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江苏省中小学生天文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单位及优秀指导老师获奖名单

优秀组织单位

单位 奖项 证书编号

如东县先民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3709093

扬州梅岭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6302777

丹阳市正则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8446962

丹阳市丹凤实验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7242010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2898716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7525950

句容市华阳中心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8626363

丹阳市实验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9026339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2956102

常州市武进区刘海粟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3947653

镇江实验学校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6532615

邗江区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9905057

南京市东山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7251542

镇江市宝塔路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1105601

丹阳市新区实验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4674319

镇江市恒顺实验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1805712

苏州市学府实验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4498931

丹阳市云阳学校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6790238

如皋市安定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8244586

扬州市江都区龙川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9450591

南京市第一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2391664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0254017

南京市第九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5035119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7256866

江苏省镇江市中附属初中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8575243

常熟市海虞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5904209

江苏省江都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7050494

扬州生态科技新城杭集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3552786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9689595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6468985

镇江市第三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6737923

丹阳市第五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1753869

丹阳市云阳学校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7433137

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7531322

江苏省震泽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6989617

江苏省邗江实验学校（初中部）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5002455

苏州市第十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6291467

镇江市崇实女子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0174112

镇江市索普初级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2958921

无锡市第一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0665858

扬州市江都区空港中学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9315492

镇江市科协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7607189

镇江市教育局 优秀组织单位 202049364155

镇江市科普服务中心 优秀组织单位 202050961223



优秀指导老师

姓名 学校 奖项 证书编号

张大为 苏州学府实验小学校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1841813

张洪春 丹阳市里庄中心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1113350

周红 如东县先民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5438854

陈欣越 如东县先民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3451172

蒋英 常州市武进区常州刘海粟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3838489

沈苏俊 如东县先民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7463096

任静 镇江市八叉巷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2043257

张亮 扬州市梅岭小学（花都汇校区）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6255844

张云波 常州市武进区常州刘海粟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9001151

徐玉清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3052955

翟霞红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1657741

顾隽 常州刘海粟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5636923

杜燕 镇江市宝塔路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5948003

陈秋霞 如东县先民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0392856

陈佳佳 南京市东山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7546880

周丹 南师附中树人学校附属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1790287

张丽君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3980443

殷佳慧 如东县先民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2727866

许秋香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0028107

王舒璇 南京市东山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5814050

汪洵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7180475

吴天霞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6295887

丁震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6223212

陈恒 南京市第一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6195539

王亚新 南师附中秦淮科技高中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7292815

金成伟 南京市第一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0450444

焦亚丽 江苏省镇江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1011630

杨爽 南京市第一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9980650

谢林燕 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7383985

伍枝婷 南京市第九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4680320

张德举 南京市第九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7046142

黄旭日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7096297



沈新荣 江苏省天一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0894642

武振兴 镇江崇实女子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8484993

臧锋 南京市第一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0987021

刘方平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5183950

姜雨青 南京市第一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1282352

武小冬 南京市第一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3635723

赵辉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6475304

孙梦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202047272855

周洪祥 南师附中秦淮科技高中 优秀指导教师 202053274572

江苏省中小学生天文知识竞赛组委会

2020 年 9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