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州 市 教 育 局

苏教外便函〔2021〕19 号

关于公布苏州市“教育的瞬间”

国际理解教育口述影像项目结果的函

各市、区教育局，相关直属（代管）中学校：

根据《关于组织苏州市中学生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口述影

像征案的函》（苏教外便函〔2020〕21 号）文件精神，为培

养青少年面对变化的全球局势的分析能力、欣赏他人视角及

世界观的同理心，建立多样且深入的跨文化体验，苏州市教

育局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5 月，面向

大市范围内中学生，组织开展了“教育的瞬间”国际理解教

育口述影像项目。

项目共收到来自苏州大市 51 所学校的 274 份征案。通

过征案期的一审、二审选拔，经评委、专家审定，共有入围

提案 49 份（详见附件）。后期入围学生经指导完成制作的

作品通过新一轮评选，最终评选出最佳创作奖 4名，优秀作

品奖 4名，优秀提案奖 2名，最佳组织奖 2名（详见附件）。

希望获奖学生再接再厉，切实提升在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关心世界可持续发展素质和态度方面的真实能力。



请各市、区教育局及相关直属（代管）中学校将此信息

通知到获奖学校及学生本人。

附件：1.苏州市“教育的瞬间”国际理解教育口述影像项目

获奖名单

2.苏州市“教育的瞬间”国际理解教育口述影像项目

入围提案名单

苏州市教育局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21 年 6 月 24 日



附件1：

苏州市“教育的瞬间”国际理解教育口述影像项目

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最佳创作奖

周楸涵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英雄之名，凡人之躯——援鄂医

生的独白

管欣然 常熟市实验中学 破局：教师妈妈和她的朋友们

朱景程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归国之路

吴思嘉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疫”触即发 “苗”药灵丹

优秀作品奖

陈然 江苏省昆山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再见 2020，你好 2021！

陆萍萍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悲喜剧

潘道炯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2020，携手走过的日子

胡可欣 常熟市昆承中学 偏僻山村的网课

优秀提案奖

张超宇 张家港市梁丰初级中学 2020 我的关键词

韩睿洋 张家港市梁丰初级中学 疫情背后的故事

最佳组织奖

江苏省常熟中学
教育瞬间：疫情下的江苏省常熟

中学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Education after pandemic

(疫情后的教育)

The education after the

pandemic(疫情后的教育)



附件 2：

苏州市“教育的瞬间”国际理解教育口述影像项目

入围提案名单

区域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张家港市

张家港市梁丰初级中学 刘涛鸣 疫情带来的生活变化

张家港市梁丰初级中学 张超宇 2020 我的关键词

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陈政熙 疫情中坚行的口腔诊所

张家港市第二中学 张嘉杰 “疫”国他乡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张庭瑞
来自 2020 的一封信:疫情下的

我们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李得圭 2020:疫情下的藤思班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黄芯烨 让屏幕来引路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顾若晗 疫情之下国际留学生何去何从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闵一杰 书店，在 2020 失语了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赵悦涵 学习资料:注意，我要变形了!

常熟市

江苏省常熟中学

虞天夫

徐珈铖

程骁祺

朱子恒

盛文哲

教育瞬间：疫情下的江苏省常熟

中学

常熟市实验中学 管欣然 破局：教师妈妈和她的朋友们

常熟市昆承中学 胡可欣 偏僻山村的网课

常熟市昆承中学 居语千 手足情深

常熟市昆承中学 童赫然 全民抗疫，尽显中国力量

常熟市昆承中学 孙悦晨 一堂特殊的“公开课”

太仓市 太仓市实验中学 韩宜果 封闭寒假

昆山市
江苏省昆山第一中等专业学

校
陈然 再见 2020，你好 2021！

吴江区

吴江盛泽中学 杨睿
新冠疫情对汉语国际传播与发

展的影响

吴江盛泽中学 金诗婷 口罩的团宠之路

吴江区震泽初级中学 梅雪怡 疫情覆盖下的教育

相城区 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 胡耀煜 父亲的遗书

工业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陆萍萍 悲喜剧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宫之涵 在危机里学习，在改变中成长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项思僮 疫情期间，我是一个小主播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陆筱瑶 我欠爸爸一个拥抱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朱景程 归国之路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徐睿 疫情与高考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

中学
陈彦霏

The pandemic in my memory(记

忆中的疫情学习)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

中学

丛嘉言

张皓淇

The education after the

pandemic(疫情后的教育)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

中学

汪锦俊

叶成彰

储高佳

匡亦欢

胡静怡

王清阳

Education after pandemic (疫

情后的教育)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

校
吴思嘉 “疫”触即发 “苗”药灵丹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

学校
刘雨彤 “出路”——疫情下的博物馆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

学校
沈希惠 你们的名字——疫情中平凡人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

学校
李晟奂

外国人在苏州——疫情期间的

教育故事

高新区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梁陈希希 2020 的春天 注定不平凡

苏州高新区通安中学校 李贵晨 在疫情中逆水行舟

直属学校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 黄迪 教育无处不在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周楸涵
英雄之名，凡人之躯——援鄂医

生的独白

苏州中学伟长实验班 陈紫萱 探·苏州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张天辰 小使者云外交活动实录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陈馨怡 疫情下的父爱与师情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孙希恬 晨与光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徐英杰 疫情之间的同学们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校

李欣恬

毛馨

梁梦真

停课不停学，家中烦恼大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潘道炯 2020，携手走过的日子

苏州市沧浪中学校 郁沈一 我们的 2020 年

苏州市沧浪中学校 朱罗莎 你真棒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艾依萍 网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