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公布第七届互动课堂教

学课例大赛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阳宗海管委会社会事业局，各直

属学校： 

  按照《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举办第七届互动课堂教学

课例大赛的通知》（昆教德〔2019〕5 号）的安排，全市各地、

各校积极组织开展工作，共推荐参赛课例 184件，参赛微课  

300 件。经市级专家组初评、复评、终评，共评选出小学组

课例获奖作品 63件，微课获奖作品 73 件；中学组课例获奖

作品 59件，微课获奖作品 87 件；优秀组织单位 5个。现将

比赛结果予以公布。 

  获奖作品请登录“昆明市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http://yun.kmedu.net）点击查阅。 

   

  附件：昆明市第七届互动课堂教学课例大赛获奖名单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 

                                  2019 年 12 月 9 日 

  



附件： 

昆明市第七届互动课堂教学课例大赛课例获奖名单 

一、小学组 

一等奖（5 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晏龙 红旗小学 《<咏柳>之跟着“大家”学写话》 

2 李丽娜 官渡区双桥中心学校 《荷叶圆圆》 

3 夏明星 宜良一幼 《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 

4 郎盼盼 云大附一小 《旋转》 

5 代伟 昆明市呈贡区斗南学校 《半截蜡烛》 

二等奖（24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王 璐 盘龙区联盟幼儿园 《钥匙圈环》 

2 贾佳 昆明市盘龙区金星中心小学 《生命只有一次》 

3 钱艳红 五华区云铜小学 《古诗两首 —池上》 

4 袁菁 安宁中学嵩华校区 《让我们荡起双桨》 

5 段艳霜 西山区云光中心学校 《Then and now PartB Let's talk》 

6 董雪梅 西山区西华园小学 《大象的耳朵》 

7 刘娉洁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

学科医路校区 
《习作四：记一次实验》 

8 王丹 西山区春苑幼儿园 《欢乐海洋城》 

9 严於传 五华区龙泉路小学 《几何直观在小学数学中的应用》 

10 杨启洪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

学科医路校区 
《我是一只小虫子》 

11 叶红萍 阿子营中心学校 《20 蜘蛛开店》 

12 赵娜 宜良县土官村小学 《25 赶海》 

13 刘玉涛 昆明市盘龙区盘龙小学 《探究发现多边形的内角和》 

14 李凤云 五华区新萌学校 《有趣的图形》 

15 孙瑞明 盘龙区金康园小学 《给动物分类》 

16 赵倩 宜良县清远小学 《年、月、日》 

17 肖俊琼 嵩阳街道倚伴完全小学 《望月》 

18 邵艳琼 红云小学 《七嘴八舌话环保》 

19 刘韵 西山区棕树营小学 《数学广角—数与形例 2》 

20 王媛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

学科医路校区 
《小动物过冬》 

21 李凤琼 昆明市东川区第三小学 《Do you like pears》 

22 杨启春 禄劝民族小学 《趣味拟人句》 

23 韩朝秀 昆明市东川区第二小学 《分数的基本性质》 

24 王思思 官渡区古镇一小 《Unit 4.Where is my car？ A Let's learn》 



三等奖（34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张光艳 西山区云光中心学校 《三角形的稳定性》 

2 王洪辉 寻甸仁德二小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3 李丹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

学科医路校区 
《用有余数的除法解决问题》 

4 普跃亚 牛栏江镇阿里完全小学 《梯形的面积》 

5 孟云芬 嵩阳二小 《恐龙》 

6 余海燕 五华区先锋小学 《提示语》 

7 耿煜 官渡区董家湾小学 《小小足球赛》 

8 魏薪如 宜良县汤池小学 《四边形的内角和》 

9 张蕾 宜良县清远小学 《悦纳自我 诗意栖居》 

10 肖添心 宜良县匡山小学 《认识几分之一》 

11 王堤 昆明市盘龙区茨坝中学附小 《愿做黄山一缕烟》 

12 李蕊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

学科医路校区 
《自然灾害与救护》 

13 尹俊 官渡区双桥中心学校 《珍惜我们的生命》 

14 陈闰茹 寻甸县凤合镇中心完小 《我要的是葫芦》 

15 杨绚 西山区南坝中心学校 《三角形的特性》 

16 李冬艳 西山区红联小学 《姓氏歌》 

17 张云芳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小学 《如梦令》 

18 段利春 牛栏江镇明德完全小学 《莫泊桑拜师》 

19 林芝燕 官渡区关锁中心学校 《周末日记》 

20 杨泉秀 宜良县匡山小学 《望月》 

21 李文艳 富民县东村中心小学 《赶海》 

22 李丽萍 昆明师专附小呈贡海岸城分校 《图形的旋转》 

23 熊雨潇 安宁中学太平学校 《唱起来，跳起来》 

24 董凌坤 昆明经开区实验小学 《我和祖父的园子》 

25 李艳芳 嵩明县小街镇嘉玲完全小学 《沙滩上的童话》 

26 刘楠 富民县永定小学 《彩色的梦》 

27 杨蓉 西街口镇中心学校 《棉花姑娘》 

28 段文亮 昆明市晋宁区晋城幼儿园 《数积木》 

29 谭金花 昆明行知小学 《小壁虎借尾巴》 

30 时继玲 禄劝民族小学 《青蛙卖泥塘》 

31 董艳丽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呈贡幼儿园 《谁是“大富翁”》 

32 李培杨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青蛙写诗》 

33 孟顺芬 
昆明市东川区铜都中心学校集义

小学 
《Unit2 colours lessonl》 

34 王玉玲 昆明市晋宁区晋城第一小学 《Unit 2 My Favourite Season》 

 

 



二、中学组 

一等奖（5 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陈真  云师大实验中学  《二次函数-三角形面积最值》 

2 张文超  宜良县第三中学  《一次函数中考复习课》 

3 王续航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润城学校  《美国》 

4 何瑞  长城中学  《血流的管道血管》 

5 杨展雁  昆明市第五中学  《中考话题复习之科技》 

二等奖（24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李彬  昆明市第一中学经开校区  专题四 第三课《大众传播媒介的更新》 

2 和晓冬  云大附中星耀学校  《直方图》 

3 毕笑维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世纪金源学校  《初中化学特征离子的检验》 

4 胡秀红  宜良四中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不等式组解法复习》 

5 沈东梅  昆明市呈贡区第一中学  《金属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6 朱荣丽  昆明市呈贡区实验学校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应用—方案设计》 

7 厉鸥  长城中学  《维护国家安全》 

8 陶霞  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三国鼎立》 

9 颜佳  云南衡水呈贡实验中学  《基本营养物质》 

10 张关燕  五华区云铜中学  《扮靓生活的花卉纹样》 

11 李晓伟  官渡区第五中学  《分析美术作品的创作意图》 

12 刘艳琳  富民县款庄中学  《自由平等的追求》 

13 杨露雨  昆明行知中学 
 《Unit 9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A 听说课》 

14 张丽英  石林县民族中学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15 赵发花  昆明市晋宁区第一高级中学  《美国 1787 年宪法》 

16 杨艳萍  西山区第一中学  《古诗词鉴赏的虚实结合》 

17 李丽娟  宜良县第一中学  《2.2.1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18 刘力芳  昆明市轿子山实验中学  《圆的有关概念和性质》 

19 何丽娴  昆明市第三中学  《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 

20 普银香  昆明市晋宁区第七中学  《认识杠杆》 

21 李惠蓉  云大附中星耀学校  《Unit 5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 

22 段永超  官渡区第六中学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23 钟金伶  澄江县第三中学  《Unit 7 It’s raining!》 

24 钱伦建  黄冈中学昆明分校  《试卷讲评课之解析几何》 

三等奖（30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代春林  昆明市第一中学经开校区  第十五章第三节《伏安法测电阻》 

2 付美玲  嵩明县嵩阳街道第二初级中学  《8.1 二元一次方程组》 

3 王连友  禄劝县思源学校  《合理利用机械能》 



4 黄艳  云南财经大学附属中学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5 李艳兰  昆明市第十六中学  《中国发展进步的政治制度保障》 

6 王敬梅  昆明市东川区第一中学 
 《经济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以珠江三角

洲地区为例》 

7 汤丽萍  安宁市昆钢第一中学  《扮靓生活的花卉纹样》 

8 郭金凤  昆明市东川区第二中学  《品意象 悟诗情》 

9 曹金兰  石林县鹿阜中学  《Unit 6 Section A(1a—2c)》 

10 杨青青  昆明市晋宁区第一中学  《铁的重要化合物》 

11 何勇  昆明市东川区明月中学  《美国》 

12 潘蔚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一滴水经过丽江》 

13 杨从举  昆明行知中学  《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二）》 

14 李杨红  昆明市晋宁区第四中学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15 包婷婷  嵩明县嵩阳一中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16 李梦媛  宜良八中  《气候的基本特征》 

17 任金卫  寻甸县倘甸镇初级中学  《19.2.3 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 

18 邵代蕾  昆明行知中学  《时光拨动生命之弦》 

19 张笑微  昆明市实验中学  《长江、黄河复习课》 

20 彭永华  寻甸县第一中学  《28.人民音乐家-----聂耳》 

21 佟若毓  宜良县汤池镇明湖中学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22 代玉宽  寻甸县仁德镇第二初级中学  《爱莲说》 

23 汤萍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呈贡校区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4 危秀梅  禄劝民族实验中学  《双曲线及其标准方程》 

25 张力  昆八中 
 高三复习课《交通布局中的区位选择之—

“桥”见未来》 

26 谢郦琼  昆明市东川区铜都中学  《电阻的串联和并联》 

27 张艳芳  富民县第一中学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 

28 李志仙  路美邑中学  《安塞腰鼓》 

29 王飔婷  宜良十一中学  《九年级 Unit6（3a-3c)》 

30 李燕坤  禄劝县思源学校  《中考复习课 宾语从句》 

 

 

昆明市第七届互动课堂教学课例大赛微课获奖名单 

一、小学组 

一等奖（3 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徐玉  云师大附小附属樱花语学校  《动作描写“三步走”》 

2  华葱  春城小学  《方块离奇失踪案——比和比例巧破案》 

3  丰姝  春城小学  《“紫”为科学，大显神“筒”》 



二等奖（20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骆明仙  盘龙区金星中心小学  《圆的面积》 

2 黄征臻  盘龙区新迎第二幼儿园  《植物的印记》 

3 李静  寻甸仁德三小  《池塘里的成长记——立定跳远》 

4 张文俊  西山区马街中心学校  《鸡兔同笼》 

5 李宏明  宜良县古城中心小学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6 杨晴雯  云铜小学  《酷猫的动画乐园——初识 Scratch》 

7 李云春 
 盘龙区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俊

发城实验小学 
 《“的、地、得”的用法》 

8 马利亚  昆明市盘龙区盘龙小学  《土风舞》——欢乐的切分节奏 

9 张倩倩  昆明市晋宁区上蒜第一小学  《巧记英语序数词》 

10 张成静  嵩明县杨林镇官渡小学  《频度副词》 

11 朱尤涛  昆明市晋宁区六街中心小学  《圆柱的表面积》 

12 钱昱交  宜良一幼  《张力小船》 

13 杨忠妮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小学 
 《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14 张家文  东川区第四小学  《租船问题》 

15 施继果  宜良清远小学  《多边形内角和》 

16 陈丽蓉  官渡区西冲小学  《小数与单位换算 》 

17 李笑雨  云南师大附属润城学校  《食物在体内的旅行》 

18 龙洁  安宁市第一小学  《学与写应用文》 

19 曹蕊  昆明市呈贡区斗南学校  《用象声词让习作发出声音》 

20 张琳凌  官渡区和平小学  《线的表现力》 

三等奖（50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周佩璇  寻甸县鸡街中心校  《this 和 that 的用法》 

2 代银分  昆明市呈贡区文笔小学  《小苏打与白醋的变化》 

3 陈慧敏  璧光小学  《缩句的方法》 

4 吕冬梅 
 盘龙区盘龙小学  《洋葱内表皮细胞临时装片的制作与观

察》 

5 张丽 
 云南财经大学附属中学小学

部 
 《尾数是 5 的两位数的平方如何口算》 

6 伍清竹  昆明市第九幼儿园  《会动的纸毛毛虫》 

7 刘春花  新迎第一小学  《找次品》 

8 沈秋蓉  昆明市晋宁区晋城第三小学  《叠词的运用》 

9 杨虹  盘龙区北京路小学  《有趣的量词》 

10 陈玉凤  石林县圭山镇蝴蝶小学  《租船问题》 

11 王丽芝  嵩明县嵩阳街道山脚小学  《Bed in Summer》 

12 马杰  盘龙区联盟幼儿园  《消失的水 (人造雪)》 

13 李韩梅  禄劝县乌蒙乡中心学校  《鸡兔同笼》 

14 肖宇  宜良县竹山中心学校  《图形的运动（三）》 



15 董松林  昆明市晋宁区晋城第三小学  《画平行线》 

16 吴竞  官渡区晓东小学  《前滚翻》 

17 刘珊  昆明市教工第二幼儿园  《有趣的沉与浮》 

18 张莉苹 
 云师大附属世纪金源学校  《Unit2Talk about time(PEP 四下 unit2 预习

微课) 》 

19 王世考 
 寻甸县七星镇九年一贯制学

校 
 《电磁铁的磁力（二）》 

20 王冬梅  宜良县耿家营中心学校  《方位介词 in、on、under 的区别》 

21 栗明星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小学 
 《反问句变形记》 

22 何艳华  东川区第三小学  《量词的运用》 

23 
李洁 

江佩 

 新萌学校 
 《蒸鸡蛋》 

24 荣恒  东川区第一小学  《分数乘分数》 

25 刘泉  禄劝县屏山中心校  《乘法分配律的逆运用》 

26 杨明娟  宜良县云龙小学  《破折号的用法》 

27 徐娇  龙翔小学  《奇妙的反复记号》 

28 范云珠  西山区棕树营小学  《修改病句》 

29 钱昱吉  盘龙区第十幼儿园  《有趣的手指兔》 

30 刘红  安宁市连然小学  《四边形》 

31 陆霖霖  官渡区东华二小  《传统游戏我会玩》 

32 段云华  昆明市晋宁区晋城第一小学  《三角形的内角和》 

33 柴容静  昆明市晋宁区晋城第四小学  《小苏打和白醋的变化》 

34 夏菲菲  安宁市连然小学  《小蝌蚪指印画》 

35 杨媛  西山区西华园小学  《画角》 

36 刘文莲  官渡区东华二小  《会批注 爱阅读》 

37 马丽萍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

一小学科医路校区 
 《磁力大小会变化吗？》 

38 蒋凌婕  西山区马街中心学校  《认识情绪》 

39 张朝玲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

学 
 《键盘认识与指法》 

40 韩莉娅  宜良一幼  《虾之趣》 

41 张兴娜  嵩明县杨桥街道月家小学  习作《最熟悉的人》 

42 张红春  石林县民族小学  《牛奶中的数学》 

43 陈玮  江滨幼儿园  《喷水的小象》 

44 保吕玲  西山区依兰中心学校  《对话中提示语的标点符号用法》 

45 段倩玲  石林县石金幼儿园  《狮子王》 

46 雷蕾  安宁市第一小学  《Unit5 Dinner's ready》 

47 张翠梅  富民县永定中心小学  《陈述句与反问句的互换》 

48 张斯琪 
 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街道中心

幼儿园 
 《有趣的版画 》 

49 迟丽敏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

一小学科医路校区 
 《Word 中表格的制作》 



50 徐会琴  东川区第三小学  《如何正确使用对话中的标点符号》 

二、中学组 

一等奖（6 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杨奇 

朱薇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呈贡校区 《尿液的形成》 

2  罗芝慧  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经纬度的判读》 

3  孙海棠  云南财经大学附属中学 《形成气候的主要因素》 

4 何璇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昆明湖

校区 
《数学归纳法》 

5  朱禹霏  昆明市盘龙职业高级中学 《妙记维生素》 

6  谭双慧  市一职中专 《用 Round 函数解决财务计算问题》 

二等奖（25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丁然  安宁市昆钢第一中学 《建议信写作》 

2  李彦琼  昆钢实验学校 《“伏安法”测电阻》 

3  何佳谕  昆明市呈贡区第一中学 《如何用异形同构的方法设计一幅招贴画》 

4  梅芳  昆明市东川区明月中学 《三角形的中位线》 

5  李娅  昆明市东川区明月中学 《What is Beauty》 

6  王丽丽  云大附中星耀学校 《甲状腺激素功能的研究方法》 

7  普煦婷  官渡区云子中学 《立定跳远》 

8  缪龙飞  昆明市晋宁区第六中学 《非负数之和》 

9 李星叶 昆明市第三中学 
《How to write an introduction to a festival – 

Tak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s an example》 

10  古少华  昆明市第一中学 《诗歌赏析的虚实判断技巧》 

11  杨天龙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PPT 触发器动画的运用-智能选择题》 

12  董婧棣  禄劝职业高级中学 《可数名词的复数变化规则》 

13  刘金松  禄劝民族实验中学 《供求影响价格》 

14  杨彦秀  石林县一中 《钢铁的吸氧腐蚀》 

15  徐小伦  西山区粤秀中学 《动物的分类-地球上神奇的一天》 

16  范孝琳  西山区粤秀中学 《金属与酸反应中的数形结合》 

17  吴颖  昆明市第五中学 《气候类型判读》 

18  王亚峰  云南师大附属润城学校 《图片的合成-选区工具》 

19  郝丽仙  西山区第一中学 《利用正、余弦定理判断三角形的形状》 

20 张荣琴  寻甸县六哨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二次函数图像与系数的关系》 

21  李艳波  寻甸县第一中学 《热力环流》微课 

22  孙忠领  寻甸县民族中学 《分析判断气候类型》 

23  郎平  宜良县汤池镇明湖中学 《分子和原子——分子的性质》 

24  代莹利  宜良县汤池镇明湖中学 《三角贸易》 

25  张丽丽  澄江县第三中学 《鸟适于飞行的特点》 



三等奖（56名） 
序号 作者 工作单位 作品名称 

1 高燕峰  安宁市第一中学 《弧长和扇形面积》 

2 丁亮  安宁市基础教育发展中心 《欧姆定律计算》 

3 杨红  云南衡水呈贡实验中学 《小分子物质的跨膜运输方式》 

4 蔡源淮 昆明市呈贡区第一中学 
《分别过两定点的直线的斜率之积等于定值 a 的

两直线交点的轨迹》 

5 刘声燕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昆明实验学

校(天娇校区) 
《降水》 

6 郭秀华  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解密“绝命毒师”中的化学知识—原电池》 

7 保红兵  呈贡区育才学校 《写作指导：人物肖像的细节描写》 

8 徐德辉  昆明市东川区第二中学 《人物细节描写之层层添加》 

9 沈威  昆明市东川区明月中学 《氧化还原反应的离子反应方程式书写》 

10 廖兴燕  昆明市东川区第一中学 《热力环流》 

11 付婷  富民县罗免民族中学 《幂的乘方》 

12 彭敏娟  云大附中星耀学校 《利用均值、柯西不等式求最值》 

13 钱爽  官渡区第五中学 《静摩擦力的方向》 

14 李玥  官渡区第五中学 《标志设计方法》 

15 杨凤莲  昆明市晋宁区第三中学 《酸碱盐总复习》 

16 杨元院  晋宁第一中学 《Excel 函数——Rank 函数》 

17 黄思梦  晋宁第一中学 《IP 地址的分类》 

18 牛春菊  昆明市晋宁区第六中学 《相反数》 

19 马润仙 昆明市第一中学经开校区 《金属与盐溶液反应后成分的判断》 

20 邵维强  昆明市第一中学经开校区 《电路故障》 

21 刘高  昆明旅游职业中学 《PPT 中路径动画的设置》 

22 周进莉 昆明师专附中 《对联趣谈》 

23 杨佳  昆明师专附中 《元素周期律的应用》 

24 陈云强 昆明市第三中学 
《劳动价值论——价值量和价值总量的比例关

系》 

25 张晓蕾 昆明开放学院 
《Windows Server 2008 DNS 服务器的安装与基

本配置》 

26 党春梅 
昆明市体育学校（昆明市春城中

学） 
《Unit 5 Vocabulary in reading》 

27 张蕊 
昆明市体育学校（昆明市春城中

学） 
《解三角形的应用举例》 

28 李晋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通过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判断气候类型》 

29 张海芳  禄劝职业高级中学 《Table manners》 

30 刘朝梅  禄劝民族实验中学 《语言表达之得体》 

31 袁兴付  禄劝民族实验中学 《函数单调性的应用（3）：解函数不等式》 

32 熊兴霞  禄劝民族实验中学 《根据气候特征判断气候类型》 

33 陈红霞  禄劝民族实验中学 《数列求和之错位相减法求和》 

34 刘漫江  昆明市盘龙区金辰中学 
《学业水平体育考试“身体素质类选考项目——

1 分钟跳绳”》 



35 谢俊敏  石林县一中 《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36 杨金妍  石林县一中 《酶的作用及作用机制》 

37 普丽瑛  石林县鹿阜中学 《二方连续》 

38 高建芝  鹿阜中学 《自行车上的物理学》 

39 石海英  嵩明县嵩阳一中 《复合不定代词》 

40 范贤武  嵩明县职业高级中学 《拼图游戏的制作》 

41 王一尧  昆十四中 《线面垂直的判定定理习题》 

42 饶苑莎  云铜中学 《气候特征的判读方法》 

43 王小尹  昆二中 《清朝君主专制强化》 

44 颜阳  昆八中 《平衡常数在离子平衡中的常见应用突破》 

45 胡毅  昆二中 《PowerPoint2010 自选图形的使用》 

46 王思淇  西山区团结明朗中心学校 《物质密度的测量》 

47 刘福梅 倘甸镇初级中学 《世界年降水量的空间分布》 

48 郭萍  凤合镇初级中学 《地球的自传》 

49 任金福  寻甸县六哨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圆锥侧面展开教学》 

50 党兴平  寻甸县金所街道初级中学 《浮力的计算方法》 

51 牛杰  宜良县汤池镇草甸中学 《勾股定理在数学实际问题的运用》 

52 李福翠  草甸中学 《郑和下西洋》 

53 吴艳波  澄江县第三中学 《一般过去时》 

54 李燕  宜良十一中 《How，你会用了吗？》 

55 高岚  宜良三中 《同底数幂的乘法》 

56 蒋刚  宜良四中 《Scratch 程序设计之龟兔赛跑》 

 

优秀组织奖 

五华区教育体育局              官渡区教育体育局 

盘龙区教育体育局              西山区教育体育局 

昆明市电化教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