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学科 姓名 课例名称

1 济南市历下区教育局 科学 金  迪 拆装万花筒

2 济南市历下区第三实验幼儿园 社会 庞金婉 爸爸，你真棒

3 济南市历下区教育局 艺术 何红艳 魔幻鱼

4 济南市历下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艺术 沈  瑜 小老鼠打电话

5 济南市历下区紫苑幼儿园 语言 郝连童 说颠倒

6 历下区雁翔苑幼儿园 科学 张厚淼 火箭上天

7 济南市历下区甸柳中心幼儿园 艺术 朱  宁 捏面人

8 济南市历下区丁佳幼儿园 科学 赵芃芃 会跳舞的磁铁小人

9 山东省实验幼儿园 社会 赵晓婷 勇气

10 山东省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社会 范英超 挑战一分钟

11 济南市历下区盛景幼儿园 科学 周  洁 纸的力气大

12 中国石化集团济南炼油厂幼儿园 艺术 商文君 找动物

13 济南市历下区甸柳中心幼儿园 艺术 赵  颖 颜色朋友在哪里

14 济南市卓雅·大风车幼儿园 科学 董延红 乌鸦喝水

15 济南市历下区第一实验幼儿园数码港分园 艺术 高  鑫 唐老鸭减肥

16 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幼儿园 艺术 徐锦梅 杂技表演

17 济南市大明湖小学幼儿园 社会 张雅若 文明小乘客

18 济南市历下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科学 付伟伟 地球妈妈

19 山东大学第二幼儿园 健康 王冉冉 安全旅游

20 中国石化集团济南炼油厂幼儿园 语言 肖晨 早餐你喜欢吃什么

21 山东大学第一幼儿园 艺术 王晓彤 键盘的舞蹈

22 济南市历下区雁翔苑幼儿园 社会 王  雪 端午节

23 济南市历下区万科幼儿园 健康 杨  姝 大战病菌

24 山东省实验幼儿园 语言 任艳君 小老鼠的旅行

25 济南市解放路第一小学幼儿园 社会 孙  婧 彩虹的尽头

26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幼儿园 语言 史  卉 雪地里的小画家

27 济南市槐荫区实验幼儿园 科学 刘硕 图形之间的关系

28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大班 科学 阚文娟 奇妙的影子

29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实验幼儿园 音乐 冉昭丹 勤快人和懒惰人

30 济南市天桥区桑梓店镇中心幼儿园 科学 李雪冰 我会观察了—小蚂蚁

31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第二实验幼儿园 语言 孙 玲 放电影

32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幼儿园 健康 马晓佳 百变金箍棒

33 济南市天桥区教工幼儿园 语言 王芙蓉 生病的时候

34 济南市天桥区鹤琴英华幼儿园 社会 张 剑 有卡真方便

35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幼儿园 健康 陶 琳 玩转呼啦圈

36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实验幼儿园 科学 李 健 小小测量员

37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第三实验幼儿园 艺术 朱文琪 星球漫步

38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实验幼儿园 语言 张 丽 彩虹的尽头



39 济南市天桥区鹤琴英华幼儿园尚品分园 艺术 石  悦 小鸟回家

40 济南市经五路幼儿园 社会 王  倩 小鬼当家

41 山东省实验幼儿园南校区 科学 侯  越 小动物过冬

42 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 艺术 陈元欣 小精灵的魔法汤

43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幼儿园 语言 沈  清 动物法庭

44 济南市经五路幼儿园 科学 谢  莹 生活中的信号

45 济南市市中区七贤中心幼儿园 音乐 徐  乐 小小按摩师

46 马山镇中心幼儿园 健康 叶丽霞 有趣的椅子

47 济南市育贤第一幼儿园 科学 马晓童 有趣的转动

48 第二实验幼儿园（清河园） 健康 刘真真    百变金箍棒

49 山东省实验幼儿园南校区 社会 孙娜娜 我也有本领

5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空军机关幼儿园 科学 张岩辰 吹泡泡

51 山东省实验幼儿园南校区 语言 孙晓杰 谁松的土

52 第三实验幼儿园 健康 凡轲 运水忙

53 济南市经五路幼儿园 艺术  霍  莉 包饺子

54 济南市育贤第一幼儿园 科学 李  静 动物怎样保护自己

55 济南军区联勤部机关第二幼儿园 科学 崔民阳 动物睡觉

56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幼儿园 艺术 董  雪 捏面人

57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幼儿园 语言 程  方 树真好

58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空军机关幼儿园 音乐 马黎霞 玛丽波尔卡

59 平阴县机关幼儿园 社会 刘红娇 小小清洁员

60 济南市经五路幼儿园 健康 陈朝晖 小刺猬运纸箱

61 济南市育贤第二幼儿园 健康 张  霞 好玩的报纸

62 平阴县实验幼儿园 艺术 刘雪梅 美丽花园

63 济南市市中区七贤实验幼儿园 艺术 尹晓爽 小鸡出壳

64 安城镇中心幼儿园　 科学　 翟真真　　 怎样滑不倒　

65 孝直镇中心幼儿园 科学 张　燕 捉迷藏

66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空军机关幼儿园 语言 李  慧 像狼一样嚎叫

67 平阴县实验幼儿园 艺术 张娟 美丽的腊梅花

68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幼儿园 美术 李晓佳 未来的房子

69 山东省实验幼儿园南校区 科学 万昌荣 雾霾天气危害大

70 榆山街道第二中心幼儿园　 健康　 王速成　 小小勇敢者　

71 济南市育贤第一幼儿园 语言 焦德艳 神奇的树

72 龙山小学幼儿园 语言 陈燕 月光长廊

73 第二实验幼儿园（长兴园） 科学 郑爱 有趣的扑克牌

74 工商银行济南市分行幼儿园 社会 刘海玉 文明小乘客

75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第二幼儿园 语言 朱凤丽 运馅饼

76 龙山小学幼儿园 健康 王文然 一起去旅行

77 平阴县实验幼儿园 社会 张瓅娜 消防员叔叔本领大

78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幼儿园 社会 张东梅 种植乐



79 平阴县实验幼儿园 语言 张海英 彩色的梦

80 乐天幼儿园 社会 许丽丽 “光盘”行动

81 平阴县实验幼儿园 艺术 董传菊 快乐的小蜗牛

82 实验幼儿园 艺术 李华  钟表店

83 乐天幼儿园 社会 郑静 一分钟

84 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 科学 彭曼曼 按规律排序

85 常春藤幼儿园 艺术 康淑东 戏说脸谱

86 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 科学 王丽君 动物保护色

87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第二幼儿园 科学 刘  菲 天气预报

88 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 语言 路顺平 运馅饼

89 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 健康 孔乐乐 我喜欢我

90 榆山街道中心幼儿园　 科学　 丁丽华 我从哪里来　

91 济南市市中区永长街幼儿园 语言 田  华 分房子

92 济南大学幼儿园 科学 李 建 有趣的转动

93 平阴县实验幼儿园 科学 刘风英 7以内数的守恒

94 万德镇中心幼儿园 语言 张雪 太阳和月亮

95 文昌街道中心幼儿园 科学 张美丽 我的左边和右边

96 双泉镇中心幼儿园 语言 郝晓青 小熊让路

97 孝里镇中心幼儿园 语言 王玉环 我妈妈

98 山东省实验幼儿园 科学 李春蕾 会变的颜色

99 济南市历下区佛山苑幼儿园 语言 杨兆莹 还有谁要上车

100 第一实验幼儿园 社会 孙凤 一分钟

101 山东大学第一幼儿园 科学 于琳琳 奇妙的声音

102 济南市历下区百合幼儿园 语言 张小艺 多彩的广告

103 济南市历下区第三实验幼儿园 社会 谭晓婷 乡下老鼠进城

104 济南市历下区锦屏幼儿园 语言 廉  青 贪吃的变色龙

105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机关幼儿园 艺术 张彩云 快乐的皮影人

106 山东大学第三幼儿园 语言 许  静 爱吃水果的牛

107 济南市历下区第一实验幼儿园 艺术 时雪薇 锅碗瓢盆交响曲

108 济南市历下区东关中心幼儿园 语言 王  攀 放电影

109 济南市解放路第一小学幼儿园 语言 赵  静 爱

110 白桥镇中心幼儿园 艺术 梁菲飞 小老鼠和泡泡糖

111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新居幼儿园 语言 于  彤 小老鼠学画画

112 第一实验幼儿园 科学 李林霞 什么变了

113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新居幼儿园 艺术 黄  巧 蝴蝶找花

114 山东大学第二幼儿园 科学 侯晓林 动物之间怎样联络

115 许商中心幼儿园 语言 李倩倩 梨子小提琴

116 韩庙镇中心幼儿园 社会 郭松松 中国筷

117 第一实验幼儿园 语言 魏伟 动物绝对不应该穿衣服

118 山东省科学院幼儿园 科学 孔俊卿 走小路



119 贾庄中心幼儿园 语言 李哲 传递微笑

120 孙集镇中心幼儿园 健康 孙晓悦 花样拍球

121 白桥镇中心幼儿园 社会 张效颖 风的秘密

122 张坊乡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张娟 云朵棉花糖

123 孙集镇中心幼儿园 语言 李霞 图形王国旅行记

124 韩庙镇中心幼儿园 科学 李延文 食物的旅行

125 许商中心幼儿园 艺术 刘娜 橙子变变变

126 贾庄中心幼儿园 科学 刘蒙蒙 春天的花

127 张坊乡中心幼儿园 语言 孙学芹 多彩的颜色

128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大班 数学 于 芳 好玩的正方体

129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科学 刘娜 动物之间怎么联络

130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幼儿园 语言 张婷 小小动画城

131 济南市槐荫区实验幼儿园 艺术 孟倩 沂蒙山小调

132 济南市槐荫区礼乐佳苑幼儿园 艺术 孙建敏 小精灵的魔法汤

133 济南市槐荫区实验幼儿园 语言 张晶 树真好

134 济阳县实验幼儿园 科学 焦小丽 潜水艇

135 济南市槐荫区青少年宫第一幼儿园 科学 朱晓菲 滚进球门

136 济南市槐荫区礼乐佳苑幼儿园 科学 邱婷婷 有规律的排序

137 济阳县实验幼儿园 健康 孙倩 孙悟空72变

138 济南市槐荫区青少年宫第二幼儿园 科学 张腾 会变化的影子

139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大班 数学 郑红雁 认识时钟

140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小班 语言 康荣 熊宝宝的小芽芽

141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幼儿园 艺术 刘甜甜 雷神

142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科学 谢晓萌 有趣的转动

143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艺术 张红 找动物

144 济南市槐荫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语言 魏然 动物绝对不应该穿衣服

145 济阳县实验幼儿园 语言 赵玉芳 秋天的颜色

146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小班 语言 李金凤 爱吃水果的牛

147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幼儿园 社会 张庆娟 动物职业介绍所

148 济南市槐荫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综合 陈兆婷 谁住在皮球里

149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幼儿园 科学 刘肇莹 颜色对对碰

150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大班 艺术 荆荣妹 小精灵的魔法汤

151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艺术 王鹏 锅碗瓢盆进行曲

152 济南市槐荫区青少年宫第一幼儿园 社会 张宁 挑战一分钟

153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大班 数学 周黎黎 纸牌接龙

154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科学 陈美菊 我是天气预报员

155 绣惠街道中心幼儿园 学前中班 艺术 宋天甜 气球跳舞

156 济阳县实验幼儿园 社会 张倩 男孩女孩 

157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幼儿园 艺术 李媛 哇，彩虹

158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语言 田甜甜 野猫的城市



159 回河镇店子中心幼儿园 科学 杨蕾蕾 神奇的中草药

160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大班 数学 齐海翠 挑战一分钟 

161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艺术 马苏 节日礼花

162 垛庄镇南明幼儿园 学前中班 语言 李云兰 如果我能飞

163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中班 艺术 齐学芬 画春天

164 济南市槐荫区机关幼儿园 语言 杨雅彬 八仙过海的传说

165 济南市槐荫区实验幼儿园 艺术 朱庆瑞 男儿当自强

166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数学 周广慧 图形之间的关系

167 济南市槐荫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语言 于洋 放电影

168 济阳县济北街道办事处中心幼儿园 科学 胥海波 好玩的磁铁

169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大班 艺术 张珊 鸟儿满天飞

170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数学 刘莉 我的一天

171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小班 语言 张力维 小熊请客

172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中班 数学 郑萍 帮帮小兔

173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大班 艺术 马琛琛 三只猴子

174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科学 李立 看，萤火虫

175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桃花山园 学前大班 语言 弭学斐 我喜欢我

176 垛石镇中心幼儿园 科学 李明君 神奇的中草药

177 章丘区实验幼儿园东山园 学前大班 科学 姜晴晴 动物保护色

178 孙耿镇艾老幼儿园 健康 王文娜 好玩的报纸

179 济南市槐荫区演马佳苑幼儿园 语言 燕盈 说颠倒

180 曲堤镇三教幼儿园 科学 杨洋 风的秘密

181 济阳街道办事处董家幼儿园 艺术 杨翠萍 小精灵的魔法汤

182 仁风镇中心片幼儿园 语言 何卢 动物法庭

183 高官寨中心幼儿园 学前大班 艺术 高尧尧 森林狂想曲

184 济南机车车辆厂幼儿园 社会 杜文婷 家乡真美

185 孙耿镇高家幼儿园 艺术 呼怀珍 泡泡乐

186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第二实验幼儿园 科学 夏 青 图形之间的关系

187 济南市天桥区实验幼儿园 健康 高天月 玩纸盒

188 济南市天桥区制锦市幼儿园 健康 刘 婷 小猫的眼睛

189 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南村中心幼儿园 健康 张 玲 彩圈游戏

190 济南市天桥区鹤琴英华幼儿园 语言 赵 娜 老鼠嫁女儿

191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第三实验幼儿园 语言 贾宜娜 分房子

192 历城区机关幼儿园（名辉园） 科学 周童灵 认识5以内的序数

193 济南市天桥区鹤琴英华幼儿园尚品分园 社会 梁玲玲 守卫国家安全的人

194 济南市天桥区滨河幼儿园 社会 张 鑫 乡下老鼠进城

195 历城区机关幼儿园 语言 于荣晶 运馅饼

196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实验幼儿园 社会 王 萍 名字的故事

197 济南市天桥区实验幼儿园 科学 徐潇潇 好玩的磁铁

198 历城区机关幼儿园（名辉园） 健康 韩卓 宝贝在哪里



199 济南市天桥区实验幼儿园 艺术 曹志超 漂亮花围巾

200 荷花刘姑店中心幼儿园 语言 马欣 钻泥巴

201 历城区机关幼儿园（名辉园） 社会 董连华 我是小交警

202 王舍人中心幼儿园 健康 陈春燕 蔬菜香香

203 仲宫中心幼儿园 艺术 卢倩 郊游

204 历城区机关幼儿园 音乐 王亚囡 小老鼠和泡泡糖

205 王舍人中心幼儿园 艺术 李晔 昆虫音乐会

206 历城区机关幼儿园 科学 孙礼燕 动物保护色

207 济南市天桥区实验幼儿园 健康 王腊梅 尝尝看，特别香

208 济南市天桥区桑梓店镇中心幼儿园 科学 王 月 水宝宝搬家

209 济南市天桥区滨河幼儿园 社会 夏 君 守卫国家安全的人

210 历城区机关幼儿园名辉园 健康 刘倩倩 打败蜘蛛精

211 东风七里河幼儿园 语言 顾晨曦  谁的本领大

212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第三实验幼儿园  科学 芦燕婕 空气在哪里

213 济南市天桥区教工幼儿园 健康 宋迎迎 我喜欢的运动

214 济南市天桥区实验幼儿园 科学 黄思淇 好玩的弹性玩具

215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第二实验幼儿园 艺术 张 颖 跳一跳，真快乐

216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第二实验幼儿园 科学 张洪伟 会唱歌的罐罐

217 济南市天桥区幼教中心第三实验幼儿园 艺术 金 鑫 唐老鸭减肥

218 济南市天桥区北村幼儿园 语言 赵相英 有趣的广告

219 柳埠中心幼儿园 健康 刘承爱 让好心情做主

220 山东银座·英才幼儿园丰奥华府分园 语言 李翠翠 颜色对对碰

221 山东银座·英才幼儿园黄金园 语言 刘卫卫 云朵棉花糖

222 济南市槐荫区美里湖中心幼儿园 艺术 刘媛媛 孤独的牧羊人

223 东风雅思贝尔幼儿园 数学 韩盈盈 图形王国旅行记

224 华山齐鲁制药幼儿园 艺术 张圣哲 小精灵的魔法汤

225 东风银座海德幼儿园 社会 梁雪婷 和小纸杯做游戏

226 港沟卓雅·保利幼儿园 语言 刘丽娇 我会变

227 东风阳光富翔天地幼儿园 语言 杨磊 有趣的电话号码

228 东风阳光富翔天地幼儿园 艺术 李金鹏 柳树姑娘

229 济南市市中区舜南幼儿园 音乐 郭  坤 小老鼠和泡泡糖

230 常春藤幼儿园 健康 杨东林 勇敢的小兵

231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幼儿园 科学 冯  艳 图形之间的关系

232 济南军区司令部机关幼儿园            美术 臧慧慧 画春天 

233 济南市育贤第二幼儿园 艺术 董梦瑒 小老鼠和泡泡糖

234 济南市市中区尖尖角幼儿园东园 艺术 刘  菲 小精灵的魔法汤

235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第二幼儿园 艺术 胡  宁 京剧脸谱

236 第三实验幼儿园 艺术 吴月萍 小鸟落落

237 济南军区联勤部机关幼儿园 语言 赵  娜 魔法奶奶的电话

238 山东财经大学幼儿园（舜耕校区） 科学 井  燕 有趣的磁铁



239 张夏镇中心幼儿园 科学 梁敏  有趣的溶解

240 第二实验幼儿园（长兴园） 语言 李德风 云朵棉花糖

241 平安街道中心幼儿园 艺术 于俊 小精灵的魔法汤

242 崮云湖中心幼儿园 科学 高丽 沉浮小实验

243 济南市市中区尖尖角幼儿园 艺术 李梅菊 餐具交响曲

244 五峰中心幼儿园 艺术 郭家慧 美丽的刮画

245 济南童林堡幼儿园 科学 张乃燕 磁铁的秘密

246 高新区教育办公室学前科 语言 张兴红 动物职业介绍所

247 济南三优开智婴幼园 健康 刘绪 好玩的皮球

248 济南高新区贤文幼儿园 科学 庞真真 小小气象员

249 济南高新区中铁逸都瑞丁幼儿园 科学 赵娅 爱跳舞的磁铁小人

250 白桥镇菜园幼儿园 艺术 刘青青 小老鼠打电话

251 济南市汉英幼稚园高新分园 科学 李国涛 动物怎样睡觉

252 玉皇庙中心幼儿园 科学 张聪 会变的水娃娃

253 玉皇庙中心幼儿园 语言 李文平 小熊砍树

254 济南嘉裕幼儿园 语言 王艳琪 梦

255 玉皇庙中心幼儿园 社会 刘端荣 环保小卫士

256 济南高新区西顿邱幼儿园 艺术 高新亮 小老鼠打电话

257 济南高新区南胡幼儿园 语言 范圣鑫 洗臭袜子的波波熊

258 济南高新区颖秀幼儿园 科学 刘霏霏 白天与黑夜

259 济南高新区遥墙天天想上幼儿园 语言 王月 开心大王

260 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中心幼儿园 科学 薛丽 挑战一分钟

261 济南市槐荫区锦绣城幼儿园 科学 李亚军 会变的影子

262 明水街道中心幼儿园 学前小班 艺术 李倩 两只小鸟

263 济南市槐荫区大金新苑幼儿园 社会 王小丽 中国筷

264 济南市新世界小学附属幼儿园 艺术 张婧琳 小老鼠和泡泡糖

265 普集街道中心幼儿园 学前大班 艺术 李莹坤 铅笔盒进行曲

266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幼儿园 科学 武林林 我从哪里来

267 济南市北大槐树第二小学附属幼儿园 健康 路晓凤 好玩的报纸

268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附属幼儿园 艺术 黄宁 苹果丰收

269 龙山街道中心幼儿园 学前大班 数学 张俊男 认识日历

270 济南机车车辆厂幼儿园 语言 崔婷婷 妙妙和喵喵的信

271 济钢中心幼儿园 艺术 张伟 歌曲春雨沙沙

272 济钢中心幼儿园 语言 宋晓慧 故事香喷喷的轮子

273 港沟银座·英才幼儿园恒生园 科学 刘鑫婧 纸是大力士

274 东风七里河幼儿园 社会 张丽 文明小卫士

275 济钢中心幼儿园 语言 郑雪丽 故事七色围巾

276 东风银座英才百花幼儿园 科学 尹君 神奇的中草药

277 济钢中心幼儿园 健康 叶添 体育游戏过小河

278 董家中心幼儿园 艺术 徐迎春 苹果丰收



279 济钢中心幼儿园 科学 齐新 客体为中心区分左右

280 全福升辉幼儿园 艺术 徐芝艳 快乐椅子舞

281 济钢中心幼儿园 健康 陈敏 体育游戏学做解放军

282 高而中心幼儿园 艺术 庞耀男 小精灵魔法汤

283 全福升辉幼儿园分园 科学 邢小敏 大脚印、小脚印

284 全福中心幼儿园 科学 曾静 爱心文具店购物

285 仲宫中心幼儿园 科学 张丽宏 正方体

286 启明星幼儿园洪楼园 艺术 李倩 手形创意画

287 铸管公司幼儿园 艺术 柴萌 摇摆舞

288 铸管公司幼儿园 科学 王丹 有趣的空气

289 济钢中心幼儿园 艺术 张明飞 美术多彩的春天

290 华山大地翡翠清河幼儿园 科学 刘 艳 神奇的中草药

291 全福省农科院幼儿园 艺术 孙旖旎 落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