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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姓名 获奖 

1 《民法典》伴我成长 海安市实验小学 周智颖 一等奖 

2 你好，民法典 启东市教师发展中心 陈黎春 一等奖 

3 哪吒遇上民法典 启东市东海小学 崔海健 一等奖 

4 《民法典》在哪里？ 启东市新安小学 施昕辰 一等奖 

5 相伴《民法典》，守护好生活 如东县双甸镇双南小学 张浩 一等奖 

6 这个暑假，有“典”不一样 启东市汇龙小学学华分校 张锦娟 一等奖 

7 学习《民法典》 争当守法小卫士 如东县友谊路小学 王小丽 一等奖 

8 《民法典与我》 海安市墩头镇仇湖小学 杨绍华 一等奖 

9 《民法典》，成长的护身符 通州区兴仁小学 王秋菊 一等奖 

10 《民法相伴，美好生活》 海门区第一实验小学 陈诗婕 一等奖 

11 《民法典》在我们身边 通州区兴东小学 吴烨 一等奖 

12 我在法律中的角色 启东市大洋港小学 沈冬华 一等奖 

13 学习《民法典》，护航新生活 通州区南山湖小学 蒋红艳 一等奖 

14 我和网络那些事 启东市新港小学 顾碧琼 一等奖 

15 大班语言活动：我的宝石果 如东县掘港幼儿园 刘卉 一等奖 

16 《与法同行，向阳而生》 如皋市实验小学 郭继峰 一等奖 

17 《民法典》伴我健康成长 通州区西亭小学 徐王娟 一等奖 

18 为民而生  向民而行——初一 4班“法治精神”养成教育之《民法典》主题班会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孙宇虹 一等奖 

19 “典”亮生活  与法同行——《法律保障生活》在学习民法典中的应用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施丽燕 一等奖 

20 《你好，民法典》 海安市紫石中学 丁家衡 一等奖 

21 学习民法典 建和谐社会——民法典专题学习 南通市陈桥中学 苏珊 一等奖 

22 典亮青春 护航成长 南通市北城中学 储开慧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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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姓名 获奖 

23 财富中的法与德 南通市越江中学 杨丹丹 一等奖 

24 《民法典》研读成果汇报课 海安市角斜镇老坝港初级中学 袁园 一等奖 

25 关注《民法典》 保障你我他 如东县马塘镇邱陞中学 季爱云 一等奖 

26 《民法典解读——向“霸座”说“不”》 江苏省南通中学 于严青 一等奖 

27 《民法典》与我们的生活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专 丁晓琴 一等奖 

28 典亮青春 护航成长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曹国标 一等奖 

29 典亮青春 护航成长 ——《民法典》在身边 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黄小燕 一等奖 

30 民法典，青少年的保护伞 海门区海南小学 顾香 一等奖 

31 与“典”同行 苏锡通园区实验小学 薛芳 二等奖 

32 “典”亮生活  护航成长 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 李智萍 二等奖 

33 姓名权和肖像权 通州区骑岸小学 赵爱平 二等奖 

34 守护头顶的安全 如东县掘港小学 赵亚娟 二等奖 

35 民法典：民事权利保障书 海门区王浩小学 江砚生 二等奖 

36 今天，我安全了吗？ 启东市善成小学 顾燕 二等奖 

37 民法典进校园 如东县掘港街道童店小学 汪新韵 二等奖 

38 民法典走进校园 如东县洋口港实验小学 陈佳佳 二等奖 

39 传承好家风，争做好少年 启东市南苑小学 王春娟 二等奖 

40 心中有法典 幸福永相随 通州区西亭小学 徐燕 二等奖 

41 《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海安市南莫镇邓庄小学 孙凤平 二等奖 

42 《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海安市实验小学 许旭 二等奖 

43 学习《民法典》，做遵纪守法小学生 通州区纱场小学 葛建新 二等奖 

44 我眼中的民法典 海门实验学校附属小学 翟佳雨 二等奖 

45 美好生活 法典相伴 通州区石港小学 徐璇 二等奖 

46 学习民法典，护航美好生活 苏锡通园区南兴小学 羌志锋 二等奖 

47 学典用典 典护一生 海安市南莫镇中心小学 刘海明 二等奖 

48 学习民法典，做遵守法规小学生 如皋市如城小学 徐雪莲 二等奖 

49 典亮青春，护航成长 通州区平潮小学 郁晓宇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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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学习民法典——优遵纪守法的小学生 苏锡通园区实验小学 孙丽 二等奖 

51 《民法典》与你我同行 如皋市搬经镇初级中学 夏茂艳 二等奖 

52 民法典在我身边 如东县掘港街道童店初级中学 鞠欣玲 二等奖 

53 学民法典做守法人 海门区城北初中 樊萍 二等奖 

54 《民法典》 海安市角斜镇角斜初中 顾佳莉 二等奖 

55 学习《民法典》 海安市大公镇初级中学 吉勇 二等奖 

56 《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如东县曹埠镇初级中学 吴奎 二等奖 

57 生活需要法律 南通市北城中学 严素娟 二等奖 

58 抚养子女、赡养双亲 如东县马塘初级中学 周发军 二等奖 

59 左手民法典，右手灿漫的高中生活 ----高中学生学习、宣传民法典主题班会 海安市立发中学 朱素萍 二等奖 

60 崇尚程序正义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陆洪兵 二等奖 

61 学好民法，“典”亮生活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黄凤凤 二等奖 

62 增强规则意识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黄高范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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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姓名 获奖 

1 你好，民法典 启东市教师发展中心 陈黎春 一等奖 

2 “典”亮美好生活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崔婷 一等奖 

3 哪吒遇上民法典 启东市东海小学 崔海健 一等奖 

4 我在法律中的角色 启东市大洋港小学 沈冬华 一等奖 

5 《民法典》在哪里？ 启东市新安小学 施昕辰 一等奖 

6 学习《民法典》，护航新生活 通州区南山湖小学 蒋红艳 一等奖 

7 民法护航，“典”亮人生 通州区金沙小学 杨卫宁 一等奖 

8 学法用“典”——保护少年的你 通州区实验小学 杨韵天 一等奖 

9 《民法典》，成长的护身符 通州区兴仁小学 王秋菊 一等奖 

10 《感受民法典》 海安市特殊教育学校 王艳 一等奖 

11 今天，我安全了吗？ 启东市善成小学 顾燕 一等奖 

12 学习《民法典》——做遵纪守法的小学生 通州区实验小学 张佳丽 一等奖 

13 《学习民法典——做遵纪守法的小学生》 苏锡通园区实验小学 孙丽 一等奖 

14 《民法典解读——向“霸座”说“不”》 江苏省南通中学 于严青 一等奖 

15 “典”亮青春，护航成长 通州区文山初级中学 何晓燕 一等奖 

16 学习《民法典》 青春正当时 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张菊兰 一等奖 

17 民法典微课堂 如皋市搬经镇初级中学 杨娟 一等奖 

18 为民而生  向民而行——“法治精神”养成教育之《民法典》主题班会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孙宇虹 一等奖 

19 “网”中民法典 海安市曲塘中学 翟荣蓉 一等奖 

20 民法典与我们息息相关 海门区树勋初级中学 宋银玉 一等奖 

21 《民法典》与我们的生活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专 丁晓琴 一等奖 

22 美丽生活，法典相伴 海安市实验小学 王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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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嗨！我是《民法典》” 如皋市如城小学 朱佳影 二等奖 

24 我和网络那些事 启东市新港小学 顾碧琼 二等奖 

25 民法典伴我成长 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 李佩玉 二等奖 

26 用“法”来保护自己 如东县袁庄镇袁庄小学 徐菁 二等奖 

27 与“典”同行 苏锡通园区实验小学 薛芳 二等奖 

28 走进民法典，守护新明天 如东县岔河镇古坝小学 王媛 二等奖 

29 这个暑假，有“典”不一样 启东市汇龙小学学华分校 张锦娟 二等奖 

30 《民法典》伴我行 海安市嫩头镇中心小学 陈宝芳 二等奖 

31 《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如东县大豫镇丁店小学 朱伟慧 二等奖 

32 《民法典》——我们的守护神 如东县掘港街道环镇小学 朱婧婧 二等奖 

33 保护生态环境  共营生命绿色 如皋市实验小学 洪黎 二等奖 

34 知法守法，争做学法小公民 如东县掘港小学 喻明 二等奖 

35 我学《民法典》 如东县掘港街道童店小学 陈丰 二等奖 

36 传承好家风，争做好少年 启东市南苑小学 王春娟 二等奖 

37 学习民法典，护航美好生活 苏锡通园区南兴小学 羌志锋 二等奖 

38 民法典守护少年的你——预防校园欺凌 海安市实验小学 景晨阳 二等奖 

39 《民法典》 海安市墩头初中 周婷 二等奖 

40 一生“典”相伴 如东县丰利中学 马艳华 二等奖 

41 民法典 “典”亮生活 伴“我”同行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王蓉蓉 二等奖 

42 手机管理，用“典”说话 通州区骑岸初级中学 葛刚 二等奖 

43 民法典，青少年成长中的“保护伞” 如东县双甸中学 刘志鸿 二等奖 

44 懂得犯罪后果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陆宗琴 二等奖 

45 保护人格权利 捍卫法律权威 海安市李堡镇初级中学 王青 二等奖 

46 《学法典，知民事》主题班会 海安市城东镇西场初级中学 邓小存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