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全国中学学科思维导图评比大赛”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 

姓名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张洪艳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 一次函数 
吴燕芳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学校 中国的气候 
佟志玲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学分校 七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学科整册书思维导图 
刘一良 山东费县崇文学校 《压强》思维导图 
黄喻晶 云南省玉溪第三中学 当代国际社会 
陈静文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 政治生活主体专题知识归纳 
陈静文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 政治生活依法治国专题知识归纳 
边长亮 萍乡实验学校 化学符号的含义 
边长亮 萍乡实验学校 复分解反应及其应用 
陈瑜 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 《万有引力与宇宙航行》高三一轮复习 
路伟琦 东莞市海德双语学校 人口分布、迁移与合理容量 
于芳 北京师范大学密云实验中学 立体几何初步 
刘雪莲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中学 圆与方程 
刘婷婷 吉林省大安市第一中学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杨腊清 安宁中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思维导图 

庞敏 张兴莲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香城中学 “解三角形”的思维导图 

顾成云 杨叶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上海市崇明中学 具有地理综合思维特征的思维导图——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徐应梅 王勇 成友权 肖练 
刘晓玲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基于大概念教学的“一例式”《生活与哲学》思维导图 

邢成双 定州市第二中学 议题式思维导图：生产、劳动与经营 
邓钧 古婧瑶 江涌芝 罗玉婷 华南师范大学 初中地理认识区域的“工具性知识”总结 

罗德秀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都林二小 认识人民币 
马安晶 临沧市第一中学 相互作用—力 
黄晶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 人体体温调节机制 
孙玲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九年级物理全册（苏科版）思维导图 

刘伟 柴岩岩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古店中学 诗歌鉴赏思维导图 
林当洋 清远市梓琛中学 函数的性质 
黄雅玲 石河子大学 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 
姚晓盼 山西省运城中学 鸿门宴 



 

唐嘉敏 杨丽虹 王若冰 广东省东莞市第五高级中学 圆锥曲线及其方程 
孙泳涛 上海海洋大学附属大团高级中学 双新沪教版《解三角形》思维导图 

伊丽姆努尔 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 公民权利与义务 
刘英 石河子第二中学 高中政治一轮复习——中国共产党专题 
许诗敏 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 初中数学“数与代数”一览图 
邓智礼 长沙市长郡芙蓉中学 我国植物的多样性 
丰德祥 浙江省衢州高级中学 思维导图在解析几何复习中的妙用 

二等奖 

姓名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宋诗鹏 新泰市新汶中学 区域可持续发展 
孟文玲 乌鲁木齐市第 114中学 我国基本制度 
徐晓欣 前郭五中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徐晓欣 前郭五中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王静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一中学 高中政治必修四《生活与哲学》思维导图 
周君杰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初中地理期中期末复习方法思维导图 
卢岱杰 康艺学校 实数及其运算 
吴生刚 吴堡县吴堡中学 指针式多用电表  
王桂香 山东省德州市实验中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维导图 
王桂香 山东省德州市实验中学 高中政治必修二思维导图 
谭志刚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第九中学 高中物理能量思维导图 
石萌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物质的性质与转化（铁、硫） 
罗丽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中学 氯及其重要化合物 
罗丽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中学 铁及其重要化合物 
赵冬雪 吉林市船营区教师进修学校 Unit6  Section B Do you know when basketball was invented?  

陈桂凤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教师进修学校 初中常见五种气体思维导图 
高美艳 海南省洋浦中学 巧用思维导图，解题更加自然 
贺丽娜 长沙市长郡芙蓉中学 青春时光 
贺丽娜 长沙市长郡芙蓉中学 在集体中成长 
黄海容 惠州市杨侨中学 我国收入分配 
马春燕 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 城市与产业结构调整专题复习思维导图（高二拓展课本中图版） 
兰海鹏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 排列组合的知识梳理 

刘莉琼 肖金军 江西省南康中学 传统文化的继承 
刘霞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中学 水循环 
杜红雪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第一中学 提高核心素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九年级道德与法治思维导图 



 

万世龙 王媛 杨浩楠 宁夏大学 自然界的水循环 
姚新利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中学 曲线运动 
唐远红 重庆市观音桥中学 平行四边形 
陈勇 新疆泽普县第二中学 环境保护 
李泳贤 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广雅实验学校 《走进社会生活》思维导图 
谷瑞平 青海省西宁市虎台中学 整式思维导图 
黄丽 淄博柳泉中学 物质组成的定量表示 
曾艺雄 福建省龙海第二中学 道德与法治之法律模块知识 
杨玉环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第二中学 日本思维导图 
王艳华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第二中学 文言文基础知识思维导图 
崔志伟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第二中学 《念奴娇·赤壁怀古》思维导图 
易亮 深圳实验学校 生产专题理论 
肖亚琴 乌鲁木齐市第 70中学 生物膜结构的探索历程 
赵磊 安宁市昆钢第一中学 地球的宇宙环境 
赵磊 安宁市昆钢第一中学 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赵磊 安宁市昆钢第一中学 生物圈与植被 
赵磊 安宁市昆钢第一中学 锋与天气 
李聪 河北冀州中学 《生活与哲学》第三单元《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 
易亮 深圳实验学校 唯物辩证的发展观 
王耀平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土地资源 
余鹏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第七中学 因式分解思维导图及拓展 
顾苏芬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第七中学 四边形知识链 
钱俊杰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第七中学 因式分解思维导图 
郭三荣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 坚持党的领导 
黄发香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 经济与社会 
刘海莉 北京市昌平区燕丹学校 《人口与人种》思维导图 
刘海莉 北京市昌平区燕丹学校 《日本》思维导图 
胡永涛 北京师范大学庆阳附属学校 氯及其化合物 
鲍方堂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初级中学 《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下册第九课思维导图 
鲁飞 长沙县实验中学 消费的结构化知识 
张丽玲 新疆泽普二中 集合 
韩红军 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中学 数学文化 
郭蕊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中学 高中力学知识结构图 
魏永刚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产业区位因素 问题研究 实体店何去何从 

李晓树 郭静 吉林市第二十一中学校 公民基本权利 



 

徐阳曦 重庆八中 鲁迅 
周佩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地质作用 
叶泽 广东惠州市实验中学 高中物理圆周运动思维导图 
张多多 吉林省大安市第一中学校 《全球联系的初步建立与世界格局的演变》思维导图 

郭淇凯 梁镨月 深圳实验学校光明部 函数 
刘丽 大安市第一中学 日本 
吕广秀 内蒙古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传统文化 
李卉 新疆伊宁市三中 整本书阅读探究 
韩瑾 济南二中 鉴赏小说艺术特色思维导图 
李娟 娄底市第一中学 立体几何思维导图 
李爱莉 吉林省大安市第一中学校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思维导图 
杨艳 天津市津南区教师发展中心 第 11课 北洋政府的统治与军阀割据 
殊小燕 石河子大学 新教材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一《分子与细胞》知识框架 
杨腊清 安宁中学 大单元设计理念下——唐朝的繁荣与衰败思维导图 
马镇东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西河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理解权利义务思维导图 
黄晶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 美术是个大家族 

陈林芳 陈孝杰 台州市三梅中学 天台中学 基于模型视角振动综合单元的思维导图 
叶成杰 无为市第十一中学 溶液 
叶成杰 无为市第十一中学 化学与生活 

王敬伟 杨俊昊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六初级中学 唐朝知识树 
郭红娟 山东省邹平市长山中学 古希腊和古罗马政制 
董兴华 上海市奉贤中学 机械能守恒定律 
李蓉 昆明市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选择性必修 2-物质结构与性质知识结构导图 
徐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黄河 
罗威 北京市十一学校 交通运输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陈玲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十二中学 Module12 Save our world  Unit2 

林海凤 吴杰侠 付雅琪 合肥北城中学 非金属及其化合物 
聂兴文 陶光辉          
张画花 郑远博 合肥一中教育集团北城分校 元素周期表和元素周期律 

隋晶莹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 初中英语时态 
晏金洁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旗尼尔基一中 含参二次函数在闭区间上求最值的问题 
梅玉蝶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三门中学 百川归大海——椭圆 
赖柳成 广州市新穗学校 《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思维导图 
潘友谊 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 海洋小专题 
朱佳炜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苏科版中考数学复习专题 



 

朱佳炜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中考数学专题——隐形圆 
冯茜 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分裂 
王朝明 深圳市龙华区同胜学校 树立法治意识 
龚守华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 政治生活主干知识体系一览图 
林琳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高级中学 中东的资源 
鲍喜良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旗尼尔基一中 对勾型函数 
李晗 乌兰浩特市铁西第一小学 简易方程 
张娜 乌兰浩特市铁西第一小学 分数的加法和减法 
邓美玲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第一中学 巧学例证法 
张晓磊 湖南省长沙县实验中学 辩证唯物论 
杨祖玲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何茹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 青春飞扬 
宋涛 正安县乐俭中学 平行四边形 
张祥 永登县第二中学 中国古代农业 
王体桥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西区学校 有理数 
李晓乒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鸿门宴》文言文基础知识 
李赛男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 你的压力大吗？ 
杨军鹏 天水市第八中学 高中物理常见的四类基本运动 
韩玫琳 哈尔滨市实验学校 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崇尚法治精神》知识点总结 
王生刚 山东省邹平市台子镇初级中学 一次函数思维导图 
徐凤霞 黑龙江省鹤岗市宝泉岭高级中学 复数思维导图 
钱丹 江苏省无锡市东林中学 《公民基本权利》思维导图 
钱丹 江苏省无锡市东林中学 《做个成熟的消费者》思维导图 

谢鑫 李书婷 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 湿地 
孙杰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中学 孔子“半部《论语》治天下” 
陈风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思维导图 

金荣 乌力吉图 包头稀土高新区第一中学              
锡林浩特市蒙古族中学 平行四边形大家庭 

徐良宗 福建南靖第一中学 立体几何 
罗德秀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都林二小 长方体与正方体 

龚沁芳 彭鑫 帅茜 章俏 
赵俊南 长沙县泉塘中学 酸碱盐的友谊 

龚沁芳 彭鑫 帅茜 章俏 
赵俊南 长沙县泉塘中学 化学反应中的现象 

王学成 甘肃兰州永登县第二中学 高中英语构词法 



 

袁丽苹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中学 高一英语第九单元主题语篇结构图 
杨海涛 临沧市第一中学 运动和力的关系 
汪鸿飞 安徽师范大学 “静电场”主题思维导图 
应聂 昆明市晋宁区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诗词赏析口诀 
夏珮荃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近代社会生活变迁 
魏思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高考数学函数解题技巧思维导图 
马忠良 天津市武清区城关中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张志娟 北京十一晋元中学 《第 11章 三角形》全章思维导图 
胡欣志 同安中学 绿色开花植物生活方式 
胡欣志 同安中学 生态系统 
胡欣志 同安中学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于洋 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第三中学 几何——相交线与平行线 
何利华 广州市增城区仙村中学 贵州平塘特大桥修建的区位因素 
何利华 广州市增城区仙村中学 区域可持续发展--脱贫攻坚 
冷启佳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中心小学 《银饰之美》思维导图 
周逸虹 汕头市广澳学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谭婷 陕西省宝鸡市烽火中学 中考复习模块一——数与式 
余园 人大附中石景山学校 物质在水溶液中的行为 
张会芳 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第一中学 四边形 

魏思聪 魏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极简高考英语语法思维导图 
朱昆 雷州市第八中学 农业区位因素 
李亚飞 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 根本政治制度 
李黎丽 宜昌金东方初级中学 公民的基本权利思维导图 
蒋美 宁乡市第五高级中学 一图掌握对流层大气受热过程知识点 
周雯娇 深圳市福景外国语学校 社会再生产 
宋源源 湖北省水果湖第一中学 趣图妙览巧记八下教材 
王燕妮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三中学 公民权利 
秦志国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中学 第 1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秦志国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中学 第 8课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秦志国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中学 第 15课 明至清中叶 的经济与文化  
秦志国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中学 第 17课 国家出路的探索与列强侵略的加剧 
秦志国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中学 第 19课 辛亥革命 

张莉华 范松林 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 百变碳元素 
侯亚红 宝鸡市渭滨区烽火中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巩固 
王晔 宝鸡市渭滨区烽火中学 党的重要会议 



 

吴飞娟 万荣县城镇中学 《三角形》思维导图 
邹青霞 云南省安宁市昆钢第一中学 固体 
刘苏漫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 50中学 被子植物的一生 
樊秋梅 赣州市南康二中 植物的激素调节 
田惟嘉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光谷分校 文化生活 
张翠平 河北省易县第二高级中学 生物科学研究方法总结 

赵锋 李明 旬邑县中学 西安交大韩城学校 有机化合物结构与性质 
伊丽姆努尔 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 社会生活讲道德 
孔宇贞 深圳市盐田高级中学 高考诗歌鉴赏·常见题型 
崔岩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一小学 搭配（二） 

 朱秀珍 黑龙江省大庆市东风中学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 16课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 
吴园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临涣中学 饮食中的有机化合物-乙醇 
杨小勇 陕西省商洛中学 全国乙卷理科数学近五年六大核心考点 
李继华 吉林省实验中学 法治中国建设 
黄巧媚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初级中学 第三章天气与气候第四节世界的气候 

阿尔克加·阿丽玛 新疆和布克赛尔县第二中学 《产业转移》思维导图 
崔芳芳 获嘉县照镜镇楼村初级中学 数的发展 
卢凤英 西安市阎良区关山中学 高中数学“函数最值问题”求解方法大全 
刘玉霞 人大附中深圳学校 铁及其化合物 
朱艳春 北京市大兴区第七中学 隋唐单元复习思维导图 
梁菊峰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高级中学 动词不定式 
周艳 吉林省实验中学 维护宪法权威 
张瑜 江苏省泰州市民兴实验中学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 
曹可为 江苏省泰州市民兴实验中学 高中政治文言诗词哲理积累 
赖茂丽 广东省紫金中学 有机化学思维导图 
林静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亚热带气候思维导图 
陆虹利 石河子大学 细胞的能量“货币”ATP 
何子亮 广州市培英中学 地表形态的塑造-思维导图 
黄霞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三角形 
许琴 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 植被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中图版必修一 2.7节 
崔爽 赤峰学院附属中学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翟君 黑龙江省庆安县第三中学 函数单调性复习 
郑炳洁 新川外国语学校 预防传染病 
苏航 重庆市潼南巴川中学校 改革开放 
冯昕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 “氯”化图：氯气的性质与制备 



 

陆叶 上海市金山中学 《劝学》思维导图 
李彩凤 深圳市观澜中学 《游山西村》与《西村》对比阅读 

三等奖 

姓名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许艳营 濮阳县第三中学 色彩斑斓的文化 

朱丽平 河北冀州中学 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王昆 上海市格致中学 探究无机物化学性质的一般模型 

王桂香 德州市实验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必修二《经济与社会》思维导图 

朱融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实验中学 高中政治必修 4第四单元《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思维导图 

吴杰侠 林海凤 李迪维亚 合肥北城中学 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律 

刘亚杰 吉林市第二十一中学校 摩擦力思维导图 

王莉娟 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 有机茶种植的区位条件 

李晓芳 深圳实验承翰学校 高中思想政治必修四《生活与哲学》思维导图 

杨楠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 青春飞扬 

杨楠 李亚飞 伊丽姆努尔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何涛 黑龙江省庆安县第三中学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知识点及核心素养思维导图 

谢婷婷 陕西省宝鸡市烽火中学 Unit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Section B Reading)  

蒋美 宁乡市第五高级中学 一个楼梯图带你理解沉积地貌形成条件 

陈海龙 海南省万宁市万宁中学 秦的兴亡 

王微 作业帮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唯物史观思维导图 

管华荣 合肥一六八中学 生活智慧与时代精神 

刘立君 成都市新都区新川外国语学校 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方式 

许丽萍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一中学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王珣 永寿县中学 Book3 Unit2 Using language—Come and eat here(2) 

孙百艳 人大附中石景山学校 第一章《物质与结构》——基于 Flow Map的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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