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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市 教 育 局
泰 州 市 司 法 局
泰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泰教法〔2017〕18号

关于公布 2017 年法治教育“泰微课”

评选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司法局、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泰州医药高新区科技教育局、泰州医药高新区司法分局、泰州

医药高新区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直各学校：

2017 年 9 月以来，各市（区）、市直各学校按照《关于开

展法治教育“泰微课”制作和评选活动的通知》（泰教法〔2017〕

10 号）要求，发动中小学校法治教育管理干部和教师认真开

展了法治教育“泰微课”制作活动。截止评审前，共收到参评

作品 421 个。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

63 个、二等奖 94 个，现予公布（名单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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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7年法治教育“泰微课”评选获奖名单

泰州市教育局 泰州市司法局

泰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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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泰州市法治教育“泰微课”评审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微课标题 工作单位 奖次

1 叶 洋 讲学宪法知识 维护宪法权威 靖江市斜桥镇新世纪小学 一等奖

2 朱小芬 向偷盗行为说“不” 靖江市城北小学 一等奖

3 孙海燕 环保那些事儿——宣传《环境保护法》 靖江市孤山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4 杨 戈 学法、知法、守法，提高法律素养 靖江市新桥城实验学校 一等奖

5 叶 琴 莫当沉默羔羊，法律护我成长 靖江市城北小学 一等奖

6 叶 荣 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问题 靖江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7 赵海燕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靖江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8 汤建华 神圣的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最为严格 靖江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9 赵 兵 如何避免上当受骗 靖江市城南新区中学 一等奖

10 刘鉴平 我们该如何应对校园欺凌？ 靖江市马桥初级中学 一等奖

11 尹祥生 全国法制宣传日 泰兴市江平路小学 一等奖

12 叶 梅 谁为我们护航——《未成年人保护法》 泰兴市姚王小学 一等奖

13 黄 辉 《未成年人保护法》案例分析 泰兴市姚王小学 一等奖

14 李 珏 防校园欺凌 泰兴市马甸小学 一等奖

15 张 丽 善用法律保护自己 泰兴市姚王小学 一等奖

16 叶鑫成 谁说女子不如男 泰兴市宣堡小学 一等奖

17 周海波 红灯时可以右转吗？ 泰兴市姚王小学 一等奖

18 周向群 对校园欺凌说“不” 泰兴市大庆路小学 一等奖

19 季 阳 小学生网络安全 泰兴市马甸小学 一等奖

20 焦 悦 青少年法制教育之正当防卫 泰兴市洋思中学 一等奖

21 顾晓华 对未成年人的四大保护 泰兴市实验初级中学 一等奖

22 刁小娟 食品安全 泰兴市大生初级中学 一等奖

23 严开拓 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 泰兴市南新初级中学 一等奖

24 黄兴国 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泰兴市实验初级中学 一等奖

25 朱 荣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泰兴市黄桥初级中学 一等奖

26 范凤琳 国家引擎——宪法 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27 蒋 玲 无罪推定原则 泰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一等奖

28 董 诚 拒绝校园欺凌 兴化市开发区中心校 一等奖

29 苏金宁 《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司法保护 兴化市开发区中心校 一等奖

30 唐永平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兴化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31 刘美玲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兴化市戴南高级中学 一等奖

32 管 莹 什么是毒品 兴化市戴南高级中学 一等奖

33 汤爱霞 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兴化市戴南高级中学 一等奖

34 费庆庆 毒品的危害 兴化市戴南高级中学 一等奖

35 袁 嵘 远离青少年犯罪 泰州市实验小学 一等奖

36 肖 莹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界定 泰州市海军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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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吴乐越月 高空抛物有危害 泰州市大泗学校 一等奖

38 冯 琳 拒绝校园欺凌 守护生命之花 泰州市刁铺中心小学 一等奖

39 杨 飞 对校园欺凌说“不” 泰州市永安洲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40 戴晓娟 文物可以买卖吗？ 泰州市口岸中心小学 一等奖

41 朱小玲 交通法之小学生交通安全知识 泰州市永安洲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42 吉菊香 尊重隐私 泰州市田河初级中学 一等奖

43 陈 琪 法律给予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泰州市高港实验学校 一等奖

44 王赛明 安全乘车 泰州市姜堰区梁徐中心小学 一等奖

45 黄 颖 认识依法治国 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46 韩才林 小学生如何预防犯罪 泰州市姜堰区马庄中心小学 一等奖

47 申月平 校园欺凌 泰州市姜堰区蒋垛中心小学 一等奖

48 封留琴 防止校园欺凌 泰州市姜堰区城西实验学校 一等奖

49 郑源源 你了解宪法吗 泰州市姜堰区兴泰中心小学 一等奖

50 王海军 一般违法与犯罪的区别与联系 泰州市姜堰区白米中心小学 一等奖

51 杨华娟 违法与犯罪 泰州市姜堰区克强学校 一等奖

52 陈荣荣 法在心中，快乐成长！ 泰州市鲍徐中心小学 一等奖

53 于春华 如何做遵法守纪的好少年 泰州市寺巷中心小学 一等奖

54 姜红霞 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泰州市寺巷中心小学 一等奖

55 陈庆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解读 泰州市康和实验小学 一等奖

56 吴丽莉 如何应对校园欺凌？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一等奖

57 张 俊 依法维护继承权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一等奖

58 孙逸豪 政治权利与义务：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 江苏省泰州中学 一等奖

59 袁兆芳 增强法制观念，维护市场秩序 江苏省泰州中学 一等奖

60 姚 薇 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江苏省口岸中学 一等奖

61 胡同玉
家校联动 培养青少年亲近社会 有效预防违法犯

罪
泰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62 徐 林 拒绝网络暴力 做中国好网民 泰州市第三高级中学 一等奖

63 陈 慧 刑事责任的年龄规定 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一等奖

64 刘 萍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江阴—靖江园区小学 二等奖

65 郑 蕾 与法同行，健康成长 靖江市城南办事处中心小学 二等奖

66 黄芸钊 未成年人保护法 靖江市城南办事处中心小学 二等奖

67 龚红萍 交通安全关系你我他 靖江市孤山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68 钱 燚 初步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靖江市季市镇长安学校 二等奖

69 侯 萍
关于未成年人预防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普法教

育
靖江市斜桥镇新世纪小学 二等奖

70 范金香 遵纪守法从我做起 靖江市斜桥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71 杜荣梅 万一遇到性侵害后该怎么做 靖江外国语学校城南分校 二等奖

72 吴 钊 对校园欺凌说不 靖江市城南新区中学 二等奖

73 戴晨霞 拒绝校园暴力、构建和谐校园 靖江市城南新区中学 二等奖

74 徐政红 杜绝不良行为 远离违法犯罪 靖江市城南新区中学 二等奖

75 刘雪萍 《杜绝不良行为 远离违法犯罪》 靖江市靖城中学 二等奖

76 刘 芬 行走着的法治教育 泰兴市城北路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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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徐杰琳 如何应对敲诈勒索 泰兴市古溪小学 二等奖

78 褚 敏 认识国家象征与标志 泰兴市鼓楼小学城西校区 二等奖

79 杨 健 认识交通标志牌 泰兴市江平路小学 二等奖

80 吴明珠 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 泰兴市蒋华小学 二等奖

81 张秋红 远离毒品 泰兴市蒋华小学 二等奖

82 王巧云 杜绝不良行为 远离违法犯罪 泰兴市襟江小学 二等奖

83 叶 娟 别人的东西我不拿 泰兴市襟江小学 二等奖

84 朱志东 法律护我成长 泰兴市襟江小学 二等奖

85 印薛玲 与法律同行 为生命护航 泰兴市襟江小学佳源分校 二等奖

86 樊红兰 红绿灯，在站岗 泰兴市南新小学 二等奖

87 丁春林 骑车注意交通安全 泰兴市七圩小学 二等奖

88 李春江 认识人行横道和交通信号灯 泰兴市新街小学 二等奖

89 张 莉 关注校园暴力，维护自身安全 泰兴市新街小学 二等奖

90 陈云芳 拒绝毒品 泰兴市新市小学 二等奖

91 周建才 小偷小摸危害大 泰兴市姚王小学 二等奖

92 赵亚玲 交通法规伴成长，学法守法保安康 泰兴市姚王小学 二等奖

93 顾饶凤 青少年法治学习刻不容缓 泰兴市焦荡实验学校 二等奖

94 杨建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泰兴市常周初级中学 二等奖

95 葛海燕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泰兴市常周初级中学 二等奖

96 丁 波 毒品的危害 泰兴市常周初级中学 二等奖

97 丁新兵 什么是校园欺凌 泰兴市横垛初级中学 二等奖

98 成 娟 法律教育（一般违法与犯罪） 泰兴市黄桥初级中学 二等奖

99 朱红霞 冲动是魔鬼--校园故意伤害 泰兴市黄桥初级中学 二等奖

100 殷俊才 法治教育之交通安全 江苏省泰兴中学 二等奖

101 吴秀峰 民法领域的帝王条款-诚信原则 泰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二等奖

102 朱 正 向偷盗行为说 NO！ 兴化市安丰中心小学 二等奖

103 姚长梅 反对邪教 兴化市陈堡中心小学 二等奖

104 顾 菲 法律知识在身边 兴化市楚水实验学校 二等奖

105 徐春兵 增强法制意识，杜绝校园欺凌 兴化市顾庄学校 二等奖

106 倪 明 对校园暴力说“不” 兴化市唐刘学校 二等奖

107 李茂旺 正当防卫 兴化市昌荣中心校 二等奖

108 刘领祥 正当防卫案例分析 兴化市昌荣中心校 二等奖

109 吴荣胜 未成年犯罪的原因 兴化市陈堡初级中学 二等奖

110 黄红芳 依法进行自我保护 兴化市陈堡初级中学 二等奖

111 任国萍 法制教育规范行为篇 兴化市大邹初级中学 二等奖

112 陈 琳 不良行为的概念与表现 兴化市戴南高级中学 二等奖

113 王春梅 道德与法律紧相连 兴化市戴泽初级中学 二等奖

114 陈晓莉 拯救地球——普及《新环境保护法》 兴化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115 葛劲松 反对校园暴力，还学校一片净土 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 二等奖

116 刘 嘉 不做沉默的羔羊（预防性侵害） 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 二等奖

117 毛 婧 法制教育，从我做起 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 二等奖

118 赵 霞 学会安全过马路 泰州市二中附属初中东校区 二等奖

119 王志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 泰州市少年宫 二等奖

120 李 晨 向校园欺凌和暴力说“不” 泰州市大冯初级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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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金 晨 冷漠与关切 泰州市海陵学校 二等奖

122 吕梅玉 反对校园暴力 构建和谐校园 泰州市沈毅中学 二等奖

123 陈根群 法律的特征 泰州市智堡实验学校 二等奖

124 刘 蓉 抵制校园暴力 泰州市大泗学校 二等奖

125 朱乐乐 抚养义务 赡养义务 泰州市大泗学校 二等奖

126 王瑞平 我们的国歌 泰州市孔桥小学 二等奖

127 卞盛楠 遭遇校园暴力？法律保护你！ 泰州市口岸中心小学 二等奖

128 凡海娟 禁止占用盲道 泰州市田河小学 二等奖

129 杨 乐 弘扬宪法精神 推进依法治国 泰州市汪群小学 二等奖

130 郭 军 防止性侵犯 泰州市永安洲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131 张洪沂 未成年人保护法 泰州苏高港实验学校 二等奖

132 韩 华 如何应对网络谣言 泰州市口岸实验学校 二等奖

133 张 荣 如何应对校园暴力 泰州市口岸实验学校 二等奖

134 王崎嵘 拒绝网络诽谤 泰州市口岸实验学校 二等奖

135 刘丽娟 禁止焚烧秸秆，法护绿色家园 泰州市田河初级中学 二等奖

136 浦春霞 认识违法和犯罪 泰州市姜堰区城西实验学校 二等奖

137 夏 丽 拒做网瘾少年 泰州市姜堰区蒋垛中心小学 二等奖

138 于小敏 我与宪法的故事 泰州市姜堰区里华中心小学 二等奖

139 高慧桃 拒绝校园欺凌 争做守法学生 泰州市姜堰区娄庄中心小学 二等奖

140 陈 瑾 遵守法律 从我做起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中心小学 二等奖

141 高蓓蓓 法律伴我行系列（一）—— 儿童权利知多少 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142 王树兰 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143 毛志勇 未成年人保护法 泰州市姜堰区行知实验小学 二等奖

144 马荣旭 遵守法律，从我做起 泰州市姜堰区淤溪中心小学 二等奖

145 柳玉露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泰州市姜堰区淤溪中心小学 二等奖

146 杨春台 交通安全知识知多少 泰州市姜堰区俞垛中心小学 二等奖

147 钱 娟 法在我心中——孩子隐私权 VS成人监护权 泰州市姜堰区张沐中心小学 二等奖

148 王 蓉 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泰州市姜堰区淤溪初级中学 二等奖

149 常雪峰 青少年如何抵制邪教的影响 泰州市姜堰区罗塘高级中学 二等奖

150 赵国佑 泰州市法制进校园——知法篇 泰州医药高新区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151 孙 迎 了解违法与犯罪的含义 泰州市明珠实验学校 二等奖

152 邓 晨 保护自己 泰州实验学校 二等奖

153 杜 珺 我国宪法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界定 泰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154 徐海霞 互相斗殴中是否存在正当防卫 泰州市第三高级中学 二等奖

155 刘 华 拒绝毒品诱惑 享受青春时光 泰州市第三高级中学 二等奖

156 梅小燕 认识国旗 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二等奖

157 杨 巍 不拿别人的东西 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二等奖

泰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