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洛教体艺卫〔2021〕101 号

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公布 2021 年学校健康教育优质课

评选结果的通报

各县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学校卫生工作的发展，提高学校卫生工

作水平，提升学校卫生工作者以科研促工作的积极性，切实做

到全面落实素质教育，推动我市学校卫生工作深入开展，洛阳

市教育局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了2021年学校健康教育优质课评

选活动。经专家认真评选，评出健康教育优质课一等奖 34 节、

二等奖 34 节、三等奖 25 节。希望各学校卫生工作者再接再厉，

洛阳市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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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学校卫生工作水平。

附件：洛阳市 2021 年中小学健康教育优质课获奖名单

2021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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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洛阳市 2021 年中小学健康教育优质课获奖名单
一等奖：

姓 名 证书编号 题 目 单位

马楚馨 洛教体艺卫〔2021〕W001我最棒 洛阳市实验小学恒大分校

李月霞 洛教体艺卫〔2021〕W002学会调解情绪 汝阳县城关镇第三初级中学

叶婧雯 洛教体艺卫〔2021〕W003中学生职业兴趣探索 洛阳市东升第三中学

高文君 洛教体艺卫〔2021〕W004食物中的营养 涧西区天香小学

张欣玉 洛教体艺卫〔2021〕W005学会调节情绪，做快乐的自己 瀍河回族区第二实验小学

梁琳琳 洛教体艺卫〔2021〕W006是时候该谈谈抑郁症了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张 钰 洛教体艺卫〔2021〕W007正确应对失败和挫折 洛阳市第一中学

王双玉 洛教体艺卫〔2021〕W008早晚刷牙习惯好 洛阳市老城区贴廓巷小学

李佳静 洛教体艺卫〔2021〕W009不能保护的秘密 洛阳市实验幼儿园

张 登 洛教体艺卫〔2021〕W010用青春绽放生命之花 栾川县中等职业学校

赵琳琳 洛教体艺卫〔2021〕W011播种好习惯 宜阳县香鹿山镇第三初级中学

李小燕 洛教体艺卫〔2021〕W012青春期健康教育 汝阳县直属初级中学

李永红 洛教体艺卫〔2021〕W013保护眼睛预防近视 洛龙区定鼎门小学

董菲菲 洛教体艺卫〔2021〕W014情绪晴雨表 西工区春晴小学

陈俊苗 洛教体艺卫〔2021〕W015珍爱生命远离艾滋 洛阳市第二十七中学

刘 辉 洛教体艺卫〔2021〕W016预防传染病 洛阳外国语学校

王凯瑞 洛教体艺卫〔2021〕W017快乐的课间 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

李忠社 洛教体艺卫〔2021〕W018认识烟酒危害 倡导健康生活 洛阳高新区孙旗屯小学

张岂宣 洛教体艺卫〔2021〕W019直面疫情，与健康在一起 洛龙区开元小学

权艳玲 洛教体艺卫〔2021〕W020保护牙齿 吉利区实验小学

李凯歌 洛教体艺卫〔2021〕W021笑对挫折 健康成长 汝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石雪勤 洛教体艺卫〔2021〕W022科学饮食保健康 新安县学林小学

高艳敏 洛教体艺卫〔2021〕W023快乐需要自己去创造 伊滨区实验中学

程 燕 洛教体艺卫〔2021〕W024手的卫生 洛宁县文昌小学

魏明明 洛教体艺卫〔2021〕W025我的情绪我做主 洛阳市第六中学

吴 优 洛教体艺卫〔2021〕W026生活方式与健康 新安县南李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李关谱 洛教体艺卫〔2021〕W027健康体育 远离伤痛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封高贺 洛教体艺卫〔2021〕W028运动损伤的预防及处理 洛阳高新区第二实验学校

任振华 洛教体艺卫〔2021〕W029勇于担责任 伊川县鸦岭镇西窑小学

买悠文 洛教体艺卫〔2021〕W030运动损伤及处理 宜阳县白杨镇第一初级中学

吉雅静 洛教体艺卫〔2021〕W031保护牙齿 洛阳市老城区马市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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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芳 洛教体艺卫〔2021〕W032调控情绪的基本方法 孟津区常袋镇初级中学

孙迎锋 洛教体艺卫〔2021〕W033小兔菲菲的抱抱 偃师区中心幼儿园

李海燕 洛教体艺卫〔2021〕W034我能行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二等奖

许攀虹 洛教体艺卫〔2021〕W035我是自信快乐的小少年 汝阳县实验小学

毛梦阁 洛教体艺卫〔2021〕W036健康的饮食习惯 瀍河回族区第三实验小学

李 含 洛教体艺卫〔2021〕W037我的情绪我做主 西工区凯旋路小学

马向玲 洛教体艺卫〔2021〕W038破解走出困境的密码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刘林米 洛教体艺卫〔2021〕W039学会调控情绪 吉利区晨光小学

于淑姣 洛教体艺卫〔2021〕W040做情绪的主人 宜阳县香鹿山镇中心小学

张 静 洛教体艺卫〔2021〕W041有话好好说——亲子沟通 洛阳市第八中学

杨 波 洛教体艺卫〔2021〕W042打败病毒大魔王 洛阳市直机关第二幼儿园

张孟雅 洛教体艺卫〔2021〕W043科学饮食身体棒 洛阳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马佳慧 洛教体艺卫〔2021〕W044平衡膳食的要求与作用 洛龙区古城中学

秦永超 洛教体艺卫〔2021〕W045人体运动系统与卫生保健 洛龙区第六实验学校

袁 磊 洛教体艺卫〔2021〕W046儿童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丁小静 洛教体艺卫〔2021〕W047寻找快乐的密码 伊滨区第二实验小学

邢建丽 洛教体艺卫〔2021〕W048合理膳食 促进健康 洛宁县赵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李高洁 洛教体艺卫〔2021〕W049做情绪的主人 洛阳市东方二中

李菲菲 洛教体艺卫〔2021〕W050防溺水安全教育 新安县五头镇第三初级中学

刘文洁 洛教体艺卫〔2021〕W051做情绪的主人 洛阳市老城区邙山镇中心小学

韩利锋 洛教体艺卫〔2021〕W052拥抱幸福 孟津区区直中学小学部

张 敏 洛教体艺卫〔2021〕W053珍爱生命，科学防范校园暴力 洛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韦葱葱 洛教体艺卫〔2021〕W054运动损伤 栾川县第五实验小学

智洪武 洛教体艺卫〔2021〕W055情绪钥匙 偃师区伊洛中学

石 曼 洛教体艺卫〔2021〕W056珍爱生命 健康成长 洛阳高新区第二初级中学

苏宇涛 洛教体艺卫〔2021〕W057拒绝“电子海洛因” 孟津区横水镇初级中学

宗雪娟 洛教体艺卫〔2021〕W058如何预防新冠肺炎病毒 偃师区区直幼儿园

赵 磊 洛教体艺卫〔2021〕W059如何提高免疫力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陈晶晶 洛教体艺卫〔2021〕W060我本来就很美 新安县城关镇王庄小学

安艳丽 洛教体艺卫〔2021〕W061认识自我 培养自信 洛宁县兴宁小学

岳 峰 洛教体艺卫〔2021〕W062珍爱生命 远离溺水伤害 孟津区区直第一幼儿园

康志恒 洛教体艺卫〔2021〕W063挫折，你好！ 洛阳市第四十六中学

赵喜娟 洛教体艺卫〔2021〕W064爱护牙齿从我做起 宜阳县香鹿山镇中心小学

杨凌燕 洛教体艺卫〔2021〕W065眼睛的保健 伊滨区诸葛镇梁村小学

海 青 洛教体艺卫〔2021〕W066谁影响了我的情绪 洛阳市老城区道北路小学

谷文林 洛教体艺卫〔2021〕W067爱眼护眼预防近视 栾川县庙子镇高崖土村完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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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雪靖 洛教体艺卫〔2021〕W068做情绪的主人 宜阳县兴宜春兮学校

三等奖

李汉曦 洛教体艺卫〔2021〕W069让阳光照进生命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

肖敏杰 洛教体艺卫〔2021〕W070健康生活健康成长 洛阳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智博 洛教体艺卫〔2021〕W071传染病及预防 栾川县实验中学

刘 毅 洛教体艺卫〔2021〕W072安全应急与避险 汝阳县思源实验学校

白爱玲 洛教体艺卫〔2021〕W073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洛阳魏书生中学

贺慧慧 洛教体艺卫〔2021〕W074面对压力 有效应对 洛宁县第一实验中学

王玎玎 洛教体艺卫〔2021〕W075爱护眼睛 预防近视 洛阳高新区贠庄小学

王翔江 洛教体艺卫〔2021〕W076珍爱生命 远离吸烟 宜阳县白杨镇第一初级中学

王艳利 洛教体艺卫〔2021〕W077运动伤害与急救 孟津区会盟镇第一初级中学

岳留军 洛教体艺卫〔2021〕W078保护眼睛 预防近视 偃师区实验小学

李宁宁 洛教体艺卫〔2021〕W079树立健康上网意识 涧西区东升第一小学

张东东 洛教体艺卫〔2021〕W080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张凯琦 洛教体艺卫〔2021〕W081我“所有的情绪” 洛阳市第十四中学

杨东旭 洛教体艺卫〔2021〕W082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 栾川县石庙镇中心小学

张 阳 洛教体艺卫〔2021〕W083体育与健康 洛宁县永宁小学

孙迎哲 洛教体艺卫〔2021〕W084运动过程中人体机能变化规律 洛阳市第二中学

王新新 洛教体艺卫〔2021〕W085学会感恩 孟津区第四实验小学

杨清霞 洛教体艺卫〔2021〕W086呼吸道传染病预防 河南省偃师高级中学

贺俊霞 洛教体艺卫〔2021〕W087感恩的心 汝阳县蔡店乡纸房小学

王鹏伟 洛教体艺卫〔2021〕W088膝关节损伤预防 栾川第一高级中学

曹丽萍 洛教体艺卫〔2021〕W089饭前便后要洗手 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

刘雨欣 洛教体艺卫〔2021〕W090烧伤了，怎么办？ 洛阳市第四十五中学

聂彧彦 洛教体艺卫〔2021〕W091接种疫苗保健康 涧西区青岛路小学

贾梦磊 洛教体艺卫〔2021〕W092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栾川县河大潭头附属中学

张伟力 洛教体艺卫〔2021〕W093男女生正确的交往方式 吉利区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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