付俊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 付少琴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 傅玲玲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傅艳霞 南昌市 观田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不等式 甘坚磊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杨岐乡清溪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正方形的性质 高素英 赣州市 兴国县良村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系数k的几何意义 郜美玲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可能性的大小 龚惠敏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四小学 钟风梅 赣州市金岭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坡度坡角问题 龚燕华 赣州市 瑞金市万田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因式分解-提公因式法 官媛媛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中心对称 管婷 赣州市 赣州市武陵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 桂玲 赣州市 兴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系数k的几何意义 郭海峰 赣州市 定南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的性质 郭建强 吉安市 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 郭树明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郭学文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郭滢芳 赣州市 定南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线 韩春香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利用频率估计概率 何贵松 上饶市 德兴市铜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正投影 何丽芳 赣州市 全南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圆周角定理 何年花 新余市 分宜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圆周角与圆心角的关系 何艳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区青山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方程的应用——行程问题 侯婷 赣州市 兴国县社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由实际问题抽象出一元一次方程 侯晓梅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关系与不等式 胡骏芳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提公因式法与公式法的综合运用 胡琴 宜春市 万载县赤兴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垂径定理 胡文华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营前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锐角的正切 胡馨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巢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利用数轴比较有理数的大小 胡莹莹 南昌市 南昌市湾里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实数的分类 胡志兰 萍乡市 莲花县升坊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黄桂维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方法 黄和平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面展开-最短路径问题 黄佳静 赣州市 信丰县安西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点的坐标 黄娟 宜春市 宜春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指数幂的运算性质 黄林花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乘除法 黄琳芳 赣州市 定南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利用轴对称设计图案 黄玲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黄路年 赣州市 赣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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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黄鹏 赣州市 瑞金市黄柏乡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的性质和SAS综合 黄萍香 赣州市 兴国县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黄强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规律型：点的坐标 黄清清 赣州市 全南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正比例函数的图象 黄荣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方差，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众数 黄珊 宜春市 江西省清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画法 黄文萍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化简求值 黄霞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几何体的表面积 黄娴 赣州市 瑞金市泽覃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黄雅 南昌市 进贤县三里乡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的和差 黄颖彬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 黄裕嫦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形综合题 黄裕娉 吉安市 东固民族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从不同的方向看立体图形 江春霞 新余市 新余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垂径定理，轴对称-最短路线问题 江东法 赣州市 兴国县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互余两角三角函数的关系 江利萍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集合的含义 江蓉华 抚州市 抚州一中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事件 姜永鹏 赣州市 赣州市第十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旋转的性质 蒋丽娟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轴对称图形 蒋铭国 景德镇市 乐平市第十一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切线的性质,弧长的计算 蒋媛媛 南昌市 南昌市豫东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 康炜苹 赣州市 于都县雩山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命题及其结构 康孝莹 赣州市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性质 孔春花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赖宝连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赖翠 赣州市 赣州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认识立体图形 赖娇娣 上饶市 弋阳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随机抽样 赖小君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赖玉婷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频数（率）分布直方图 黎国奇 宜春市 江西省高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化简求值 黎彰慧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在数轴上表示不等式组的解集 李程田 宜春市 丰城市段潭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李春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三角形 李翠英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红谷滩分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正多边形和圆 李德 赣州市 赣县电教站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的性质：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李丰香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的解与解集 李凤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数轴上两点间距离及动点问题 李红梅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单项式的概念 李慧华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根式的性质与化简 李慧君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高家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不等式 李乐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扇形面积的计算 李娜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李清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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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 李清泰 赣州市 赣州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比例线段，黄金分割 李蓉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湾头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李山 赣州市 定南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应用——商品利润问题 李婷英 鹰潭市 贵溪市文坊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其他问题 李文华 赣州市 兴国县永丰乡果溪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 李小保 赣州市 宁都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旋转的性质 李艳苹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视点、视角和盲区 李阳 赣州市 兴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李永平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李玉 新余市 分宜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判定 梁欢 宜春市 万载县龙湖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三角形 梁慧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点、线、面、体之间的关系 梁龙娟 南昌市 南昌市心远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不等式 梁泽丞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廖兵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实数的性质 廖慧 赣州市 龙南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整式的混合运算 廖建兵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由实际问题抽象出一元二次方程 廖妹 南昌市 江西省新建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锐角的正弦 廖暑芃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非负数的性质：偶次方 廖文娟 赣州市 宁都县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作图-三视图 廖雯 赣州市 宁都县固厚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常量与变量 廖重珍 赣州市 兴国县梅窖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与图形性质 林里溪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沙田镇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角的计算，角平分线的定义 林殊芳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菱形的性质 林杨 上饶市 德兴市绕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销售问题 林玉清 赣州市 宁都县易堂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不等式与二次函数 刘爱莉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的应用——其他问题 刘超 宜春市 宜阳二小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刘诚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曾建芳 萍乡市安源区青山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 刘芳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刘伏文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乡内潮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刘根福 赣州市 兴国县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刘根生 宜春市 万载县马步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与图形变化-平移 刘缓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桐木镇胜利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数解析式 刘洁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求一个数的算术平方根 刘金球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扇形面积的计算，切线的性质 刘军云 南昌市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新龙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实数的分类 刘俊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坡度坡角问题 刘来福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对数函数的定义域 刘丽芳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解析式的求解及常用方法 刘丽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通过对完全平方公式变形求值 刘丽君 赣州市 崇义县古亭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的性质 刘璐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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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 刘娜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算术平方根 刘芹秀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等腰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刘琴 萍乡市 芦溪县源南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刘绍安 新余市 新余市新钢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 刘绍庆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值，分式的基本性质，约分 刘盛辉 赣州市 瑞金市下坝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 刘思云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整式的加减—化简求值 刘婷 宜春市 奉新县甘坊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比例的性质 刘望京 宜春市 万载县株潭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等边三角形的性质，平行线的性质 刘为林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湖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 刘雄 萍乡市 莲花县路口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刘妍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白石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加减法，分式的值为零的条件 刘艳林 萍乡市 莲花县南陂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频率分布直方图 刘阳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敖飞龙 新余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幂函数的性质 刘洋杰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游戏公平性 刘怡媛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方程的解 刘勇 赣州市 瑞金市丁陂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极差、方差与标准差 刘中华 九江市 九江市同文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画树状图法求概率 刘忠斌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抛物线与x轴的交点 罗双喜 赣州市 兴国县红军子弟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几何概率 罗苏海 赣州市 兴国县将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利用根 罗炜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镇大岭片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三角形的性质 罗晓红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仰角俯角问题 吕建文 九江市 九江市濂溪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旋转的性质 马红心 宜春市 宜春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并集及其运算，交集及其运算 毛晓丹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应用——商品利润问题 毛瑜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梅孝婷 南昌市 进贤县青岚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锐角三角函数的增减性 莫丹 宜春市 万载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年龄问题 缪贤东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与图形性质 倪梓育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聂国琴 宜春市 宜春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钟面角 聂生庚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聂振枭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张家山蛟湖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欧阳娟 宜春市 丰城市剑声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潘勤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根的判别式 潘祚圣 南昌市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位似变换 裴珊珊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 彭玲燕 新余市 新余市逸夫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抽样调查的可靠性 彭琼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与性质 彭书福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彭舒艺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行程问题 彭延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六中学 三等奖

第 38 页，共 70 页



学科 知识点 姓名 设区市 学校 指导教师 指导老师单位 奖项

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内切圆与内心 彭紫依 宜春市 高安市吴有训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邱建鹏 赣州市 信丰县新田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作图-平移变换 邱菁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邱连 赣州市 兴国县南坑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邱庆兰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垂径定理 邱瑞春 赣州市 宁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多边形内角与外角 饶国兰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商春梅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方程 沈意元 宜春市 高安市杨圩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整式的混合运算—化简求值 石生亮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关于x轴、y轴对称的点的坐标 舒桢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帅巨鹏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锐角的正弦 宋佳佳 九江市 九江市鹤湖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孙双兰 景德镇市 浮梁县新平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数解析式 孙益锋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汤春华 宜春市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宜春市经都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方程 汤达彬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红金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应用 唐建 宜春市 宜阳二小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含30度角的直角三角形 唐昱喜 吉安市 井冈山中学（新城区）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单项式乘单项式 田克平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的交点问题 童佛赛 九江市 九江双语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数解析式 汪晓峰 赣州市 会昌县洞头乡中心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多项式 王带发 赣州市 瑞金市瑞林镇民主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的性质 王地发 赣州市 于都县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的应用——多个函数图像 王功委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因式分解-提公因式法 王辉 赣州市 于都县新长征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加法 王惠 赣州市 会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事件 王健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图象与几何变换 王金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加法 王晶 赣州市 寻乌县文峰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点的坐标 王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王萍 赣州市 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抛物线与x轴的交点 王文辉 宜春市 高安市筠阳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行程问题 王文杰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判定——内错角、同旁内角 王晓玲 南昌市 南昌县洪州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矩形的性质 王新珍 赣州市 于都县小溪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判定——内错角、同旁内角 王雪琴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与图形变化-平移 王义勇 九江市 九江市德安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王圆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坐标与图形变化-平移 王正一 赣州市 寻乌县岑峰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锐角的正弦 韦春宋 宜春市 宜春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利用轴对称设计图案 魏琳琳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温佩佩 赣州市 石城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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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稳定性 温晓文 赣州市 石城县赣源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不等式与二次函数 温璇 赣州市 兴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切线长定理 邬英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区五陂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垂线段最短，角平分线的性质 吴丹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四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根据对角线判定矩形 吴国斌 景德镇市 浮梁县兴田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位似变换 吴琴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事件 吴世海 上饶市 玉山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线的判定与性质，垂线的定义 吴小姗 宜春市 铜鼓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 伍桂梅 赣州市 赣州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的实际应用 夏露 南昌市 南昌市第二十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生活中的中心对称图形 项亚萍 南昌市 南昌县诚义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旋转的性质 肖灯秀 赣州市 于都县段屋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与性质 肖芳德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图象 肖光萍 赣州市 赣州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菱形的性质 肖金莲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肖礼懿 赣州市 赣州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圆心角、弧、弦的关系 肖庆华 赣州市 于都县段屋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乘除混合运算 肖诗玉 赣州市 赣州市潭口洋山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待定系数法求二次函数解析式 肖时荣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二次方程-因式分解法 肖婷 赣州市 赣州市第十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同底数幂的乘法 谢彩兰 赣州市 瑞金市谢坊镇谢坊初中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谢光强 赣州市 兴国县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谢金香 赣州市 兴国县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谢丽华 赣州市 于都县雩山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 谢梦瑶 鹰潭市 贵溪市第一中学附属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切线的判定 谢苗健 赣州市 赣州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不等式与二次函数 谢荣军 赣州市 于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正数和负数的应用 谢瑞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清溪中心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谢万杨 赣州市 兴国县将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的零点 谢炜斌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毛晓丹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销售问题 谢小莲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横溪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值 谢晓聪 赣州市 赣州市金星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化简求值 谢晓连 赣州市 上犹县梅水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的和差 谢叶龙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四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二次方程-配方法 谢永俊 赣州市 兴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几何体的展开图 谢远斌 赣州市 赣州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关系式,函数值 谢钊颖 新余市 江西省分宜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形式 熊丽平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矩形的判定与性质 熊三红 宜春市 上高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因式分解-运用平方差公式法 熊少杰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根的判别式 熊苏红 宜春市 奉新县干洲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乘除法 徐党生 赣州市 信丰县古陂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徐帆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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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方差，中位数 徐虹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加权平均数 徐婷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梦湖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薛金卫 鹰潭市 鹰潭市上清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工程问题 晏日红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赖晖 安远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根的判别式 晏莹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晏志英 宜春市 宜春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利用频率估计概率 杨金凤 吉安市 安福县城关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混合运算 杨丽燕 九江市 瑞昌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行公理及推论 杨平 赣州市 兴国县城岗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性质 杨文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图象 杨馨 赣州市 赣州市潭口洋山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多边形内角与外角 杨艳萍 赣州市 赣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集合 杨燕平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抽样和样本估计总体的实际应用 杨扬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万彩云 进贤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科学记数法—表示较大的数 尧荣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圆心角、弧、弦的关系 姚年华 新余市 新余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一次方程 叶德光 上饶市 弋阳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规律型：数字的变化类 叶利福 赣州市 瑞金市日东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的解 叶亮亮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叶双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叶顺生 赣州市 信丰县万隆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的性质 叶瑜 九江市 九江市濂溪区新港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实际问题的二次函数的图象 易绍兰 赣州市 于都县雩山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计算器—三角函数 易志荣 宜春市 宜春市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角平分线的定义 余超清 赣州市 信丰县坪石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方程的应用——销售问题 余媛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 喻军荣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中心对称图形 袁苹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平田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圆周角定理，切线的判定 袁宗平 赣州市 于都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含30度角的直角三角形 詹怡强 赣州市 赣州市凤岗中学 张延生 于都县马安乡马安初中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几何体的展开图 占宇志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一元二次方程-公式法 张宝石 赣州市 瑞金市岗面乡渡头初中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张朝涛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江口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三角形的内切圆与内心 张鸿敏 赣州市 于都县雩山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化简求值 张京华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方程的解，解分式方程 张敏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垂径定理的应用 张水英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销售问题 张文俊 赣州市 会昌县筠门岭初中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张雪英 赣州市 宁都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弧、弦、圆心角、圆周角的关系 张艳芳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 张艳华 赣州市 会昌县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张智 南昌市 南昌市南钢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计算器—有理数 郑福游 赣州市 会昌县晓龙乡晓龙初中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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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郑俊 上饶市 华东师范大学上饶实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解直角三角形 钟飞 赣州市 定南县鹅公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 钟建萍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平田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非负数的性质：算术平方根 钟娟艳 新余市 渝水区鹄山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整式的混合运算—化简求值 钟林 赣州市 兴国县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应用——其他问题 钟林明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圆锥的计算，圆锥的体积 钟涛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红旗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不等式 钟兴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有理数的乘法 钟钰琪 萍乡市 芦溪县银河镇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随机事件 钟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应用——最大面积问题 钟兆珍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红旗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正多边形和圆 周桂珍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的交点问题 周梦婕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 周文才 新余市 新余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传播问题 周祥朋 赣州市 赣州市三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勾股定理，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周小明 九江市 九江市瑞昌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 周颖 南昌市 进贤县青岚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正多边形和圆 周颖 新余市 新余市第十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四边形综合题 周志兴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根式的混合运算 朱景生 赣州市 瑞金市黄柏乡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二次函数的应用——商品利润问题 朱开伥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用样本的数字特征估计总体 朱明明 景德镇市 乐平市第一中学 郭燕斌 进贤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众数、中位数、平均数 朱倩怡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徐美玲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幂的乘方 朱小勇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方差公式 祝香花 吉安市 永丰县城南学校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函数值 庄操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 宗旨 九江市 九江市濂溪区姑塘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根的判别式 邹梅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销售问题 邹瑜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平方根的定义及求法 邹玉惠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永泰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完全平方式 邹志丹 吉安市 吉安市青原区天玉镇桥上小学 三等奖

中学数学 分式的乘除法 邹竹连 赣州市 赣州市沙河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提纲作文 曾敏杰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王凡凡 江西省清江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曾祥云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肖晓琴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一等奖

中学英语 不定冠词 陈君华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黄倩 赣州市水西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充句子 陈南燕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陈丽玲 赣州市赣县区五云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陈小春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五中学 文花 进贤县第一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一般过去时的被动语态 陈治兰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徐亚峰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辨析 成彩云 南昌市 王余家洁纪念学校 赖梅凤 兴国县第五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日常用语、谚语 代海萍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肖维连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邓小娟 赣州市 石城县赣源中学 姜颖 南昌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词义，动词词组，形容词短语 管君 赣州市 会昌县第四中学 钟阳娟 大余县南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故事类阅读 郭飞京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陈南燕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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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英语 日常用语、谚语 胡桂芳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曾祥云 大余县南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学校 胡红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黄宇美 江西省上犹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填空 胡中华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顾馥婷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形容词辨析 黄珊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五中学 黄诗蔚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交际 黄艳华 赣州市 兴国县第五中学 祝天生 铅山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提纲作文 黄勇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三中学 蔡序俊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规则可数名词的复数 姜颖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三中学 侯婷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提纲作文 赖梅凤 赣州市 兴国县第五中学 游英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提纲作文 赖瑞华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李佳玲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一般现在时被动式 李佳玲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赖瑞华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听录音理解长对话 李育文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梁平英 大余县南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文娱与体育 梁平英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李育文 大余县南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旅游与交通 廖琴 赣州市 江西省定南中学 刘春玲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 凌高斌 赣州市 寻乌县澄江中学 钟珑清 龙南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汉译英 刘春玲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骆启秀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数词，序数词 刘冬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肖青燕 信丰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固定搭配 刘琪 宜春市 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园学校 万晓霞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家庭、朋友与周围的人 刘青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第五中学 邱顺彬 婺源县朱熹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汉译英 刘月红 赣州市 瑞金市第六中学 管君 会昌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非谓语动词 毛虹伶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中学 刘梅连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含有情态动词的被动式 彭怡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谭凡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听录音理解短文 邱顺彬 上饶市 婺源县朱熹中学 温小兰 南昌县向塘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旅游与交通 涂素华 南昌市 江西省新建区第二中学 熊耀文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现在完成时 万发盛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第十九中学 赖菁华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人物传记类阅读 王芳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谢淑萍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固定搭配 王璟 赣州市 寻乌县教育局 黎慧颖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世界与环境 王丽珍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邓润妹 奉新县教育局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听录音理解短文 温小兰 南昌市 南昌县向塘实验学校 魏罗 进贤县架桥镇架桥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固定搭配 肖青燕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三中学 涂素华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ing形容词和ed形容词 谢淑萍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交际 熊建勇 南昌市 南昌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罗翠云 会昌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充句子 熊燕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徐琴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形容词辨析 袁冲 宜春市 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园学校 郭永锋 定南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从属连词，状语从句 袁青春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吴永萍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副词，副词辨析 袁琼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徐琴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固定搭配 钟阳娟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汉译英，英译汉 周媛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李月红 信丰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全对话 邹新敏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二中学 朱文娟 赣州市赣县区第五中学 一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ing形容词和ed形容词 蔡序俊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刘青 江西省乐平市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听录音理解对话 曾桂华 赣州市 兴国县第六中学 辛洪涛 芦溪县银河镇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形容词辨析 曾欢乐 抚州市 南丰县第一中学 樊丽丽 进贤县架桥镇架桥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翻译 曾益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七中学 胡桂芳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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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陈波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傅逸菲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辨析 陈凤凤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长洛中学 范小清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介词辨析 陈少娜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黄冬华 大余县南安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陈小琴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王丽珍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look 邓润妹 宜春市 奉新县教育局 夏雪 赣州市赣县区红金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卫生与健康 杜利平 赣州市 安远县第一中学 刘冬英 信丰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根据英文填写正确形式 杜文娟 吉安市 江西省吉安市第四中学 谢宝香 上犹县教研室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完型填空 杜轶琼 赣州市 安远县濂江中学 王璟 寻乌县教育局 二等奖

中学英语 人物传记类阅读 宫正 抚州市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中学 赵慧娟 瑞金市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辨析 顾馥婷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居住环境 郭春平 赣州市 安远县濂江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规则可数名词的复数 郭小青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人物传记类阅读 何德玲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 何东艳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词性辨析 何志远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陈述句 黄丹艺曼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交际 黄菊玉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图表作文 黄倩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词义，介词短语 黄诗蔚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辨析，词义 黄小芸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 黄宇美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词组 赖丽珍 赣州市 赣州市第十一中学 甘昀 南昌凤凰城上海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家庭、朋友与周围的人 赖日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赵建华 赣州市赣县区红金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提纲作文 赖夏萍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 李梦雅 南昌市 赣江新区桑海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李群 宜春市 丰城市剑声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疑问词+不定式结构 李胜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实义动词 李小明 新余市 分宜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充句子 李月红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黄金玉 信丰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个人兴趣 李云霞 赣州市 信丰县第八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全对话 林俊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刘建华 赣州市 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数，词义 刘丽华 赣州市 于都县小溪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关系代词引导的定语从句，定语从句 刘丽君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实义动词，动词辨析 刘霞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罗翠云 赣州市 会昌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充句子 罗双华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汉译英 罗学琼 赣州市 上犹县黄埠镇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副词 骆启秀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短文填空 孟曦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居住环境 糜霞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根据英文填写正确形式 彭丽蓉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科普知识与现代技术 邱慧平 南昌市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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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英语 动词词组 盛佳妮 萍乡市 安源区丹江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固定搭配 舒承妹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二中学 黄琴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个人兴趣 宋芳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充句子 汤丽萍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汉译英 唐雪花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李洁玲 瑞金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故事类阅读 田泽清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油石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交际 汪丽玲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构词法 王爱平 赣州市 兴国县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图表作文 王芬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刘月红 瑞金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单词拼写 王小玉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的基本用法 王旭萍 南昌市 进贤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词组，介词短语 文怡霞 萍乡市 莲花县高洲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阅读 肖晓琴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汉译英 谢华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全对话 熊璐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主谓一致，语法一致原则 徐亚峰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词组 许芳芳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过去进行时 顔蒂 南昌市 南昌县新城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提纲作文，图表作文 杨柳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英语 自然 尹蓉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辨析 游英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词组，形容词短语 张萍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情态动词 张婷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长洛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词义辨析 张祥英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邹传萍 赣州市赣县区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介词，时间介词 赵苏梦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徐赟齐 大余县梅关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完型填空 钟文先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钟艳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中学 黄珊 瑞金市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固定搭配 周曦 南昌市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二等奖

中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 蔡治龙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许芳芳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七选五题型 曹京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熊燕 信丰县教育体育局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原级 曹莉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中学 陈小琴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填空 曾海萍 赣州市 上犹县水岩希望学校 尹蓉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填入适当词 曾其文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第二中学 钟京梅 赣州市赣县区阳埠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 曾润荃 赣州市 于都县新长征中学 何泽香 赣州市潭东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冠词，不定冠词，零冠词 陈家聪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五云中学 张海东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辨析 陈丽玲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五云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的基本用法，介词短语 陈淑萍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宇学校 鲁晨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陈文仪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三中学 温馨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词组 陈燕群 赣州市 瑞金市第四中学 彭燕芳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充句子 陈宇超 南昌市 进贤县青岚学校 熊敏 南昌市站前路学校云飞校区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连词，并列连词 邓凌云 赣州市 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人物传记类阅读 范瑶 南昌市 进贤县二塘中心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完型填空 方欣 南昌市 南昌市解放路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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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英语 副词，副词辨析 付婧昱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全对话 高慧娴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的时态，一般过去时，固定搭配 顾小青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吴利华 南丰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冠词,不定冠词,定冠词 郭金香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填空 郭金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袁冲 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园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根据英文填写正确形式 韩杰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充句子 何小芳 赣州市 瑞金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人际交往 胡爱珍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故事类阅读 胡雅翠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填空 黄冬华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图表作文 黄海玉 宜春市 宜春市翰林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连词辨析 黄家金 赣州市 龙南市龙翔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实义动词，动词辨析 黄金玉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辨析 黄菁 赣州市 江西省龙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汉译英 黄菊芬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全对话 黄娟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不定冠词 黄可为 赣州市 宁都县宁师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黄乐威 宜春市 丰城市剑声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从属连词，状语从句 黄丽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形容词的基本用法 黄玲 新余市 渝水区罗坊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提纲作文，图表作文 黄琴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七选五题型 黄少东 赣州市 赣州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主谓一致,语法一致原则 简莉莉 新余市 新余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听录音理解长对话 孔令仙 抚州市 南丰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学校 雷艳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非谓语动词 黎慧颖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充句子 李红 赣州市 江西省定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keep 李洪英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陈述句，特殊疑问句 李俭美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辨析 李洁玲 赣州市 瑞金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交际 李露平 赣州市 赣州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陈述句 李娜 宜春市 宜春市袁州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副词的分类 李淑霞 上饶市 余干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饮食 李小燕 南昌市 进贤县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填入适当词 李艳 鹰潭市 鹰潭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辨析 廖金有 赣州市 龙南市龙翔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阅读理解 廖胜兰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连词辨析 廖燕妮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根据英文填写正确形式 林毫娟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吉埠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填空 刘晨 赣州市 瑞金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疑问短语 刘丹 萍乡市 芦溪县源南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固定搭配 刘芳 南昌市 进贤县青岚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全对话 刘欢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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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英语 任务型阅读 刘惠 宜春市 丰城市剑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辨析 刘金娜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名词辨析 刘润娇 赣州市 会昌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 刘为斌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红金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人际交往 刘小妤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听录音理解长对话 罗念 南昌市 南昌县洪燕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故事类阅读 罗琴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不定冠词 罗霞 宜春市 上高县锦阳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罗招君 吉安市 新干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日常活动 马晓青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家庭、朋友与周围的人 欧阳洁雅 吉安市 泰和县中龙乡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科普知识与现代技术 潘莉华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交际 彭九红 赣州市 全南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人物传记类阅读 彭文博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辨析 彭燕芳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 帅金铃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辨析 宋玲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辨析 谭凡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汉译英 汤菲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发展小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that 王璜 宜春市 宜春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 王丽云 赣州市 于都县小溪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完型填空 王婷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语法一致原则 王文菲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全对话 魏志娥 南昌市 南昌市珠市云飞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交际 吴丽红 鹰潭市 余江区第四中学 温辉冬 赣州市阳明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句型转换,翻译 吴露春 赣州市 会昌县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其他介词 吴品馨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大地中学 郭雅洁 江西省莲花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家庭、朋友与周围的人 吴小颖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根据英文填写正确形式 肖丹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的基本用法 肖丽珍 赣州市 江西省定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肖梅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感与情绪 肖维连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交际 肖伟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营前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日常生活类阅读 肖颖婷 萍乡市 莲花县升坊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七选五题型 谢宝香 赣州市 上犹县教研室 三等奖

中学英语 it 句型，固定搭配 谢德清 赣州市 会昌县高排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日常活动 谢锦辉 吉安市 永丰县城南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 谢丽君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一般过去时 辛洪涛 萍乡市 芦溪县银河镇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交际 熊梦寰 宜春市 宜阳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翻译 熊敏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故事类阅读 徐菁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许杏 赣州市 会昌县小密初中 三等奖

第 47 页，共 70 页



学科 知识点 姓名 设区市 学校 指导教师 指导老师单位 奖项

中学英语 翻译 杨芬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 杨刘燕 南昌市 江西省新建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 杨娴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感与情绪 杨燕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充句子 叶阿玲 上饶市 余干县上洪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复合不定代词,不定代词 叶萍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营前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一般过去时 叶贞青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社溪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数 易淑清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提纲作文 易颖 宜春市 万载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非谓语动词 余年红 南昌市 南昌县新城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辨析 余小玉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数 袁欢 宜春市 宜春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提纲作文 张威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补充句子 张馨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固定搭配 章斯莉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宇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听录音理解对话 章志惠 南昌市 南昌县广福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名词的基本用法 赵慧娟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形容词 赵佳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动词词组 赵建华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红金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听录音理解长对话 钟芳玉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龙台九年一贯制学校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感叹句 钟珑清 赣州市 龙南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计划与安排 周小清 萍乡市 莲花县南岭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情景填空 邹红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英语 选词填空 邹艳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声音的传播，超声波和次声波 曹铭香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赖伟君 龙南市龙翔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二力平衡的条件 曾宪贵 赣州市 兴国县第六中学 张维海 上犹县电教站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测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陈春鹏 赣州市 瑞金市岗面乡渡头初中 刘才宝 兴国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重力的概念，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陈火明 赣州市 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 曾宪贵 兴国县第六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二力平衡条件的应用，平衡力的合力 谌阳 南昌市 南昌县洪州学校 蒋俊飞 南昌市洪都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杠杆的定义 邓丽娟 南昌市 南昌市桃花学校 杨琳琳 江西省乐安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匀速直线运动 丁斗鹏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第十九中学 江平 瑞金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磁感线的方向,磁极间的相互作用 龚阳春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汪隆智 新建区金桥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画重力的示意图 桂翔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赵书礼 赣州市南康区龙华乡田头初中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升华吸热及应用 郭鹏飞 赣州市 于都县新长征中学 朱雍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升华和凝华现象 何洪华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王开平 大余县池江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热量的公式及计算 黄继年 赣州市 赣州市第五中学 游四云 进贤县李渡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用速度的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黄李平 赣州市 于都县桥头初级中学 谢友利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机械能的转化的规律 黄琴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曹慧兰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重力的大小与质量的关系 黄瑞青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刘小辉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欧姆定律在串、并联电路中的应用 吉康志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陈文莉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磁场力方向的因素 姜云洪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揭梦昀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声音的波形图显示声音的特征 李文琼 赣州市 信丰县万隆中学 张红花 南昌市站前路华侨城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画力的示意图 林国梁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三中学 卢根保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张家山学校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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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 照相机 刘显亮 南昌市 南昌市二十八中教育集团青云学校 易志斌 芦溪县宣风镇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力的概念 刘燕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钟铮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柳剑航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庙背小学 李林发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太阳能 卢根保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张家山学校 林国梁 信丰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串联电路电压的规律 毛雪梨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黎红珍 新余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物体的浮沉条件 梅高鑫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郭鹏飞 于都县新长征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音调、响度与音色的区分 倪凌云 南昌市 南昌市广南学校 熊德鑫 南昌市北京路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眼睛的结构和作用，近视眼及矫正 邱国聪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刘琼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光反射现象 邱荣生 赣州市 信丰县第八中学 钱二妹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磁场对电流有力的作用 饶兆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龙岭中学 肖镇剑 江西省南康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公式法求浮力 孙永茂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武明月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蓉江小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电阻大小的判断及影响因素 覃冬月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肖铃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欧姆定律在串、并联电路中的应用 谭紧跟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中学 刘燕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温度计的读数 田海花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胡志伟 昌江区鱼山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液体压强的规律 汪隆智 南昌市 新建区金桥初级中学 段金发 于都县小溪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杠杆平衡条件 王金梅 萍乡市 莲花县清水中学 谢小春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声音的波形图显示声音的特征 王开平 赣州市 大余县池江中学 何洪华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声音能传递信息和能量 王胜波 南昌市 进贤县架桥镇架桥初级中学 林英梁 南昌县莲塘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汽化和液化现象，升华和凝华现象 王仲林 南昌市 南昌县广福第一中学 王谢菲 江西省景德镇二中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共点力平衡条件的应用 邬烈勋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赖贱根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动滑轮的特点与实质 武明月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蓉江小学 孙永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磁场对电流作用的应用 肖铃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吴文军 信丰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牛顿第一定律 肖镇剑 赣州市 江西省南康中学 王小三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二力平衡的定义 谢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清溪中心学校 吉康志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声音的波形图显示声音的特征 谢军 萍乡市 芦溪县南坑镇妙泉学校 邹赟 芦溪县芦溪镇路行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物体受力情况与运动的关系 谢友利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第二中学 姜云洪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液体压强的公式及应用 徐明凤 上饶市 华东师范大学弋阳实验学校 肖亚琴 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用水的比热容解释生活中有关现象 薛绿云 吉安市 吉安县浬田中学 谢军 芦溪县南坑镇妙泉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欧姆定律在串、并联电路中的应用 杨文秀 吉安市 吉安县庐陵学校 万花香 进贤县第一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测电笔的结构及使用 姚义兵 上饶市 弋阳县方志敏中学 徐明凤 华东师范大学弋阳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影子的形成 易志斌 萍乡市 芦溪县宣风镇中学 刘显亮 南昌市二十八中教育集团青云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投影仪的成像原理 虞桂莲 赣州市 安远县濂江中学 卢挺强 南昌县昌南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生活中光的色散现象 张海明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黄李平 于都县桥头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并联电路中电流的规律 张红花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路华侨城学校 李文琼 信丰县万隆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探究 张魁正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钟龙祥 九江市濂溪区姑塘中小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并联电路中电流的规律 张深山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姚义兵 弋阳县方志敏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做功冲程能量的转化 赵伟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田海花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一等奖

中学物理 研究物质的比热容（电加热器加热） 钟海军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桂翔 瑞金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扩散现象，温度对分子运动的影响 钟洪荣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赖玉玲 赣州市南康区隆木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串联电路中电流的规律 钟龙祥 九江市 九江市濂溪区姑塘中小学 张魁正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估测大气压值 朱小平 九江市 江西省永修县第二中学 黄琴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一等奖

中学物理 通路、断路、短路 朱雍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黎丹 贵溪市罗河第二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物理 能源消耗对环境的影响 曾慧敏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社溪中学 夏国华 进贤县衙前乡初级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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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 称重法测浮力 陈朝有 赣州市 会昌县庄埠乡初级中学 黄敏杰 瑞金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连接体问题 陈建军 景德镇市 浮梁县第一中学 黄瑞青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牛顿色散实验 陈金宝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张培林 寻乌县澄江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平均速度的意义及计算 陈林超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刘春梅 赣州市第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质量 陈裕 赣州市 会昌县高排中学 梅高鑫 寻乌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物体的浮沉条件，二力平衡法求浮力 程峰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第二中学 倪凌云 南昌市广南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时间的估算 池捷 景德镇市 浮梁县新平中学 陈火明 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电磁铁磁性强弱的因素 戴柳清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章娟 招贤镇红星扶轮五湖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压力差法求浮力 邓居华 九江市 九江市德安县第二中学 谭紧跟 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超重失重 邓雨霖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三中学 廖强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质点 丁志鹏 赣州市 兴国中学 周友吉 东固民族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压强的综合运用 付成 新余市 新余市第十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 付镇 景德镇市 罗家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匀速直线运动 甘敏 南昌市 南昌市八一中学 王文英 南昌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扩散现象 郭城 赣州市 信丰县铁石口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托里拆利实验 郭贵猛 九江市 九江市柴桑区第二中学 洪艳艳 婺源县溪头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决定浮力大小的因素 何锦科 宜春市 袁州区金瑞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运用功率的公式解决有关问题 胡凤 宜春市 丰城市剑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秒表的读数 胡华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八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直流电动机工作原理和能量转化 胡昆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力的合成与分解 胡淑兰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钟玉娟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画力臂 胡小荣 赣州市 会昌县教育局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斜面机械效率的计算 胡叙兵 赣州市 会昌县庄埠乡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重力作用点——重心 黄美华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用速度的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黄生福 赣州市 寻乌县文峰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能量转移和能量转化的方向性 黄新琴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凸透镜对光的作用，三条特殊光线 黄新球 南昌市 南昌县诚义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揭梦昀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力的合成 康德群 吉安市 江西省遂川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音调与频率的关系 赖东有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实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赖静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五云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黎丹 鹰潭市 贵溪市罗河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电流的形成 李观音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二力平衡条件的应用 李林发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透镜 李宗军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欧姆定律在串、并联电路中的应用 廖磊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廖琳洁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平均速度的意义及计算 刘锋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用速度的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刘金莲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刘琼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浮力 刘仕昌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密度的综合运用 刘水莲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物体带电情况的判断 刘月化 赣州市 寻乌县菖蒲中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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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 滑轮机械效率的计算 刘贞贵 南昌市 南昌市豫东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杠杆的五要素,区别杠杆的种类 卢丽媛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波长、频率和波速的关系 卢挺强 南昌市 南昌县昌南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秒表的读数 罗莉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比热容的单位及意义 罗沙 赣州市 瑞金市日东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电磁铁磁性强弱的因素 罗先平 赣州市 信丰县志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滑轮机械效率的计算 罗贤荣 吉安市 永丰县龙冈畲族乡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重力的方向 欧阳新闻 宜春市 万载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摩擦起电的实质 钱云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杠杆平衡条件的运用 秦翠红 南昌市 南昌市江南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实际生活中测量长度 邱树丛 赣州市 于都县桥头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分子的定义 谭任海 萍乡市 萍乡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公式法求浮力 滕灵飞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超声的应用 王春花 南昌市 南昌市新才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欧姆定律在串、并联电路中的应用 王金龙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分子动理论的初步知识 王士奇 上饶市 弋阳县叠山镇叠山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托里拆利实验 王焘 上饶市 江西省广丰贞白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单位制及量纲 王小三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滑轮组有关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魏斯 南昌市 南昌市昌北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牛顿第三定律 温雪娇 赣州市 会昌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吴婷 南昌市 新建区金桥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滑轮机械效率的计算 吴伟华 南昌市 南昌市抚生路学校 蒋海燕 寻乌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画并联电路 吴运富 赣州市 瑞金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音调、响度与音色的区分 夏冬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匀速直线运动的v-t图象 谢传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沙地中学 朱祖鑫 大余县南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液体压强公式及运用 谢金飞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滑轮组有关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谢小春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谢倚婧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火燃小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胡克定律 熊文杰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吕敏 德兴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力的作用效果 徐小莲 抚州市 南城县泰伯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 杨健 萍乡市 莲花县坊楼镇罗市小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熔化和凝固的探究实验 叶金娣 赣州市 于都县宽田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胡克定律 叶艳 景德镇市 江西省景德镇二中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根据光的折射规律作光路图 尹佛兴 赣州市 于都县汾坑初中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焦耳定律及表达式 于德胜 九江市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城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公式法求浮力 余飞飞 赣州市 信丰县安西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并联电路 余智萍 南昌市 南昌县洪范学校 康德群 江西省遂川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重力势能的定义，弹性势能的定义 袁玫 南昌市 南昌市育新学校九龙湖新城分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提高滑轮组机械效率的方法 张祥琦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生活中常见的温度值 张艳红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轮船、密度计的工作原理 张云慧 南昌市 南昌市育新学校九龙湖新城分校 覃冬月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家庭电路故障分析，空气开关 赵爱勇 南昌市 进贤县第一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轮船、密度计的工作原理 赵桂兰 上饶市 弋阳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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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 电压的作用 赵盈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弹力的定义 钟剑华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小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朱祖鑫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决定浮力大小的因素 邹赟 萍乡市 芦溪县芦溪镇路行学校 二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 艾志航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宇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定滑轮的特点与实质 蔡福莹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金山镇黎塘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流体压强 蔡清敏 赣州市 会昌县筠门岭初中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用托盘天平测固体和液体的质量 曹慧兰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匀变速直线运动基本公式应用 曹美娟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水的三态变化 曾勇 赣州市 于都县禾丰镇黄田初中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动能大小的因素 陈晨 南昌市 南昌县洪范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定滑轮的特点与实质 陈德臻 赣州市 于都县铁山垅镇丰田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功的公式的运用 陈丽芬 吉安市 吉安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称重法测浮力 陈旭平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定滑轮的特点与实质 陈雅冰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根据物体的运动状态判断所选参照物 陈艳燕 宜春市 宜春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杠杆平衡条件 陈泽洲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质量的定义 陈志强 鹰潭市 余江区锦江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高压锅的原理 陈祝煌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湾头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压强的综合运用 程正华 上饶市 婺源县古坦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压力与重力的异同 邓居荣 宜春市 丰城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三线插头的作用 丁良 赣州市 安远县濂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自由落体运动 丁文辉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物体的浮沉条件 丁正萍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熔化和凝固现象 段金发 赣州市 于都县小溪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核能,可再生能源 段妮玲 九江市 修水县渣津镇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真空不能传声,决定音色的因素 范林秀 宜春市 宜春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液体压强公式及运用 方丽亮 吉安市 永丰县龙冈畲族乡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变速直线运动的特点 房娜 萍乡市 北星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太阳能 冯荣华 景德镇市 乐平市第十三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法及应用 戈年圣 抚州市 江西省广昌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杠杆平衡条件的运用 葛耀芬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画力的示意图 古加龙 赣州市 寻乌县文峰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杠杆平衡条件 管弦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杠杆的定义，杠杆的五要素 韩福兴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何光仪 宜春市 丰城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晶体熔化、凝固规律 何文文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杠杆平衡条件的运用 洪卫明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物理学史 胡元子 南昌市 昌东二中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整体法隔离法 胡原深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中学 谢庶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有用功、额外功和总功的大小关系 黄荣 吉安市 吉安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材料隔声效果的探究 黄晓庆 赣州市 赣州市沙河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公式法求浮力 黄学明 上饶市 余干县江埠初级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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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公式法求浮力 姜志兴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机械能的转化的规律 康金林 赣州市 赣州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长度的单位及换算 邝光文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运用电功率的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赖娟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称重法测浮力 赖伟君 赣州市 龙南市龙翔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摩擦的种类及识别 赖玉玲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隆木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温度对分子运动的影响 兰金梅 赣州市 赣州市阳明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磁体的吸铁性 勒应弟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加速度 黎小鹿 南昌市 南昌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凸透镜对光的作用 李超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牛顿第二定律及应用 李冬平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李惠玲 吉安市 吉安县城北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重力的大小与质量的关系 李舒琦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滑轮组的绕线与组装 李雄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永泰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 李长秋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蓉江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 梁昌贵 南昌市 王余家洁纪念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应用压强公式解决有关问题 廖金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光直线传播的应用 林伟强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家用用电器正常工作的功率值 凌红星 赣州市 寻乌县澄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摩擦起电的实质 刘才宝 赣州市 兴国中学 谢腾麟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弹力 刘虎 南昌市 南昌市湾里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核能 刘健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决定浮力大小的因素 刘莉 南昌市 南昌市二十八中教育集团青云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惯性现象及解释 刘娜 赣州市 瑞金市拔英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弹簧测力计的使用 刘鹏 赣州市 安远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 刘琪 南昌市 南昌百树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比热容是物质的一种特性 刘小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吉埠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三线插头的作用 刘小辉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安全用电的原则 刘雪平 吉安市 新干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阿基米德原理、公式法求浮力 刘玉贤 吉安市 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通电螺线管的磁场 刘志强 南昌市 新建区厚田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法及应用 罗佳 南昌市 南昌县莲塘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扩散现象,分子动理论的初步知识 罗林 萍乡市 芦溪县芦溪镇二中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力学 罗增根 萍乡市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马超宾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马维娜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第二十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电荷间的相互作用规律 毛巧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力的分解 梅志坚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运用功率的公式解决有关问题 闵利 宜春市 奉新县仰山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有金属外壳家用电器要接地 彭利华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用速度的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邱莉萍 赣州市 赣州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共点力的平衡 邱香华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平均速度的意义及计算 施娇 吉安市 吉安县万福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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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 电路元件的作用 孙彩云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决定浮力大小的因素，称重法测浮力 孙超 赣州市 安远县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做功改变内能的实质 孙红 宜春市 宜春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斜面机械效率的计算 汤隙亮 吉安市 井冈山市碧溪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共点力的平衡 陶文婷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改变内能的两种方式 田超 赣州市 寻乌县岑峰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物体的受力分析 万春华 赣州市 赣州市第十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电能表的参数及相关计算 万菡菡 南昌市 新建区金桥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弦乐器音调的因素 万旭辉 南昌市 南昌县洪州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称重法测浮力 汪伟伟 赣州市 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画力的示意图，画重力的示意图 汪焰 吉安市 吉安市青原区富滩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二力平衡条件的应用 王斌华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小孔成像 王栋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减弱噪声的途径和方法 王金峰 赣州市 会昌县晓龙乡晓龙初中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利用欧姆定律表达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王清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电路图的设计 王荣飞 赣州市 龙南市渡江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物质的属性与生活中物质的用途 王鑫 赣州市 赣州市第十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焦耳定律及表达式 王永根 吉安市 永新县永安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杠杆平衡条件 吴冲 鹰潭市 贵溪市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平面镜成像特点 吴芳正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二力平衡条件的应用 吴国敬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托里拆利实验，标准大气压强值 吴俭 宜春市 港口乡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应用压强公式解决有关问题 吴淑琴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测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吴智雄 南昌市 进贤县李渡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大气压强的存在 吴中良 南昌市 南昌市江安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电荷间的相互作用规律，摩擦起电 夏国华 南昌市 进贤县衙前乡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力学 肖飞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徐书辉 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力学 肖加华 赣州市 会昌县右水初中 三等奖

中学物理 二力平衡条件的应用 肖亚琴 吉安市 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滑动摩擦力 谢国锋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牛顿第三定律 谢海发 赣州市 兴国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估测功的大小 谢丽娟 宜春市 丰城市孺子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参考系、坐标系 谢亮亮 赣州市 于都县新长征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运动的描述 谢青春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电能转化效率的相关计算 熊卫东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用速度的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徐雪晴 南昌市 南昌市湾里区太平狮峰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液体压强的规律，物体的浮沉条件 晏俊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通路、断路、短路 杨桂平 赣州市 瑞金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运用焦耳定律解决有关问题 姚小占 南昌市 南昌市心远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动滑轮的特点与实质 叶彩凤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接渡二中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平面镜成像 叶红华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永丰街道永丰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匀变速直线运动 叶敏 九江市 武宁县振风高级中学 梅志坚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引起家庭电路总电流过大的原因 叶沙沙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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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 滑轮组有关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易芳 赣州市 瑞金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速度速率 易杰为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斜面机械效率的计算 应道清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人耳是怎样听到声音的 余春枝 上饶市 婺源县紫阳镇梅林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惯性现象及解释 袁琳 南昌市 南昌市二十八中教育集团青云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运用功率的公式解决有关问题 袁雪梅 宜春市 万载县龙湖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共点力的平衡 袁志刚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应用压强公式解决有关问题 占水波 上饶市 玉山县官溪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压力差法求浮力 张凡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音调与频率的关系 张海韵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惯性现象及解释 张茂盛 抚州市 东乡区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电阻大小的判断及影响因素 张培林 赣州市 寻乌县澄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物体的浮沉条件 张珍珍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决定浮力大小的因素 章娟 南昌市 南昌市湾里区招贤镇红星扶轮五湖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惯性现象及解释 章绍丽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三小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力的分解 钟海燕 鹰潭市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吴哲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摩擦力 钟兰键 赣州市 江西省南康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用电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 钟庆国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分子动理论的初步知识 钟蔚聪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刘飞翔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弹簧测力计的读数 钟蔚芳 赣州市 信丰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周文文 南昌市 南昌市南钢学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0”刻度线开始读数 周欣 南昌市 江西师大附中滨江分校 三等奖

中学物理 运用功率的公式解决有关问题 周友吉 吉安市 东固民族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长度及其测量 朱健伟 赣州市 江西省南康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朱玖玲 九江市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城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减弱噪声的途径和方法 朱明喜 赣州市 江西省大余中学 三等奖

中学物理 托里拆利实验 祝建明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永丰街道永丰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物质的推断（框图型） 曹峰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华珍 赣州市章贡区教学研究中心 一等奖

中学化学 质量守恒定律及其应用 曾金凤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彭明 鹰潭市第七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分子、原子、离子、元素 陈祥 南昌市 南昌市湾里区第一中学 杨鑫 瑞金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一定量杂质的反应物的质量计算 贺娇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龙台九年一贯制学校 王军海 湾里区电教站 一等奖

中学化学 氯化钠溶液的配制 邝光彬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杨文清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化学 探究碱的化学性质 赖邦文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刘俊域 厚德学校初中部 一等奖

中学化学 氧化还原反应 赖坚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中学 张水连 赣州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生铁的冶炼 廖秀妍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曾后生  九江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离子反应的概念，电解质与非电解质 刘延南 萍乡市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周琼 江西省大余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原子结构与元素的性质 罗美萍 萍乡市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刘延南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重要的还原剂，重要的氧化剂 聂美娟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王云龙 南昌县洪州学校 一等奖

中学化学 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氯化钠溶液 谭长根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刘公庙镇三桥初级中学 贺娇 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龙台九年一贯制学校 一等奖

中学化学 用电子式表示简单的离子化合物 王秋福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吴发群 婺源县文公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简单计算 王云龙 南昌市 南昌县洪州学校 一等奖

中学化学 常见的盐 肖海兵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任旭华 龙南市龙翔学校 一等奖

中学化学 物质的推断（框图型） 谢林发 赣州市 瑞金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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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 金属的物理性质，灭火的原理 徐晶 上饶市 德兴市界田中学 谢富华 龙南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钠的重要化合物 张会娟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 李梦豪 宜春市第九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氧气的实验室制法 赵敏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金属与金属盐的反应 郑春兰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肖辉金 信丰县万隆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饱和溶液与不饱和溶液 钟火华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一等奖

中学化学 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 邹鹏飞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李兵峰 江西省教育技术与装备发展中心 一等奖

中学化学 实验室气体制取的思路 曾岚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曹峰 寻乌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过滤操作 陈芳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任汉章 弋阳县方志敏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氧气的实验室制法 陈剑斌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陈祥 南昌市湾里区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陈敏 鹰潭市 贵溪市第四中学 涂芳莹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二等奖

中学化学 常见物质的俗称及化学式 邓海泉 抚州市 南丰县第二中学 喻惠婷 新余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物质的量 翟小红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王秋福 赣州市赣县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氧化还原反应 董润阳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刘玉荣 瑞金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离子共存问题 樊能 南昌市 进贤县第三中学 罗丽梅 赣州市章贡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硬水和软水 付凤飞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姚阳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有关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付亭 吉安市 遂川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质量守恒定律微观解释的应用 桂文佳 南昌市 进贤县架桥镇架桥初级中学 左灿珍 安福二中 二等奖

中学化学 固体溶解度的概念 郭珍华 萍乡市 安源区丹江学校 二等奖

中学化学 离子反应的概念 胡莉莉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化合价的计算 华珍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区教学研究中心 二等奖

中学化学 金属与金属盐的反应 黄田青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常见的盐 蓝晓兔 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观察和描述化学实验的方法 刘景传 赣州市 赣县区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原子结构示意图和离子结构示意图 刘俊域 赣州市 厚德学校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化学 高锰酸钾制取氧气 罗金梅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溶液 罗丽梅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氧化还原反应 邱润容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化学方程式 涂芳莹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二等奖

中学化学 原子结构示意图和离子结构示意图 王火英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饱和溶液与不饱和溶液 魏志晶 赣州市 安远县濂江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化学方程式 吴梅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合金及其应用 吴文彩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第一中学 黄武荣 江西省宜黄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钠的化学性质 吴志和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吴文彩 抚州市临川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收集装置 肖辉金 赣州市 信丰县万隆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探究金属活动性顺序 杨文清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化学 简单装置和方法制取氧气和二氧化碳 易克华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二等奖

中学化学 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简单计算 张慧珍 赣州市 赣州市伍岭中学 邹鹏飞 上犹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物质的量浓度 钟地长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钟火华 大余县南安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纯碱的制取 钟华香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化学 物质的推断（框图型） 敖杨亮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罗庆亮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区分 蔡娜 南昌市 南昌市昌北第一中学 陈敏 贵溪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氧化性、还原性强弱的比较 曹贤梁 南昌市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钟儒传 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化学式的书写 曾赖红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赖邦文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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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 合金及其性质 曾英海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氧化还原反应 陈强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实验探究物质的组成成分及含量 陈武盛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中和反应 陈哲芳 赣州市 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利用分子 谌建花 南昌市 南昌县南新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自然界中的碳循环 戴媛 南昌市 南昌市心远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化学式、化合价 樊雪梅 南昌市 南昌县洪范学校 三等奖

中学化学 金属活动性顺序的判断 范继莹 南昌市 南昌县广福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重要的氧化剂 郭小林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盐的用途 何超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朱玉玲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溶解时的放热与吸热 何琼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氯气的物理性质 何婷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张雄辉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置换反应的判定 贺芳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化合价的计算 胡晓婺 南昌市 南昌市八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使用合成材料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邝宝梅 赣州市 寻乌县第三中学 郑春兰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氯气的物理性质,氯气的化学性质 赖日园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物质的推断（框图型） 李东亮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接渡二中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电解质与非电解质 李刚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邝光彬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生命活动与六大营养素 李海燕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及相关计算 李金萍 萍乡市 萍乡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电解质与非电解质 李娟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罗美萍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物质的量的相关计算 李文萍 萍乡市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叶丽萍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燃烧的条件 李又周 萍乡市 萍乡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有关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梁余平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晏文科 进贤县李渡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常用实验仪器 刘明传 抚州市 广昌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化学肥料的种类、作用 刘亚玲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石芫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离子共存问题 罗梅凤 赣州市 兴国中学 许景云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化学 金属与金属盐的反应 罗明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探究硅酸钠溶液的碱性、热稳定性 罗小玉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探究质量守恒定律 梅义涛 九江市 江西省永修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物质组成的表示 聂小荣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分子与原子，金刚石、石墨和C60 邱吉华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氧化物、酸、碱、盐的区分 王军海 南昌市 湾里区电教站 谭长根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刘公庙镇三桥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金属与金属盐的反应 王军海 南昌市 湾里区电教站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溶质质量分数的计算 王平莉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燃烧的条件 王香英 赣州市 于都县车溪乡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灭火的原理 魏剑红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探究硅酸钠溶液的碱性、热稳定性 吴发群 上饶市 婺源县文公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溶解度（固体） 吴芳芳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铁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夏婧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常见气体检验 肖玲 赣州市 赣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共价键的形成及共价键的主要类型 谢焕宝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电解质与非电解质 熊雪芳 上饶市 华东师范大学上饶实验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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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 元素周期表的结构及其应用 许景云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肖菁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元素周期表简介 杨平 赣州市 瑞金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常用气体的收集方法 叶婷 赣州市 龙南市九连山学校 万琦 南昌市第十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饱和溶液与不饱和溶液 于春华 赣州市 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氯气的化学性质 袁多兴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彭永良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合金及其应用 张雄辉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微粒半径大小的比较 钟绿珊 赣州市 安远县第一中学 游润红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化学 有机化合物与无机化合物 钟儒传 赣州市 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特异性免疫 陈秋兰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陈灵玲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食物链和食物网 程湘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巫良谋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渗透作用 郭亮亮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 易向红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藻类植物 胡国琴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张明予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 胡亮梅 南昌市 南昌县莲塘第三中学 杨林 南昌市洪都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渗透作用 黄凡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二中学 刘晶华 兴国平川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消化系统 （消化道 消化腺） 邝玉英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谢鹏辉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原核细胞 赖青 赣州市 江西省大余中学 黄玉琼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一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中的水，细胞中的无机盐 赖远优 赣州市 江西省大余中学 魏云 江西省会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两栖类的生殖和发育 李富强 赣州市 会昌县小密初中 周延 南昌市南钢学校 一等奖

中学生物 运动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李红宇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朱晓芳 大余县黄龙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 李玉龙 赣州市 江西省大余中学 龙秀秀 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一等奖

中学生物 简单反射 复杂反射 李志华 新余市 江西省分宜中学 金鑫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第二高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生物大分子以碳链为骨架 梁彬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周毅 南昌县莲塘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消化系统 （消化道 消化腺） 廖晓敬 南昌市 莲塘一中八一分校 罗世萍 江西省上犹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膜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罗惠泉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许青松 江西省会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分化及其意义 罗莎 赣州市 赣州市第十六中学 李志华 江西省分宜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氨基酸的分子结构特点和通式 乔圆圆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赖福建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一等奖

中学生物 关节的结构和功能 邱风英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袁会娟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中学生物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 邱娟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蒙林方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小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的增殖 孙月萍 赣州市 安远县第一中学 江楠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多细胞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王志成 赣州市 清溪中心学校 一等奖

中学生物 酶的应用 文欣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近视 远视 伍猷清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胡国琴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DNA分子的结构 谢华红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刘世运 江西省大余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两栖类的生殖和发育 熊冬群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邹玲艳 赣州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扁形动物（两侧对称） 杨丽娟 萍乡市 萍乡市第四中学 谭松云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排上镇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 杨胜 鹰潭市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酶的作用和本质 易向红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郭亮亮 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植物的果实 张莹 赣州市 江西省大余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血液循环的过程 张煜 赣州市 会昌县周田中学 王凯 江西省南城一中 一等奖

中学生物 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 朱艳修 南昌市 新建区金桥初级中学 褚丹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动物的运动 邹玲艳 赣州市 赣州中学 一等奖

中学生物 急救措施 曾姗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黄春玲 宜春实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 陈丽娟 吉安市 吉安县城北中学 陶晓庆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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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物 鱼类（鳃） 陈志青 抚州市 东乡区实验中学 熊冬群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生态系统的组成 杜莉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郭小娟 赣州市赣县区五云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学说建立的过程 方梅 宜春市 江西省高安中学 刘颖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动植物的分类 冯晓楠 赣州市 安远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血液的成分和功能 甘盛培 赣州市 寻乌县菖蒲五丰小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生物圈中动物的分类方式 龚文娟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生物的变异 何思洁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李红宇 莲花县城厢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生物的变异 黄玉华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生物的变异在育种中的作用 江卫平 南昌市 进贤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肾单位（肾小球 肾小囊 肾小管） 蒋英 南昌市 南昌市育新学校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生物的变异 蒋运红 九江市 庐山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植物的叶芽 廖伟全 赣州市 龙南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生物 原尿 尿液 刘建 赣州市 安远县蔡坊学校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刘路香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学说建立的过程 刘启勇 萍乡市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急救措施 刘向青 赣州市 会昌县高排中学 陈丽娟 吉安县城北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血管的分类和功能 刘艳婷 赣州市 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中的脂质，细胞中的糖类 刘媛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消化系统 （消化道 消化腺） 刘志群 宜春市 宜春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观察细胞的有丝分裂，细胞的增殖 刘智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种子萌发的条件 龙秀秀 吉安市 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二等奖

中学生物 食物链和食物网 罗建林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渗透作用 罗时安 宜春市 江西省高安市第二中学 洪艳文 德兴市花桥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昆虫的不完全变态发育 毛连青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陈瑶 南昌市心远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环节动物 钱烈烈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分类单位 邱志明 抚州市 江西省南城一中 二等奖

中学生物 两栖类的生殖和发育 尚雯洁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无氧呼吸的过程和意义 沈秋莲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吴海珍 寻乌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生物因素（寄生 捕食） 汤先海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消化系统 （消化道 消化腺） 王楠 九江市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第二高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哺乳动物的特征及其与人类的关系 温红玲 赣州市 江西省石城二中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生物的变异 吴海珍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的措施 吴玉媛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观察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和复原实验 谢雯 赣州市 赣州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鸟类的生殖和发育 熊建萍 宜春市 高安市瑞阳实验学校 黄少华 九江市柴桑区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血液的成分和功能 徐向丽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第十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腔肠动物（辐射对称） 阳国根 萍乡市 萍乡市翠湖初级中学 张煜 会昌县周田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简单反射 复杂反射 叶芳 萍乡市 萍乡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泌尿系统 袁会娟 南昌市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中学生物 消化系统 （消化道 消化腺） 张鹏鹏 新余市 新余市第二中学 罗迪青 南昌市第十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动物的先天性行为，动物的学习行为 钟燕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中的无机盐 周剑鹏 宜春市 江西省高安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人体的气体交换 周延 南昌市 南昌市南钢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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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物 氨基酸的分子结构特点和通式 周奕 新余市 新余市新钢中学 严林娇 江西省于都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小肠的结构和功能 周颖慧 抚州市 东乡区实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练习测量 朱升椿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二等奖

中学生物 观察小鱼尾鳍内血液的流动 邹茂春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二等奖

中学生物 绿色植物参与生物圈的水循环 邹维凡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梦湖学校 二等奖

中学生物 营养物质 敖青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唐盼 南昌市洪城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边佳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邱博琳 南昌市心远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学说建立的过程 曾桂秀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万建明 江西省南城一中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种子萌发的过程 陈广荣 宜春市 丰城市剑光中学 袁晶华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健康的生活方式 陈宏彪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陈建容 新余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基因的显性和隐性 陈晓花 萍乡市 萍乡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氨基酸的分子结构特点和通式 程小娟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自然选择学说 戴琴琴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人脑和脊髓的结构和功能 邓航红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血液的成分和功能 杜晓芳 宜春市 丰城市杜市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人体主要营养物质 郭海玲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的能量转换器：线粒体和叶绿体 郭华清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毒品的危害 郭艳弘 吉安市 泰和县沙市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呼吸原理的应用 何女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渗透作用 胡悦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泌尿系统（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 黄芬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复杂反射 黄华孙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种子萌发的过程 黄雪梅 吉安市 吉安市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免疫 贾娟 萍乡市 萍乡市麻山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光合作用的应用 江闪闪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昆虫的完全变态发育 蒋兰兰 南昌市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腾龙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泌尿系统 柯江水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十里岗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单细胞生物 孔茉红 南昌市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胚胎发育 赖福建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非特异性免疫 李佳 萍乡市 萍乡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 李涛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自然选择学说 李伟爱 抚州市 江西省南城一中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血液的成分和功能 李政煜 抚州市 江西省南城一中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单细胞生物 廖林英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植物的无性生殖 林忠伟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膜的成分 凌秋玉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周剑鹏 江西省高安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鱼类（鳃） 刘江玲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红旗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腔肠动物（辐射对称） 刘丽 赣州市 龙南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肾单位（肾小球 肾小囊 肾小管） 刘文 九江市 九江市濂溪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自然选择学说 刘翔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鸟类的生殖和发育 刘旭 赣州市 会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无氧呼吸的过程和意义 刘雪梅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 刘雪舟 萍乡市 莲花县南陂中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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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物 人脑和脊髓的结构和功能 柳颖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无氧呼吸的过程和意义 龙亮期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人的性别决定 卢明 九江市 修水县散原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核的功能 罗迪青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细菌的形态、结构及作用 欧阳佩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人类遗传病 潘婷 南昌市 南昌市心远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种子萌发的条件 潘小英 宜春市 丰城市剑光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测定某种食物中的能量 彭春霞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计划免疫 彭杰 新余市 新余市渝水第四小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血液的成分和功能 邵水平 抚州市 临川旅游商贸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动物的社会行为（分工合作） 谭松云 萍乡市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排上镇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植物的嫁接 陶颖婷 上饶市 上饶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复杂反射 王建忠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鱼类（鳃） 王洁 抚州市 抚州市第二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鱼类（鳃） 王利群 南昌市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人的性别决定 王莉 赣州市 赣州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反射的类型 王明杰 九江市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浪溪小桂教学点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肾单位（肾小球 肾小囊 肾小管） 王婷 南昌市 进贤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观察细胞的有丝分裂，细胞的增殖 魏玮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真菌的种类和结构 温俊卿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基因的显性和隐性 文静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哺乳类（胎生　哺乳） 巫良谋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生物大分子以碳链为骨架 吴群 新余市 江西省分宜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有丝分裂的过程、变化规律及其意义 吴燕华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动物的先天性行为 谢伟君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呼吸原理的应用 谢先平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徐霞 抚州市 江西省南城一中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器之间的分工 严林娇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蒸腾作用，光合作用 晏梅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血液的成分和功能 杨林 南昌市 南昌市洪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叶绿体结构及色素的分布和作用 杨智慧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人体的气体交换 叶婷婷 九江市 九江市柴桑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男性和女性生殖系统 易雪梅 萍乡市 萍乡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血液的成分和功能 尹诗杨 新余市 江西省分宜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观察小鱼尾鳍内血液的流动 袁晶华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自然选择学说 张礼根 南昌市 江西省新建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传染病的类型 张锡萍 宜春市 万载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细胞的衰老、凋亡和癌变 张小燕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赵经冬 九江市 德安县隆平学校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蛋白质的功能 周金兰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生物 生物的变异在育种中的作用 周薇 抚州市 江西省南城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肾单位（肾小球 肾小囊 肾小管） 周毅 南昌市 南昌县莲塘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两栖类的生殖和发育 朱辉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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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物 眼的结构和功能 朱淋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生物 动物的学习行为 祝有清 上饶市 上饶市广丰区洋口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 蔡蓉芳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赖国信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国有企业的改革 曹小芳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陈琴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一等奖

中学历史 祖国大陆与台湾文化经济文化交往 陈丽平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刘芳芳 瑞金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陈琴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赖裕顺 瑞金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西周的分封制 陈晓洋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朱晓晶 赣州市第十五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百日维新”（戊戌变法） 杜晓燕 赣州市 安远县第一中学 孙发成 江西省会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杂交水稻之父 何吉龙 赣州市 江西省龙南中学 李青香 江西省龙南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俄国侵占我国的土地 江兴权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两宋时期的经济发展 姜云霞 南昌市 南昌县洪州学校 曾有红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历史 孔子 蒋丽华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叶志峰 鹰潭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唐朝的对外关系 赖亿敏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二中学 卢普阳 于都县小溪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唐朝的民族关系 李青香 赣州市 江西省龙南中学 何吉龙 江西省龙南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北宋的建立与统治 李婷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二中学 刘建萍 萍乡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先行者孙中山与革命党的创建 利华强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吴梅芽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清朝君主集权的强化 林成龙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土地改革 林俐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黄泽平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求同存异方针 刘建萍 萍乡市 萍乡市第六中学 洪龙山 鹰潭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古印度文明 刘凯丽 赣州市 寻乌县第二中学 刘清 宜阳学校 一等奖

中学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第一国际 刘小龙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董建华 信丰县西牛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卢普阳 赣州市 于都县小溪初级中学 朱冬 渝水区罗坊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春秋争霸 罗女娟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权利法案》 彭芳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张燕 瑞金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邱敏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颜羿 江西省大余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李自成起义 荣华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中学 刘云芳 瑞金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新中国的成立、开国大典 万敏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美国南北战争 魏风琴 抚州市 东乡区红星中学 彭芳 瑞金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太平天国的兴衰 吴芳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三大改造 吴梅芽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吴晓丽 南昌市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杜秋华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谢寅芳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历史 西周的分封制 徐慧连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红军长征 徐政 南昌市 进贤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李自成起义 叶志峰 鹰潭市 鹰潭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美国南北战争 张燕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利华强 全南县全南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权利法案》 赵晨芳 南昌市 南昌市广南学校 洪柳欣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高新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历史 五四运动、五四精神 钟明远 赣州市 会昌县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两河流域文明 朱冬 新余市 渝水区罗坊中学 易宇 南昌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历史 西欧庄园经济 邹海燕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中学 何志军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历史 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艾刚 南昌市 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 刘秋香 瑞金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社会习俗方面的变化 曾馨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周善仁 弋阳县方志敏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巴黎和会的召开 曾彦君 赣州市 赣州市第四中学 吴俊芳 鹰潭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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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 抗美援朝 陈晓霞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程婷 鹰潭市 鹰潭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邓小平理论 戴根飞 抚州市 崇仁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文学的繁荣 丁常江 宜春市 靖安双溪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两宋时期的经济发展 丁梦瑶 吉安市 吉州区樟山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罗斯福新政 杜旦清 赣州市 会昌县小密初中 二等奖

中学历史 闭关锁国 杜毅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二等奖

中学历史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段丽蓉 鹰潭市 鹰潭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 郭小华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十月革命（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胡欧文 赣州市 信丰县第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抗美援朝 胡忠明 赣州市 赣州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十月革命（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华瑞悦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钟积河 上犹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黄建飞 南昌市 南昌市广南学校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 黄黎黎 赣州市 安远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北京紫禁城 黄乾萍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韩坊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工农武装割据 黄泽平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文学巨匠 康赣妹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文景之治 赖青 赣州市 寻乌县菖蒲中小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南京大屠杀 赖雅慧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禅让制到世袭制的演变 李国翔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八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美国南北战争 李玲 萍乡市 莲花县城厢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建设成就和模范人物 李薇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邱丽维 萍乡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李小珊 吉安市 吉安市白鹭洲中学 徐政 进贤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祖国大陆与台湾文化经济文化交往 林强 赣州市 会昌县筠门岭初中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十月革命（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刘芳芳 赣州市 瑞金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行省制度 刘清 宜春市 宜阳学校 二等奖

中学历史 《九国公约》 刘文娣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 刘友平 赣州市 兴国县第七中学 万丹丹 江西省景德镇二中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刘云云 赣州市 瑞金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唐朝的对外关系 罗剑 宜春市 丰城市剑光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两宋时期的经济发展 裴莉莉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三大改造 邱丽维 萍乡市 萍乡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蒙古的兴起 陶小妹 九江市 南湖新城学校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田伟 萍乡市 萍乡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 田应丰 赣州市 龙南市夹湖学校 二等奖

中学历史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权利法案》 涂云霞 南昌市 麻丘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第二次工业革命 王丹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1787年《宪法》 王玲 南昌市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抗日战争的胜利 王文芳 南昌市 南昌市站前云飞学校 二等奖

中学历史 中美建交 王洋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历史 “两弹一星” 文江萍 萍乡市 安源中学 赖雅慧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文化大革命” 文群 南昌市 南昌市解放路学校 二等奖

中学历史 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吴俊芳 鹰潭市 鹰潭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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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 张骞通西域 徐腊英 景德镇市 乐平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 徐少文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新航路的开辟 许蕾 南昌市 南昌市育新学校九龙湖新城分校 二等奖

中学历史 世界贸易组织 杨美华 吉安市 永丰县恩江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隋唐时期的绘画 易柔丽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老子 张慧慧 南昌市 南昌县洪范学校 二等奖

中学历史 清朝君主集权的强化 张文海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历史 原始农业的发展 郑淑群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钟剑 赣州市 全南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 朱晓晶 赣州市 赣州市第十五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祝潭静 鹰潭市 贵溪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历史 明清经济的发展 敖怡娴 新余市 新余市第九中学 曾雅南 南丰县莱溪乡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祖国大陆与台湾文化经济文化交往 蔡立勤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南塘中学 高召臣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美国南北战争 陈高强 南昌市 昌东一中 赵晨芳 南昌市广南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西周的分封制 陈莎莎 萍乡市 未绑定学校 刘芬芬 乐平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陈烨 萍乡市 莲花县南陂中小学 段丽蓉 鹰潭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陈逸歆 赣州市 全南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郑成功收复台湾 邓甜甜 南昌市 昌东二中 杜晓燕 安远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生态与人口问题 丁洪刚 宜春市 靖安双溪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美国 范健萍 赣州市 赣县中学西校区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抗日战争的胜利 范刘煜 九江市 永修县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三大改造 方玲 宜春市 宜春实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亚洲的奋起 付青青 南昌市 南昌市京安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 傅小娟 赣州市 于都县沙心乡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八股取士 郭柳生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美国独立战争与《独立宣言》 郭双剑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何珊珊 抚州市 抚州市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黄洪 南昌市 赣江新区桑海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商鞅变法 黄小春 宜春市 江西省靖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宋金南北对峙 赖红袖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开通大运河 赖锐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美国 赖裕顺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灿烂的青铜文明 黎美洪 宜春市 奉新县澡下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抗日战争的胜利 黎衍娥 赣州市 江西省南康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爱迪生发明电灯 李欢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辽与北宋的和战 李静雯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南朝的政治 李绍娟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政权 李霞 宜春市 丰城市龙光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盛唐繁荣的经济 李忆华 赣州市 兴国县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 李珍珍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红谷滩分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闭关锁国 梁春艳 宜春市 奉新县赤田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楔形文字 廖娜英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营前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 廖少胜 赣州市 兴国平川中学 魏昊天 安远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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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 “秦王扫六合” 廖艳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刘飞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红旗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衣食住行 刘福生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祖国大陆与台湾文化经济文化交往 刘涵丽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刘金金 赣州市 会昌县西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世界经济全球化，新航路的开辟 刘金荣 宜春市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刘靖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隋朝的灭亡 刘蔚楠 赣州市 兴国县良村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满洲的兴起和清朝的建立 刘燕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洋务运动 罗华玲 南昌市 南昌市育新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唐朝的民族关系 罗敏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交通通信的发展 罗文宾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抗美援朝 吕道昌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罗斯福新政 缪婷婷 赣州市 定南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阿拉伯国家的建立 彭凤 赣州市 兴国平川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方针 彭石春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新文化的成就 宋科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亚洲的奋起 涂玉琴 宜春市 丰城市剑声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新文化运动 万丹丹 景德镇市 江西省景德镇二中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安史之乱 汪琼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第五小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美国南北战争 王诚忠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横溪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 王立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俄国农奴制改革 王依 萍乡市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左宗棠收复新疆 王迎胜 鹰潭市 江西省鹰潭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郑和下西洋 魏昊天 赣州市 安远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元朝的建立与统一 吴小花 抚州市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巢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夏侯佐林 吉安市 泰和县老营盘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美国 肖增全 赣州市 赣州市潭东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推恩令” 谢喜仔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谢月莲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横溪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颜羿 赣州市 江西省大余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北宋的建立与统治 杨彬蕴 赣州市 赣州市潭东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我国境内的早期人类 杨婷 萍乡市 萍乡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杨伟芳 赣州市 瑞金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日本明治维新 杨文茜 萍乡市 莲花县南陂中小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 杨雪梅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文化大革命” 杨远征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灿烂的青铜文明 于冬梅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辽与北宋的和战 袁丽华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土地改革，三大改造 袁贞 宜春市 宜春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张剑 上饶市 德兴市界田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明长城 张金保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非洲民族独立浪潮 张林财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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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 邓小平理论 张人周 赣州市 会昌县晓龙乡晓龙初中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凡尔赛和约》 张晓丽 吉安市 吉安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十月革命（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赵连生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 郑明堃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清江小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新航路的开辟 钟昌渭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武汉会战 钟健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新文化运动 钟璐 赣州市 会昌县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钟美娟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一国两制”，香港、澳门回归 钟闽 赣州市 赣州市第十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北京人 钟舒宁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西欧庄园经济 钟文娟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渡江战役 钟显添 赣州市 江西省龙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万千气象的宋代社会风貌 钟玉连 赣州市 兴国县东村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纸的发明和造纸术的改进 周滢波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周子杰 吉安市 泰和县水槎初级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 朱莹 吉安市 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三等奖

中学历史 明清经济的发展 朱颖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第二次工业革命 朱永凤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城市化 邹慧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历史 美国 邹瑞华 赣州市 江西省会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地势特点及其影响 曾珍莲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中学 邹云 会昌县小密初中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陈斌 抚州市 东乡区红星中学 袁瑜民 信丰县大塘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主要气候类型及其特点和分布 邓菁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社溪中学 罗帅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 邓世春 赣州市 上犹县第四中学 林传源 寻乌县菖蒲中小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四大地理区域的位置及名称 付冬枚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何书芳 会昌县小密初中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海陆变迁的原因和证据 付文鹃 宜春市 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园学校 郭怀远 信丰县安西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长江的概况，黄河的概况 傅桂平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胡桂凤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高度发达的工业及其有利条件 郭怀远 赣州市 信丰县安西中学 罗丹 萍乡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条件 何书芳 赣州市 会昌县小密初中 叶辉 信丰县龙舌学校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海陆变迁的原因和证据 黄文峰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陈斌 东乡区红星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气候类型复杂多样 季风显著 李绿梅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张腾 抚州市临川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地理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乡文化特色 李瑞山 赣州市 会昌县周田中学 李文建 宜春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青藏地区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特征 李文建 宜春市 宜春市第三中学 熊细青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海洋与陆地 林传源 赣州市 寻乌县菖蒲中小学 邓世春 上犹县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长江的概况，黄河的概况 刘斌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郑斌 赣州市第十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气温的分布规律 龙健 新余市 分宜县第二中学 胡军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印度热带季风气候与农业生产 罗丹 萍乡市 萍乡市第四中学 蒋余江 新余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东南亚的位置和范围 毛智堂 鹰潭市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周昌兰 瑞金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天气符号及天气预报 聂靖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李瑞山 会昌县周田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俄罗斯的位置和范围 彭桂妱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王德志 新余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匮乏的水资源 彭丽萍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蒋雅琪 南昌市心远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优越的地理位置 宋邦民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余世华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苏学军 上饶市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第二中学 彭桂妱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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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 北美洲位置，自然及人文特征 吴灵妹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刘卉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水资源的空间分布 吴南芳 南昌市 南昌市解放路学校 龚智海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世界主要语言的分布 肖开心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中学 高美霞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亚洲复杂的气候 谢标强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郭守云 瑞金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聚落的概念、类型及景观差异 谢放梅 赣州市 安远县第一中学 熊超 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地理 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 熊细青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聂靖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澳大利亚地形、气候等自然特征 熊有美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彭志军 九江市柴桑区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港澳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特征 叶辉 赣州市 信丰县龙舌学校 肖志刚 萍乡经济开发区三田学校 一等奖

中学地理 降水的分布规律 游玉凤 赣州市 赣州市第四中学 毛智堂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极地地区独特的位置、地形及气候 余建辉 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云溪学校 廖海强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青藏地区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特征 张莉萍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李洁珍 鹰潭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地图的发展变化 张腾 抚州市 抚州市临川区第一实验学校 李绿梅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绘制和阅读气温变化曲线图 钟丰郊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黄文峰 瑞金第一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主要气候类型及其特点和分布 朱伟民 赣州市 会昌县第五中学 刘敏 南昌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中学地理 美国的位置和范围 邹云 赣州市 会昌县小密初中 傅桂平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中学地理 塔里木盆地的自然人文特征 曾欢欢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学 邹喜海 奉新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俄罗斯的位置和范围 陈广英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卢金保 赣州市水西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地势特点及其影响 陈函 宜春市 丰城市拖船初级中学 刘咸君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利用经纬网定位 陈红燕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黎露 新余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多元的文化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陈林 宜春市 宜春市第九中学 郭梅华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长江的概况 邓春花 赣州市 大余县青龙中学 黄秋芳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小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港澳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特征 邓林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中学 何高明 江西省南城一中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气温的分布规律 邓少杨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葛花萍 鹰潭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主要的运输方式 酆琴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中学 张根丽 景德镇市第十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长江的概况 傅海群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熊娟 南昌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发达的商品农业 高美霞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熊芫芫 共青城市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民俗的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管世友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大气环境质量及其与人类的关系 郭金阳 赣州市 龙南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水资源的空间分布 贺晓芳 赣州市 会昌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大洲的分界线 胡桂凤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山脉走向 胡新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比例尺 黄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二中学 单莉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工业分布特点 黄小丽 赣州市 赣州市沙石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布 黄志成 赣州市 江西省定南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比例尺 蒋余江 新余市 新余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珠江三角洲的位置与范围 匡晓亮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及其特点 黎露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塔里木盆地的位置、范围 李晨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四川盆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特征 李丹 南昌市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海洋与陆地 李和梅 赣州市 瑞金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李检宏 赣州市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地图上辨别方向 李耀光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人口稠密区及其分布原因 梁顺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王小钰 赣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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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 俄罗斯的地形、气候、河流特征 廖海强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东南亚的热带气候与农业生产 卢金保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伍惠萍 江西省南康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多元的文化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罗贤会 赣州市 会昌县筠门岭初中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中东的位置和范围 吕金山 赣州市 信丰县第七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秦岭—淮河一线的地理意义 彭小建 新余市 新余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中东的位置和范围，匮乏的水资源 饶江颖 南昌市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高度发达的工业及其有利条件 孙晓丽 赣州市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东北三省的工业特征 王德志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人口问题 吴长秀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四大地理区域的位置及名称 伍惠萍 赣州市 江西省南康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欧洲西部繁荣的旅游业 肖淑平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人口稀疏区及其分布原因 谢华锋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海洋与陆地 谢文艳 赣州市 安远县濂江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迅速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 熊超 赣州市 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主要铁路干线（东西向和南北向） 许建杰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美国的地形、气候、河流 许培阳 赣州市 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地域发展差异 薛衍祥 赣州市 大余县新城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优越的地理位置 叶帅 宜春市 宜春市第十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黄河的概况 叶小香 赣州市 于都中学初中部 匡伟 宜春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北美洲位置，自然及人文特征 袁晓慧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邓林 萍乡市湘东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地势特点及其影响 袁瑜民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塔里木盆地的自然人文特征 张辉琴 新余市 新余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俄罗斯的地形、气候、河流特征 张晶晶 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学校 二等奖

中学地理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丰富多彩的文化 张先和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六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主要气候类型及其特点和分布 张远凤 赣州市 江西省宁都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北方地区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特征 钟丽敏 赣州市 瑞金第一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发展农业要因地制宜 钟小强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亚洲复杂的气候 邹承云 赣州市 江西省上犹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北方地区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特征 邹喜海 宜春市 奉新县第四中学 二等奖

中学地理 冬季南北温差大，夏季普遍高温 蔡周星 赣州市 兴国中学 王林妹 鹰潭市实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多元的文化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曾辉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谢华锋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农业东部的南北差异 曾金华 萍乡市 萍乡市湘东中学 肖成根生 于都县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土地资源的利用类型 陈金凤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中学 邓菁 江西省上犹县社溪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地图上辨别方向 陈莉 宜春市 万载县潭埠初级中学 龚小霞 寻乌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众多古老而独特的生物 陈新荣 赣州市 会昌县第五中学 晏欣 江西省分宜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人口自然增长 陈用平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郭豪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俄罗斯发达的交通运输 戴雯 宜春市 高安市德清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杜艳艳 九江市 九江市同文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南北半球划分，东西半球的划分 段楠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晨昏线和昼夜交替 高贵姐 宜春市 江西省万载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塔里木盆地的自然人文特征 葛花萍 鹰潭市 鹰潭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龚智海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印度热带季风气候与农业生产 官鑫 南昌市 南昌市田家炳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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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郭洁玉 南昌市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巴西的位置和范围 郭守云 赣州市 瑞金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四川盆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特征 郭湾 吉安市 吉安八中城北分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台湾的社会经济特点 郭彦通 赣州市 崇义县横水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人口问题 郝晓群 景德镇市 浮梁县新平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主要气候类型 何高明 抚州市 江西省南城一中 肖周发 会昌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东北三省的气候地形等自然特征 何秋霞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相对高度和海拔，判读山体地形部位 贺志康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亚洲的地势、地形与河流 胡军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降水的分布规律 黄昌辉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石芫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民俗的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黄琳 新余市 新余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亚洲的自然环境 黄琦芳 宜春市 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园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 黄秋平 赣州市 于都县胜利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地形剖面图的判读 黄贤钢 萍乡市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钟丽敏 瑞金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巴西的地形、气候、河流及资源 黄信国 赣州市 兴国县永丰乡荷岭小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主要气候类型及其特点和分布 黄裕政 赣州市 兴国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地球仪 黄志丹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民俗的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江雯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四大地理区域的位置及名称 蒋雅琪 南昌市 南昌市心远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降水量柱状图的绘制与判读 赖会会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地理 纬线的特征和纬度 赖来娣 赣州市 赣州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丰富多彩的文化 赖秋萍 赣州市 全南县全南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东北三省的农业及灾害 李姗凌 赣州市 赣州市水西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港澳与祖国内地的优势互补 李兴科 赣州市 赣州市潭东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众多古老而独特的生物 李叶青 赣州市 信丰县大塘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主要地形区的分布 李尊宝 赣州市 宁都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34个省级行政区 梁远芳 赣州市 江西省于都中学 刘小强 宜春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发达的商品农业 廖佳丽 新余市 新余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热带雨林的开发与保护 廖玉琴 赣州市 赣州市三江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极地地区独特的位置、地形及气候 林文倩 新余市 新余市第十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俄罗斯的位置和范围 刘春华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刘军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三江源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 刘明珠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海洋与陆地 刘文青 赣州市 龙南市龙翔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山河相间的特点与城市分布 刘霞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土地资源的利用类型 刘咸君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人口自然增长 刘小强 宜春市 宜春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农业的地区分布 刘樱华 赣州市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气温的分布规律 卢华 赣州市 江西省赣县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主要地形区的分布 卢钰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极地地区独特的位置、地形及气候 罗乐平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十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塔里木盆地的自然人文特征 潘佳敏 宜春市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宜春市经都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人口自然增长 彭栋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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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彭志军 九江市 九江市柴桑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欧洲西部的自然环境 石娟 景德镇市 江西省乐平市第五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香港和澳门的位置及组成 万曲琴 吉安市 永丰县石马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聚落与环境的关系 王珍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发展 王洲勇 赣州市 会昌县筠门岭初中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天气符号及天气预报 温灯顺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主要气候类型及其特点和分布 吴功庆 南昌市 南昌市江安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陕西省的自然与人文特征 肖红梅 赣州市 崇义县思源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民俗的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肖慧娟 赣州市 于都县新长征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板块构造学说及其表现 肖均胜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东北三省的气候地形等自然特征 谢丽华 南昌市 南昌县莲塘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悠久的历史和名胜 谢蔚 赣州市 江西省寻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利用经纬网定位 辛林丽 宜春市 带溪中心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巴西的地形、气候、河流及资源 熊卫琴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七中学 刘熙清 赣州市赣县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俄罗斯的位置和范围 徐奔 九江市 都昌县左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极地地区独特的位置、地形及气候 姚豪 新余市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天气符号及天气预报 叶新莲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主要地形区的分布 易步艳 宜春市 宜春市第十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等高线 游苏敏 抚州市 乐安县实验学校 廖艳珍 新余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巴西的位置和范围 余世华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亚洲复杂的气候 张根丽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第十七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匮乏的水资源 张辉 宜春市 高安市筠阳实验学校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张建 赣州市 赣州市章贡区教学研究中心 三等奖

中学地理 黄河的概况 张江林 赣州市 赣州市第十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水资源的空间分布 张丽娟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我国人口现状及其增长特点 张利 新余市 新余市特教学校 黄新财 龙南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台湾的社会经济特点 张伟 景德镇市 乐平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等高线 张先华 赣州市 于都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青藏地区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特征 章敏 新余市 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郑国聪 赣州市 安远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比例尺 郑小珍 赣州市 宁都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等高线,相对高度和海拔 钟贤良 赣州市 崇义县章源实验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美国的地形、气候、河流 钟歆 宜春市 宜春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天气的描述及其与气候的区别 衷丽香 赣州市 石城县赣源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台湾的地形和气候等自然特征 朱萃英 赣州市 兴国县第六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美国的地形、气候、河流 朱观辉 赣州市 于都县禾丰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天气符号及天气预报 朱丽平 南昌市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梁顺 赣州市赣县中学 三等奖

中学地理 外流河、内流河的分布 朱琳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三等奖

  备注：学科中的中学含中学、高中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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