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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姓名 单位（学校） 作品（项目）名称 作品形式 

1 史允菲 东莞市樟木头镇实验小学 
Unit 4 At the farm Part A Let's learn ND 教学模式下的三元变序词汇学习探

究（PEP 四年级下册） 
课堂实录 

2 姚达文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小学英语课改总结 课件 

3 江俊棋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二小学 Unit 6 Shopping Part A Let's talk（PEP 四年级下册） 课件 

4 叶秀霞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三小学 Unit 5 What would you like?（PEP 四年级上册） 课件 

5 李淑仪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四小学 Unit 3 My school calendar Part B Read and write（PEP 五年级下册） 课件 

6 余勋旺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北初级中学 
Unit 2 The photo which we liked best was taken by Zhao Min（外研版九年级上

册） 
课件 

7 区嘉锦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小学 提高小学英语小组合作学习实效的思考 论文 

8 萧小玲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教育局教研组 如何培养和提高小学生英语阅读能力 论文 

9 陈舒玲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滘小学 Unit 5 Do you like pears? Part B Let's talk（PEP 三年级下册） 课堂实录 

10 刘丽华 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发展中心 基于整体教学理念的小学英语应用性阅读教学实践 论文 

11 林晓珊 广州市白云区明德小学 Unit 7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have free time?（教科版四年级下册） 课件 

12 徐伟光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第三中心小学 巧设过渡 妙显精彩——小学英语教学环节中过渡语的研究 论文 

13 戚敏玲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中心小学 Unit 2 How are you（教科版三年级上册） 课件 

14 李榕权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中心小学 Module 3 第一课时（教科版三年级下册） 课件 

15 邝桂开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麻村小学 优化小学英语课外作业设计的行动研究 论文 



16 李泳锋 广州市从化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关于农村地区小学英语模块整体教学设计的思考 论文 

17 谢玉梅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沙贝小学 Unit 10 I’m very fast 第 1 课时（教科版四年级下册） 课件 

18 李  佳 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良口中学 谈体验式教学法在初中英语语法教学中的运用 论文 

19 张见容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太平中学 分层训练与指导优化英语写作教学效能 论文 

20 曾丽玲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中心小学 基于核心素养理念下，多媒体信息技术与小学英语阅读课堂的整合 论文 

21 梁丽芳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第一中心小学 活动教学法在小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 

22 蔡菁菁 广州市番禺区祈福英语实验小学 Module 3 Famous People 综合拓展课（教科版六年级下册） 课件 

23 周艳洪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育英小学 Module 6 Unit 11 I want to be a painter（教科版四年级上册） 课件 

24 杜思思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北兴初级中学 融合话题 丰富形式 拓展内容——以一节初三英语语法复习课为例 论文 

25 余雪琴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 
Module 3 Unit 5 Let me show you our school Period 3 Our school Open Day（教

科版四年级上册） 
课件 

26 李清华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三江第二中学 学习共同体模式下初中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论文 

27 阮新花 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永新中学 初中英语 3A课堂“提问”教学的有效性探究 论文 

28 刘  芳 河源市第一中学 Unit 7 It’s raining!（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课件 

29 张  玲 河源市河源高级中学 Unit 1 Women of achievement 听说课（人教版必修四） 课件 

30 赖  静 河源市河源高级中学 Unite 5 Canada -“The True North”: Reading and Writing（人教版必修 3） 教学设计 

31 赖曼珍 河源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词块教学课题研究对参与课题师生的影响 论文 

32 游海燕 河源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Unit 4 At the farm 单元整体教学设计（PEP 四年级下册） 论文 

33 谢燕玲 河源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A Healthy Life Li Yue’s Problem Writing（人教版选修 6） 课件 

34 谌群英 河源市源城区东埔中学 The use of “ it ” 课件 

35 于  莹 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 思维导图在七年级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论文 

36 廖莉珠 惠州市龙门县科技教育局教研室 《PEP小学英语》--基于语篇的话题整体教学探析 论文 

37 袁林华 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教 “解放嘴巴”与中学英语口语教学 论文 



文卫办公室教研室 

38 岑巧瑶 江门恩平市教育局教研室 口语交际教学中，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应对能力的研究 论文 

39 冯勇奇 江门恩平市教育局教研室 Unit 5 School lunch Sounds & Words（开心英语五年级上册） 课件 

40 梁心红 江门恩平市教育局教研室 恩平市非师范专业英语教师的专业成长案例研究 论文 

41 李掌仪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良山小学 Unit 6 Let's sing 第二课时口语课（开心英语三年级上册） 微课 

42 李冠汶 江门市蓬江区农林小学 Unit 6 Jobs Sounds and words（开心英语四年级下册） 微课 

43 甄子美 江门台山市台城镇第三小学 Unit 3 Staying healthy（开心英语六年级上册） 课件 

44 李秀燕 江门台山市台城镇第三小学 Unit 4 School things Reading and writing（开心英语五年级上册） 教学设计 

45 李燕萍 江门台山市台城镇第三小学 Unit 3 When's your birthday Target（开心英语五年级下册 ） 课件 

46 刘惠群 江门台山市台城镇第三小学 Review 1 Reading and writing （开心英语五年级上册） 课件 

47 吴桂生 揭阳市揭东区蓝田中学 高考英语词汇的有效性复习 论文 

48 李燕铭 
揭阳市榕城区仙桥街道办事处高美崇

文学校 
Unit 2 Ways to go to school Part B Read and write（PEP 六年级上册） 课件 

49 黄宇飞 茂名市春晓中学 微课在初中英语 3A课堂中的应用 微课 

50 陈燕健 茂名市第十七中学 Unit 5 Canada - The true north 语法：过去分词做状语（人教版必修 3） 教学设计 

51 刘小玲 茂名市方兴小学 Friends with E F M N 教学设计 

52 梁卫球 茂名化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影响中学英语教师专业成长的因素 论文 

53 吴晓聪 茂名化州市第三小学 Module 9 Unit 2 I want to go to Shanghai（外研版六年级上册） 课堂实录 

54 黄春晓 茂名化州市第十小学 Phonics Aa--/ ei / / æ / 课件 

55 王林琼 茂名化州市中垌镇中心小学 培养小学生学习英语的良好习惯 论文 

56 詹晴儿 茂名市教育局教育教学研究室 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区域适切教研探索 论文 

57 梁  科 茂名市教育局教育教学研究室 茂名中考英语阅读理解测试研究 论文 

58 许力衡 茂名市教育局教育教学研究室 研学案的使用在茂名 X学校的个案研究 论文 



59 陈玉梅 茂名市龙岭学校 
Module 8 Choosing presents Unit 2 She often goes to concerts（外研版七年级

上册） 
课堂实录 

60 陈  茜 茂名市龙岭学校 初三下学期专题复习--单词拼写 课件 

61 何其燕 茂名市茂南区教育局教研室 小学中年级英语语音教学策略的探究 论文 

62 陈献容 茂名市茂南区袂花镇中心小学 浅谈小学英语的愉快教学 论文 

63 李美英 茂名市茂南区袂花镇中心小学 小议“小游戏”在小学英语课堂中的功效 论文 

64 邓晓敏 茂名市桥北小学 Module 3 Unit 1 She had eggs and sausages（外研版五年级下册） 微课 

65 李志敏 茂名市桥北小学 Module 7 Unit 1 What's this（外研版三年级上册） 微课 

66 冯  霞 茂名市祥和中学 Module 5 Shopping Unit1 What can I do for you?（外研版七年级下册） 课件 

67 李金红 茂名信宜市第一中学 高考英语听说 Part C Retelling 课件 

68 张  敏 广东梅州市梅县外国语学校 Reading for Unit 2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retelling（人教版必修 1） 微课 

69 杨碧燕 梅州市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 
Unit 3 My birthday Part A Let’s talk & Let’s find out 第一课时（PEP 五年级下

册） 
教学设计 

70 丘丹华 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 Unit 4 We love animals Part A Let's learn（PEP 三年级上册） 微课 

71 张淑妮 梅州市教学研究室 基于口语易英语学习平台的小学英语口语测试研究 论文 

72 谢雪华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 Unit 2 My schoolbag（PEP 四年级上册） 课堂实录 

73 古佳佳 梅州市梅江区教学研究室 “口语易”学习平台下的小学英语教学德育渗透研究 论文 

74 王金红 梅州市梅江区乐育小学 Unit 1 What's he like 第一课时（PEP 五年级上册） 课件 

75 黄  艳 梅州市梅江区人民小学 Unit 2 My favourite season（PEP 五年级下册） 教学设计 

76 刘  凤 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 Unit 3 My friends（PEP 四年级上册） 教学设计 

77 张美兰 梅州市平远县平远中学 导学案在高中英语阅读课堂的应用研究 论文 

78 刘园园 梅州市平远县热柘华侨学校 Unit 4 I have a pen pal 第一课时（PEP 六年级上册） 课件 

79 李秋兰 梅州市平远县长田中心小学 浅谈新课标下如何培养小学生的英语语感 论文 



80 温思媚 梅州市五华县第五小学 
Unit 6 How do you feel Part A Let's try & Let's talk 第二课时（PEP 六年级上

册） 
教学设计 

81 陈  勇 梅州市五华县教育教学研究室 借力“口语易”网络平台 提升 Let's talk 课型的教学 论文 

82 吴小彤 梅州兴宁市第三中学 Unit 3 Section A 第一课时（人教版八年级下册） 课堂实录 

83 何银英 清远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浅谈农村小学英语教育现状与对策 论文 

84 王  娟 清远市清城区凤鸣小学 Unit 2 My schoolbag（PEP 四年级上册） 课件 

85 王  芳 清远市清城区教育教学研究室 
以 3A 课堂支撑平台“口语易”辅助语音教学的案例设计 Unit 2 My family

第三课时 Let's spell（PEP 三年级下册） 
教学设计 

86 梁思华 清远市清城区清城中学 互联网教学平台下的初中英语有效阅读教学 论文 

87 林达欢 清远市清新区何黄玉湘中学 如何轻松突破感叹句 微课 

88 范明珠 清远市清新区何黄玉湘中学 巧辩 have has 与 there be 微课 

89 罗  青 清远市清新区何黄玉湘中学 英语“越来越„„的”表达 微课 

90 潘小玲 清远市英德华粤中英文学校 Unit 8 When is your birthday?（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课件 

91 郑  静 清远英德市第七小学 浅谈小学高年级英语阅读教学练习设计的有效性 论文 

92 邓志翔 清远英德市第五小学 浅谈小学三年级英语的教学策略 论文 

93 李永荞 清远英德市第一小学 渗透语篇阅读培养阅读能力 论文 

94 邹少敏 清远英德市第一小学 Unit 4 Having fun Topic 1 Section B（仁爱版英语七年级上册） 教学设计 

95 熊海倦 清远英德市第一中学 从一节公开课谈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有效性 论文 

96 刘冬玲 清远英德市东华镇中心小学 Unit 6 How many? Part A Let's learn（PEP 三年级下册） 课件 

97 石  锋 清远英德市东华镇中心小学 Unit 4 Where is my car? Part A Let's spell（PEP 三年级下册） 课件 

98 潘海花 清远英德市黄花镇中心小学 《农村小学英语词汇教学融入自然拼读法的策略研究》的研究结题报告 论文 

99 雷洁韵 清远英德市实验小学 Unit 2 Colour（PEP 三年级上册） 课件 

100 江晓琳 汕头市岐山第二中学 Unit 6 I am watching TV（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教学设计 



101 黄逸佳 汕头市岐山第二中学 Unit 5 Why do you like bananas? Section A （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教学设计 

102 佘燕芝 汕头市岐山第二中学 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 微课 

103 蔡乐伟 汕头市第二中学 完型填空解题指导 课件 

104 黄文嫄 汕头市华新城第一小学 Unit 3 Weather Part B Let’s learn（PEP 四年级下册） 课件 

105 潘振华 汕尾市教育局教育教学研究室 形成性评价在高中英语听说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论文 

106 周淑凤 韶关市乐昌教育局教研室 “以仿带写，以评促写”提高初中生英语写作水平 论文 

107 邝晓芬 韶关乐昌市第一中学 Revise the Appositive Clause—Introduced by “that” 微课 

108 邝立根 韶关市曲江区曲江中学 翻转课堂式模仿朗读训练在高中英语口语教学的应用探究 教学设计 

109 许雪梅 韶关市乳源高级中学 Subjunctive Mood (1) 微课 

110 秦彩霞  韶关市乳源教研室 Unit 5 Why do you like bananas? Grammar focus-3c（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课件 

111 杨凤英 韶关市韶钢实验学校 
Unit 8 Have you read Treasure Land yet? Section A Period 1 (1a-2d)（人教版八

年级下册） 
课件 

112 谭华琼 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Noun clauses as the object and predicative 微课 

113 王素英 韶关市翁源县龙仙中学 浅谈山区高中英语“话题式”复习课的有效性 论文 

114 周丽华 韶关市新丰县实验小学 Unit 2 Last weekend Part A Lets learn（PEP 六年级下册） 课件 

115 余喜芬 韶关市浈江区沙梨园小学 Unit 3 What would you like Part A Let’s try & Let’s talk（PEP 五年级上册） 课件 

116 李  睿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如何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论文 

117 黄秀锦 阳江市第三中学 浅探提高高三学生对英语写作作业兴趣的策略 论文 

118 邓小云 阳江市实验学校 Unit 4 Where's my schoolbag（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课件 

119 肖  丹 阳江市阳东区广雅小学 Unit 5 What does he do? Part A Let's try & Let's talk（PEP 六年级上册） 教学设计 

120 刘  倩 阳江市阳东区广雅小学 以情激趣，以境辅学--浅谈小学英语情境教学 论文 

121 黄宇凰 阳江市阳东区红丰镇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语法有趣教学的尝试 论文 

122 文小玲 云浮市邓发小学 六年级分级阅读 Patterns in Nature 课件 



123 李月嫦 云浮市第六小学 Unit 3 Where did you go? Part A Let’s try & Let’s talk（PEP 六年级下册） 课件 

124 王丹丹 云浮市第七小学 Unit 2 Last weekend Part A Let’s learn（PEP 六年级下册） 课件 

125 吴仲洁 云浮市第三小学 Unit 3 At the zoo Part A Let’s talk（PEP 三年级下册） 课件 

126 
幸旺英 

叶洁敏 
云浮市第四小学 Unit 2 My favourite season Part B Let's learn（PEP 五年级下册） 教学设计 

127 胡艳星 云浮市第五小学 Unit 4 At the farm Part A Let's spell（PEP 四年级下册） 课件 

128 刘洁兰 云浮市第五小学 浅谈小学英语多元化评价方法与措施 论文 

129 徐青梅 云浮市第五小学 Unit 5 Do You Like Pears? Part A Let's learn（PEP 三年级下册） 课件 

130 文秀菊 云浮市罗定中学城东学校 分词作状语的两个条件 微课 

131 陈彩霞 云浮市新兴县教育局教研室 巧用“3A”设导学，优化初中英语阅读课堂 论文 

132 罗大芳 云浮市新兴县实验中学 教育中的“真”与“活” 论文 

133 苏靖雯 云浮市新兴县实验中学 浅谈初中英语动词复习—思维导图在动词复习课分析应用 论文 

134 谢家瑞 云浮市郁南县平台镇初级中学 中考英语复习专题四—短文填空 课件 

135 黄小芬 云浮市郁南县实验中学 现在进行时表将来 微课 

136 邓清文 云浮市郁南县宋桂镇初级中学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 Topic1 Section B（仁爱版七年级下册） 课件 

137 蓝可芸 云浮市云城区街道中心小学 运用网络环境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的能力 论文 

138 区功礼 云浮市云城区街道中心小学 浅谈 3A 课堂“小组合作学习”在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论文 

139 庄海滨  湛江市教育局教育研究室 初中英语话题写作教学研究 论文 

140 蔡艳莲 湛江市教育局教育研究室 PEP 小学英语听说教学的策略探究 论文 

141 张  英 湛江市教育局教育研究室 构建和谐教育的幸福师生课堂--和谐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课件 

142 叶  常 湛江市霞山区湛江市第二十五小学 Unit 3 Where did you go Period 3 Part B Read and write（PEP 六年级下册） 课件 

143 陈琼珍 湛江市霞山区湛江市第三十一小学 Recycle Mike’s happy days Period 4（PEP 六年级下册） 课件 

144 林丰毅 湛江市霞山区湛江市第十二小学 Unit 2 Last Weekend Period 5 Part B Read and Write（PEP 六年级下册） 课件 



145 梁  苑 湛江市霞山区湛江市第十二小学 Unit 2 Last Weekend Period 3 Part A Let's talk（PEP 六年级下册） 课件 

146 卢  旭 肇庆市端州区教育局教研室 教师教研讲座——四年级下册教法建议 课件 

147 潘海英 肇庆市封开县教育局教学科学研究室 《谈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朗读教学》 论文 

148 袁军然 肇庆市怀集县教育科研中心 基于语境下的小学英语读写板块教学探究 课件 

149 李  祥 肇庆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Unit 4 Making the news Using language Getting the “scoop”（人教版必修 5） 教学设计 

150 廖英骐 肇庆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加强语篇教学，提高小学英语语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课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