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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校长周刊 茶坊·

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
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

公室于2007年批准设立，旨在奖励参加“全国信息技术创新与
实践活动”中青少年学生完成的具有创新意义和一定科技含量
的符合全国规范的科技作品，以及相关的科技与教育工作者。
该奖项以促进“自主创新”为目的，是NOC活动的极高奖项。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高等
学校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简称NOC活动）
是面向广大师生，运用信息技术，培养创新精神、
提升实践能力、增强知识产权意识的一项信息技术
普及活动。

NOC 活动是在教育部门的关怀指导下开展
的。中小学NOC活动由中央电化教育馆指导，中

国教育技术协会和中国发明协会主办，高校NOC
活动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发明协会和中国教
育技术协会主办，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社、创新
时代杂志社承办。

活动每年举办一届。自200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启动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五届，吸引了6万多所
学校的6500多万名师生参与（2017年15届数据）。

普及性和提高性并存是NOC活动的特色。活
动倡导“重在参与”精神，对于参与的师生不设置
高门槛。通过活动的开展，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具有
科技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也涌现出一
大批富有个性创意和自主创新的高水平作品。这对
于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具有积
极的意义。

第十五届中小学NOC活动“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

网络中文
小学组 王子慧 湖北省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小学组 曹子铭 河北省 前进小学
高中组 李雨轩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高中组 李鸿君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网络英语
小学组 周博约 湖北省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小学组 孙 烨 吉林省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初中组 陈一星 湖北省 武汉外国语学校
应用数学
小学组 马子奇 北京市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怡海分校
小学组 石先艺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华润实验小学
初中组 吕子涵 山东省 莱西市第四中学
初中组 王子豪 陕西省 汉中市实验中学
初中组 韩嘉宝 陕西省 汉中市实验中学
高中组 魏 来 北京市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综合实践能力
小学组 刘海涛 山东省 淄博市张店区湖田小学
初中组 徐辰浩 山东省 淄博市张店区第二中学
漫画创作
小学组 王润泽 山东省 临淄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符 湘 海南省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微电影创作
小学组 李 然 山东省 青岛上清路小学
高中组 张皓辰 重庆市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机器人创新设计与技能挑战
小学组 张力文 辽宁省 沈阳市文艺二校
小学组 张墨峦 辽宁省 沈阳市文艺二校
初中组 石恩华 辽宁省 沈阳市第七中学
高中组 张晓峰 黑龙江省 大庆市第二十八中学
高中组 宋家豪 重庆市 重庆市二0三中学
高中组 黄鹏程 重庆市 重庆市二0三中学
FEG智能无人车
小学组 王麒喆 重庆市 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
初中组 张子辰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高中组 陈鑫泽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机器人超市购物
初中组 仲思同 吉林省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中学
高中组 陈天洋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组 蔡植锴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机器人迷宫越野
小学组 李浩宇 江苏省 六合区凤凰社区科技辅导站
机器人智能环保
小学组 赵悦笛 北京市 黄城根小学
初中组 李子昂 山东省 张店九中
初中组 郭津恺 山东省 张店九中
极速智能车
高中组 王梓丞 河北省 河北衡水中学
高中组 张杰凯 河北省 河北衡水中学
人形机器人舞台剧展演
初中组 王书樵 山东省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高中组 傅李泽 浙江省 湄池中学
高中组 贾万琳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高中组 董贤义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无人机应用技能挑战
初中组 毛 睿 山东省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中学
初中组 张金越 山东省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物流机器人
小学组 王远博 重庆市 重庆两江新区人和小学校
小学组 薛权安 重庆市 重庆两江新区人和小学校
小学组 王冠阳 吉林省 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初中组 范劭骅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初中组 董金科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高中组 李文龙 重庆市 合川区瑞山中学
高中组 厍建彤 内蒙古 包头市回民中学
智能机器人航天计划
初中组 陈政宇 山东省 青岛六十二中学
初中组 李文硕 山东省 青岛六十二中学
物联网创新设计
高中组 倪书楷 江苏省 江苏省天一中学
技术发明创新
小学组 胡可心 山东省 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学
“未来课堂”名师优课展评
小学组 王芳琴 湖北省 武汉市蔡甸区第三小学
小学组 廖泽露 重庆市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校
小学组 熊 攀 重庆市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校
小学组 李雪飞 湖北省 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小学组 王 敏 山东省 淄博高新区华侨城小学
小学组 王蓓蓓 山东省 淄博市张店区华润实验小学
初中组 刘 婷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初中组 谢海勇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初中组 马 迪 山东省 高青县实验中学
初中组 杨 毅 四川省 成都市棕北中学
高中组 李 漪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组 高 山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教学实践评优
小学组 田 璐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
小学组 宋娟娟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小学组 徐娇娇 上海市 上海市静安区大宁路小学
小学组 方 利 湖北省 武汉市光谷第三小学
小学组 孙百灵 山东省 张店区杏园小学
小学组 李辉均 重庆市 重庆市人民小学校
小学组 何菊荣 安徽省 芜湖市育瑞实验小学
小学组 杨 敏 湖北省 武汉市汉阳区楚才小学
小学组 包倩茹 安徽省 芜湖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高 寒 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小学
小学组 胡照楠 北京市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
小学组 孙雪敏 上海市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实验小学
小学组 周晓平 广东省 深圳市罗芳小学
小学组 郑 莎 湖北省 武汉市鲁巷实验小学
小学组 肖 荣 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组 朱玉萍 上海市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小学组 王 震 山东省 淄博高新区第一小学
小学组 于 蕴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
小学组 陈居峰 吉林省 长春市南关区西五小学
小学组 张文喆 山东省 淄博市张店区杏园小学
小学组 陈宇航 广东省 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
小学组 张 宏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继红小学校
初中组 刘 禹 广东省 深圳市笋岗中学
初中组 伊 梅 山东省 桓台县城南学校

初中组 龚 博 黑龙江省 大庆市第十四中学
初中组 钱宝玉 山东省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第一中学
初中组 马 迪 山东省 高青县实验中学
初中组 张 纯 湖北省 武汉市楚才中学
初中组 王 强 湖北省 武汉市汉南区纱帽中学
初中组 段龙凤 内蒙古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初中组 明嘉慧 广东省 深圳市笋岗中学
高中组 翟 楠 山东省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高中组 马忠启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数字化学习工具评优
小学组 蔡 磊 湖北省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洪山小学
小学组 吴 超 广东省 深圳市莲南小学
小学组 廖 勇 重庆市 重庆市涪陵区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初中组 王相滨 山东省 淄博市博山区教学研究室
高中组 杨 林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高中组 刘金善 北京市 北京市平谷区第五中学
网络团队教研
小学组 顾依尔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组 高 婧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组 丁杰琳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组 王 兰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小学组 许 青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小学组 岳 频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小学组 姚琴芬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小学组 陈 军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小学组 胡 玥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小学组 柏春花 江苏省 南京市高淳区博爱小学
小学组 彭青美 江苏省 南京市高淳区阳江中心小学
小学组 杨 阳 江苏省 南京市高淳区宝塔小学
小学组 李伟坤 河北省 邯郸市复兴区前进小学
小学组 马利萍 河北省 邯郸市复兴区前进小学
小学组 许婉霞 河北省 邯郸市复兴区前进小学
小学组 孙健敏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小学组 童 森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小学组 范 勇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小学组 岳小磊 山东省 淄川实验小学（南校区）
小学组 张晓康 山东省 淄川实验小学（南校区）
小学组 王永凯 山东省 淄川实验小学（南校区）
初中组 庄 严 江苏省 南京市文枢初级中学
初中组 曹 阳 江苏省 南京市第五初级中学
初中组 王玉娟 江苏省 南京市钟英中学
微课程评优
小学组 赵 卉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小学组 高 俊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小学组 周晓强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小学组 高 洁 山东省 淄博市张店区九级塔小学
小学组 康 晶 重庆市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校
小学组 李 伟 吉林省 长春市宽城区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组 王江波 山东省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小学组 乌英嘎 内蒙古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初中组 郭丽佳 山东省 张店区实验中学
初中组 韩超群 山东省 张店区实验中学
初中组 赵芳芳 内蒙古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初中组 王珏琦 内蒙古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初中组 孔恬恬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七中学
初中组 杨 飞 内蒙古 包头市包钢第三中学

高中组 梁 祥 新 疆 皮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高中组 高静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七十三中学校
高中组 李明燕 内蒙古 包钢第四中学
高中组 李燕莉 山东省 淄博市工业学校
高中组 张翠娟 山东省 淄博市工业学校
班主任信息化技能评优
小学组 赵 伟 山东省 淄博市张店区齐悦实验小学
小学组 张 燕 山东省 张店区杏园小学
中学组 赵志帅 山东省 张店区实验中学
中学组 王秀霞 山东省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中学
幼儿园教育活动实践评优
幼教组 周佳苇 山东省 青岛永宁路小学
幼教组 李 丽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市实验幼儿园
幼教组 孙 倩 北京市 北京市丰台区芳庄第二幼儿园
幼儿园优秀课件评优
幼教组 刘思洁 湖北省 武汉市蔡甸区直属幼儿园
校本课程探究评优
小学组 禹 奕 广东省 深圳市宝安区天骄小学
小学组 何丹茹 广东省 深圳市宝安区天骄小学
小学组 卢 茜 广东省 深圳市宝安区天骄小学
高中组 李 欣 山东省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高中组 王洪超 山东省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高中组 王秀珍 山东省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高中组 李 金 内蒙古 包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郑 煦 内蒙古 包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侯媛儒 内蒙古 包头市第一中学

第九届高校NOC活动“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

创新创业计划
田欣悦 江苏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胡锐翔 江苏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晏醒醒 江苏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技术发明创新
田 浩 江西省 南昌航空大学
王晓燕 江西省 南昌航空大学

第十五届中小学NOC活动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淄博市教育局 青岛市教育装备与信息技术中心
内蒙古包头市电化教育馆 深圳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
重庆市教育信息技术与装备中心 北京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
吉林省电化教育馆 长春市电化教育馆
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湖北省电化教育馆）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南京市电化教育馆 无锡市教育信息化管理服务中心
河北省创新教育学会 河北省电化教育馆
山东省教育学会 徐州市电化教育馆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局 澳门电脑学会
南昌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第九届高校NOC活动组织工作突出贡献奖

太原理工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第九届高校NOC活动组织工作优秀奖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绵阳师范学院 武汉科技大学
江南大学 嘉兴学院 西安工业大学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商贸学院 武汉东湖学院

第十五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
第九届高等学校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 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荣誉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