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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教办〔2020〕11 号 
 

 

 

关于 2019 年丹东市中小学校优秀体育 
示范课评选结果的通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中小学： 

    根据《丹东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9年丹东市中小学

校优秀体育示范课评选活动的通知》精神，经市教育局组织专

家对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中小学校推荐的体育课进行评

审，丹东市第一中学李丹妮所授《瑜伽体式练习》等 17节课被

评为示范课奖，东港市第一中学胡晓钧所授《脚内侧传接球》

等 57 节课被评为优秀课奖。希望获奖教师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继续探究体育教学新形式、新方法、新手段，在今后的教

学中把课余活动与日常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我市体育教学改革

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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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19年丹东市中小学校优秀体育示范课名单 

 

丹东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5月 21 日 

 

 

 

 

 

 

 

 

 

 

 

 

 

 

 

 

 

 

 

丹东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 5月 21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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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丹东市中小学校优秀体育示范课获奖名单 

 

示范课奖 

1.丹东市第一中学        李丹妮           瑜伽体式练习 

2.丹东市第四中学     杜存举  提高足球运球与传接球能力 

3.丹东市第四中学        于子栩           田径体能训练 

4.凤城市通远堡初中      教富丹     仰卧起坐迎面接力跑 

5.宽甸县第一高中        魏国宁     健美操基本步伐练习 

6.宽甸倒长甸中心小学    徐晓庆               肩肘倒立 

7.宽甸县灌水小学        高福利           双手胸前传球 

8.宽甸县步达远学校      杨佳烨       双手头上掷实心球 

9.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于永升        前滚翻   障碍跑 

10.丹东市金汤小学        任晓丹            单双脚跳跃 

11.丹东市九道小学        高宇明              肩肘倒立 

12.东港市孤山中心学    代沙沙  发展跳跃能力练习与游戏 

13.东港市马家店中心小学  刘春奕        发展快速跑能力 

14.东港市前阳中学        徐盛平              立定跳远 

15.东港市菩萨庙中心小学  修成竹          脚背正面运球 

16.东港市第五中学        杨丕钰            趣味耐久跑 

17.东港市前阳中心小学    马小鑫            脚内侧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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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18.东港市第一中学          胡晓钧          脚内侧传球 

19.东港市第二中学          由全鑫    脚内侧传接球技术 

20.东港市第三中学          林乐民      脚内侧踢地滚球 

21.东港市北井子中心小学    俞严敏       脚背正面运球 

22.东港市合隆乡中心小学    邵  壮    原地双手胸前传球 

23.东港市长山中心小学      楚天雪         30 米快速跑 

24.东港市第六中学          于龙海    双手向前掷实心球 

25.东港市长山中学      邹德强    耐久跑、身体素质练习 

26.东港市第四中学      王霖峰   技巧-前滚翻、肩肘倒立 

27.东港市新立学校          曲缗军    双手头上掷实心球 

28.东港市第七中学       王  南   灵敏性训练脚内侧踢球 

29.东港市椅圈中学          迟克虹        脚内侧踢传球 

30.凤城市通远堡高级中学    董亚楠        正面双手垫球 

31.凤城市通远堡高级中学    马  健        脚内侧传接球 

32.凤城市通远堡高级中学    刘佳妮              健美操 

33.凤城市通远堡高级中学    赵延鹏      脚内侧踢、停球 

34.凤城市刘家河初级中学    刘  勇              耐久跑 

35.凤城市四门子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张晓雪    大众健美操 

36.凤城市蓝旗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杨喜胜      立定跳远 

37.凤城市沙里寨九年一贯制学校    翟德辉  脚内侧传接球 

38.凤城市第七中学                肖剑波        耐久跑 

39.凤城市第五中学         姚  旺     双手正面掷实心球 

40.凤城市第四中学         邹吉佥   正面双手后抛实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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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凤城市弟兄山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孙海涛  正面掷实心球 

42.凤城市石城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邱  亮    单摇跳绳 

43.凤城市石城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李春龙      快速跑 

44.凤城市爱阳镇中心小学    林大禹        原地三面转法 

45.凤城市四门子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张萌   正面掷实心球 

46.凤城市四门子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顾德民      前滚翻 

47.凤城市东汤镇土城小学     王 婷      跑步摆臂的姿势 

48.宽甸县职教中心          杨  易       篮球-持球突破 

49.宽甸县第二高中          李海峰              接力跑 

50.宽甸县第二高中          胡志博          蹲踞式起跑 

51.宽甸县毛甸子学校       张庆远   原地双手胸前传接球 

52.宽甸县永甸中心小学      韩  旭          蹲踞式起跑 

53.宽甸县双山子学校        姜天杰              前滚翻 

54.宽甸县长甸中心小学      赵宏飞            原地运球 

55.宽甸县灌水小学          吕  巨  站立式起跑接加速跑 

56.宽甸县石湖沟小学        王  勇         50米加速跑 

57.宽甸青山沟中学          孙文厚    双手头上掷实心球 

58.丹东市永昌街小学        高丘翔    篮球各种方式运球 

59.丹东市汤池镇中心小学    单振清          行进间投篮 

60.丹东市汤池镇中心小学    邵  磊          脚内侧踢球 

61.丹东市汤池中学        曹广明  原地双手头上掷实心球 

62.丹东市汤池中学          都基希    排球侧面下手发球 

63.丹东市经山小学          林  萍          花式柔力球 

64.丹东市楼房镇中心小学    代银伟      篮球传切 2 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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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丹东市楼房镇中心小学    徐  冰   足球-脚内侧传接球 

66.丹东市五龙背小学        夏远贵        正面双手垫球 

67.丹东市汤山城镇中心小学  于  鑫        双手胸前传球 

68.丹东市振安区高级中学    王  巍      行进间低手投篮 

69.丹东市第二十九中学      关颖峰        脚内侧传接球 

70.丹东市第五中学          鞠晓岁            立定跳远 

71.丹东市第六中学          陈宝洋              耐久跑 

72.丹东市第八中学          潘裕巍    排球下手侧面发球 

73.丹东市第八中学          王艳鹏              健美操 

74.丹东市育鹏小学          赵立伟    足球脚背正面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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