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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资源遴选活动拟获优秀作品名单 

 

一、小学优秀作品 

（一）小学主题活动案例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粽”情端午节 徐映莲 东莞市企石镇江南小学 东莞市 

2 我和蛋宝宝的美丽之约 陈颖秀 陈彦菁 李波 东莞莞城建设小学 东莞市 

3 走进东莞地铁 张晓玲朱雅琳 东莞东城第五小学 东莞市 

4 校园水稻种植 谢丽兵 东莞市大朗鸣凤小学 东莞市 

5 走进威远炮台 陈慧仪 东莞虎门镇东方小学 东莞市 

6 茶文化的探秘 苏钻兴 东莞高埗镇东圃小学 东莞市 

7 玩转中国年 岑雪 东莞市虎门镇沙角小学 东莞市 

8 阅红书寻足迹   读红著晓历史 郭红兰 东莞市常平实验小学 东莞市 

9 走进家乡传统曲艺 袁笑珍 莫剑锋 东莞市麻涌镇古梅中心小学 东莞市 

10 玉米的种植 刘晓桃 东莞市大朗鸣凤小学 东莞市 

11 南社古村楹联文化探秘 陈凤章 东莞市茶山镇第三小学 东莞市 

12 我的零用钱我作主 陈彦菁 吴妍 东莞莞城建设小学 东莞市 

13 废旧电池知多少 殷巧珍 东莞市常平镇中心小学 东莞市 

14 走进东莞传统美食 杜丽青 东莞东城中心小学 东莞市 

15 走进寒溪河 詹晓建 东莞市常平镇中心小学 东莞市 

16 爱心超市大行动 林碧齐 东莞市厚街桥头小学 东莞市 

17 变废为宝 黄勇灵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18 环保调查 黄勇灵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1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姚江红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20 当家我能行 邹文红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21 洋快餐现象 何彩霞 清远市佛冈县第三小学 清远市 

22 逢沙村的旧貌新颜 丁川岚 逢沙小学 佛山市 

23 南海寻秋     叶健萍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 

24 神奇的烟草王国 何桂美 顺德区北滘镇西滘小学 佛山市 

25 书皮，你包对了吗 谭华珠 佛山市顺德德胜小学 佛山市 

26 茶的前世今生 ——茶引起的思考 郭丽萍 佛山市顺德德胜小学 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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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意 

27 
零食“粉丝”的狂想曲——关于小

食品安全与营养研究案例 
孙燕珍 南海区罗村街道联星小学 佛山市 

28 我与蜗牛做朋友 周燕涛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小学 佛山市 

29 
探寻百年桑基鱼塘，智创未来农业

生态 
黎钲潮 顺德本真未来学校 佛山市 

30 关于去除螨虫的方法探究实践活动 林思婕 顺德区北滘镇高村小学 佛山市 

31 无土栽培小能手综合实践活动 周 凤 莲 顺德北滘中心小学 佛山市 

32 北滘内河涌水质调查探究活动 周婉莹  吴燕嫦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 

33 
“我和秋天有个约会”---秋之生活

篇 
麦洁贞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一小学 佛山市 

34 智慧榫卯，匠心独运 陈晓颖 佛山顺德区北滘镇西滘小学 佛山市 

35 ”饮食中的科学，舌尖上的健康 龙婉婷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佛山市 

36 秋天，你在哪里 陈丽珊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

小学 
佛山市 

37 
十二月，金桔靓——“金桔”主题

活动案例 
卢琳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小学 佛山市 

38 节水用水，从我做起 贺敏花 河源市第一小学 河源市 

39 有趣的纸世界 张莹 河源市第一小学 河源市 

40 学雷锋志愿服务 顾巧玲 河源中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河源市 

41 中国探月面面观 吴元洪 河源东源县第一小学 河源市 

42 亲近自然，热爱自然 李云 惠州市东湖双语学校 惠州市 

43 

让纸趣引领学生在“科创和 STEM 教

育课程”活动中散发魅力主题活动

案例 

刘帝谷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惠州大亚湾

第二小学 
惠州市 

44 叶脉书签的制作 何惠芬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惠州大亚湾

第二小学 
惠州市 

45 
城镇化视角下祠堂文化价值研究--

带你走进里村施氏祠堂 

施秀明 曾海媚 梁艳

萍 
江门市蓬江区里村小学 江门市 

46 奇妙的手机之旅 欧阳秀云 江门市范罗冈小学 江门市 

47 探究“广府童谣” 许健敏 江门市启明小学 江门市 

48 美丽乡村金名片，我为棠下做代言 彭芳芳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实验小学 江门市 

49 畅游绘本王国 朱柳茜 江门市江华小学 江门市 

50 玩转纸箱——纸箱艺术教育案例 刘思敏、谢彬成 江门市农林双朗小学 江门市 

51 
“拥抱春天—春分节气探究活动”

主题活动案例 
陈晔 向阳小学 茂名市 

52 
“变废为宝”手工花盆制作主题活

动案例 
何彩霞 茂名市江滨小学 茂名市 

53 潮汕小吃 谢淑华 郑春扬 汕头市澄海实验小学 汕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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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潮汕抽纱 张岳如  林  瑶 汕头市澄海实验小学 汕头市 

55 潮汕工夫茶 杜  爽  林丽琼 汕头市澄海实验小学 汕头市 

56 走进植物王国 方静娜  许慕然 汕头市澄海汇璟实验小学 汕头市 

57 传承经典醉龙文华 王兆娥 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 中山市 

58 鲜切水果，“切”出健康 刘建卿  何柳艳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 中山市 

59 走近清明节 李倩  张怡 中山市体育路学校 中山市 

60 
我是自理小达人——小学一年级综

合实践活动教育课程案例 
刘玉雁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

晖园小学 
中山市 

61 创建食安中山，从我做起 梁少芬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中山市 

62 “家用保健品” 调查实践活动案例 黄荣胜 苏凤群 中山市石岐高家基小学 中山市 

63 垃圾废物危害大，变废为宝好处多 冯润根 中山市民众镇新平小学 中山市 

64 
“筷”乐生活——关注筷子的消毒

与卫生 
余秋蔚、钟建梅 中山市石岐第一城小学 中山市 

65 走进古村落，寻迹旧文化 吴锦梅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 中山市 

66 我是生活小能手 潘演、郑燕嫦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中山市 

67 关注食品安全，共享健康生活 吴锦梅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 中山市 

68 酸酸甜甜，“奶”乐生活 王倩文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

晖园小学 
中山市 

69 
探寻时节之美——石岐第一城小学

走近二十四节气科技实践活动 
李群婵 何小青 中山市石岐第一城小学 中山市 

70 走近崖口飘色，担当非遗保护 陈敏华  甘楚欣 中山市南朗镇南朗小学 中山市 

71 珍惜水资源 黄铁晓 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 中山市 

72 清明节主题学习 徐丽霞 中山市石岐高家基小学 中山市 

7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李松青 香洲区北岭小学 珠海市 

74 探究夏湾美食街 黄荣裕黎东明 香洲区夏湾小学 珠海市 

75 台风来袭玻璃安全防范措施调查 石静红 香洲区夏湾小学 珠海市 

76 
夏湾新村小春芽社区公园运动设施

调查活动 
石静红 香洲区夏湾小学 珠海市 

77 香烟万花筒 黄莉雯 香洲区夏湾小学 珠海市 

78 小小茶叶，大大世界 张晓丹 香洲区第七小学 珠海市 

79 剪纸艺术 邱燕珊 珠海市香洲区第六小学 珠海市 

80 十七小周边午托现状调查及设想 谢思敏 香洲十一小 珠海市 

81 美食欢送会 黄妙纯 珠海市香洲区广昌小学 珠海市 

82 创意蛋糕促成长 林小燕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小学 深圳市 

83 服饰文化 王燕妮、黄静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 

84 走进故宫 张淑萍  张毛焰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 

85 船模型制作 黄翠玲  黄小霞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 

86 
山竹无情，变废为宝——树枝小制

作 
何燕娴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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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环保酵素制作和妙用 李晓莲 潘春娟 
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第二

外国语学校 
深圳市 

88 小蝌蚪变形记 刘新新 深圳市宝安区灵芝小学 深圳市 

89 让学生在体验中成长 唐冬梅 深圳市坪山区龙山学校 深圳市 

90 快乐研旅新坪山 李远良 袁媛 深圳市坪山六联小学 深圳市 

91 美 玉 草 木 秀--小队展风采 罗卓姬 深圳市光明区玉律小学 深圳市 

92 我们家的节水计划 廖钦尧 深圳市龙岗区麓城外国语小学 深圳市 

93 
探索空气柱高度与音调之间的关系

-自制吸管排箫 
刘雪凤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实验小学 深圳市 

94 习习清风品茶香 余琛  吴运金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小 深圳市 

95 
探究口中的粤式文化——“鸡仔饼”

的制作 
李斐斐、王洋、沈柳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小  深圳市 

96 
“我和未来有约——生涯教育主题

活动”案例实施方案 
蚁曼灵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附属小学 
深圳市 

97 千年风筝  万代传承 廖桢  柳成峰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附属小学 
深圳市 

98 小学生文具玩具化现状研究 蚁曼灵、杨瑜瑾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附属小学 
深圳市 

99 
绿 色 心 语——我为花草树木挂

牌 
杨 明 深圳市福田区上沙小学 深圳市 

100 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佟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小学 深圳市 

101 指示设施看我的 潘妮娜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小学 深圳市 

102 垃圾分类小能手 林航 罗嘉妮 福深圳市田区福南小学 深圳市 

103 
跟着蜗牛去旅行——校园博物教育

活动 
欧阳美娴 深圳市福田区下沙小学 深圳市 

104 哭泣的水龙头 钟虹 深圳市福田小学 深圳市 

105 一片叶子的故事 陈慧 
深圳市宝安区红树林外国语小

学 
深圳市 

106 我与中草药有个约会 邝凯琳 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 广州市 

107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 梁丽珍 广州市八一实验学校 广州市 

108 “童心社团爱长者”综合实践活动 颜妍 广州市越秀区登峰小学 广州市 

109 彩虹社区文化生活情况调查 谢燕芬、章泽君 广州市荔湾区西华路小学 广州市 

110 
西关老字号传统名小吃的包装与推

广 
邝敏洁 广州市荔湾区华侨小学 广州市 

111 创作“智慧书签”综合实践活动 许发 广州市江南新村第二小学 广州市 

112 话龙舟 粤传承 吴小敏 广州市天河中学猎德实验学校 广州市 

113 我们“不一班” 王秋红 广州市天河区旭景小学 广州市 

114 校园安全伴我行 李燕萍、谢海珍 广州市白云区马务小学 广州市 

115 黄边美食小能手 龙舜茹、黄映茹 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小学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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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体验父母的辛劳 陆静 
广州市白云区民航学校（小学

部） 
广州市 

117 树叶的秘密 张凤英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育华小学 广州市 

118 
变废为宝--新民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案例 
陈晓燕 高玉梅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新民小学 广州市 

119 走进新塘牛仔活动 毛羡清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久裕小学 广州市 

120 
久裕小学“开心菜园”劳动教育活

动案例 
卢笑娣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久裕小学 广州市 

121 我是小当家之我是家务小能手 陈超丹 湛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湛江市 

122 音响造“器” 袁凤 湛江市第二十九小学 湛江市 

123 零食与健康 卢梅娇 石咀中心小学 肇庆市 

124 “承传统，寄棕情”活动设计 马庆梅 广宁县南街镇中华西小学 肇庆市 

12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案例设计 陈艳芬 广宁县南街镇中华西小学 肇庆市 

126 启蒙养正，常怀感恩 宁梅娇 广宁县实验学校 肇庆市 

12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邓彩虹 四会市贞山街道姚沙小学 肇庆市 

（二）小学微课程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爱心义卖齐策划 夏芳丽 邓娅、朱丽萍 东莞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东莞市 

2 七彩泡泡 叶敏婷 何湘槐 张凤娥 东莞莞城建设小学 东莞市 

3 蛋宝小厨神菜式改良方法指导 
陈彦菁 王肖嫦  陈颖

秀 
东莞莞城建设小学 东莞市 

4 难点细推敲  策划更有效 张理现 东莞莞城建设小学 东莞市 

5 走进综合实践活动 张巧玲 郭锦明 潘东城 东莞莞城实验小学 东莞市 

6 如何欣赏陶瓷 梁裕玲 东莞道滘镇四联小学 东莞市 

7 方法指导课之纸巾吸咐力探究 张巧玲 潘东城 东莞莞城实验小学 东莞市 

8 资料整理的方法指导课 陈凤章 东莞茶山第三小学 东莞市 

9 做好小组交流汇报准备 雷顺弟 东莞市麻涌镇第三小学 东莞市 

10 我有一双小巧手-制作树叶贴画》 游秀萍 潘东城 莞城实验小学 东莞市 

11 如何设计调查问卷 姚爱红、莫雪红 东莞市麻涌镇古梅第一小学 东莞市 

12 我与蔬菜交朋友 谭舒尹 石碣实验小学 东莞市 

13 动手做陶瓷 张海媚 道滘镇四联小学 东莞市 

14 欢乐七彩元宵 叶敏婷 李至婷 袁梓艳 莞城建设小学 东莞市 

15 范例对比巧策划 李燕如 东莞市常平实验小学 东莞市 

16 调查问卷题目的设计 詹晓建 东莞市常平镇中心小学 东莞市 

17 快速洗碗三部曲 邹文红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18 制作水果拼盘 邓秀娟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19 动力纸火箭家庭实验微课 蓝子婷 顺德区天连小学 佛山市 

20 可怕的“白色污染” 黄文苑 佛山市顺德区东马宁小学 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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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班级标志我设计微课 杨洁媚 佛山市顺德区桑麻小学 佛山市 

22 
给垃圾找个家（方法指导课-调查

问卷设计） 
邓凤珍 大沥镇黄岐小学    佛山市 

23 照片的整理   
叶健萍   黎芷彤  何

绍佳 
大沥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 

24 争当环保小卫士—制作再生纸 王洁，苏丽彤 顺德区麦村小学 佛山市 

25 手机的变化 吴秀香 河源老隆镇第一小学 河源市 

26 商品的种类与来源 华日香 惠州仲恺高新区第二小学 惠州市 

27 茶艺 张晨 惠州仲恺高新区第三小学 惠州市 

28 周末巧安排 王琼 惠州仲恺高新区第三小学 惠州市 

2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阮宝珍 江门市蓬江区甘光仪学校 江门市 

30 “水污染”实地考察方法指导 戴红艳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三良小

学 
江门市 

31 垃圾分类 就是新时尚 周艳华 江门市实验小学 江门市 

32 我爱我的家乡 卢薏冰 高州市东岸镇大潮中心学校 茂名市 

33 水果拼盘 张梅 高州市长坡镇石龙中心学校   茂名市 

34 体验茶道 张燕蓝 茂名市光华小学 茂名市 

35 跟着节气去探究 吴小霞 茂名市江滨小学 茂名市 

36 寻找历史之高州冼太庙 曾思春 茂名市乙烯小学 茂名市 

37 走进植物王国 许慕然 汕头市澄海汇璟实验小学 汕头市 

38 走进潮汕工夫茶 刘妙璇 汕头市澄海汇璟实验小学 汕头市 

39 探究助我成长 蔡妙玲 中山市东升镇同乐小学 中山市 

40 一张纸做一本书 陈玉梅、朱丽庆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中山市 

41 调查问卷方法指导 梁彩娇、胡娟萍 中山市东凤镇中心小学 中山市 

42 制定活动计划书 陈质芬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 中山市 

43 你会洗手吗？ 庄晓冰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第一小学 中山市 

44 综合实践活动中的实地考察法 陈敏华 中山市南朗镇南朗小学 中山市 

45 如何进行成果汇报与交流 吴锦梅、林康文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 中山市 

46 常见的尺子 肖巧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 中山市 

47 发明创造之组合法 林嘉婉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 中山市 

48 水果拼盘的简单制作（二） 周杨、何柳艳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 中山市 

49 认识家用电器 吴有丽 中山市东区紫岭小学 中山市 

50 
我是小小裁缝师之技巧系列—线 

打 结 
欧阳润连、袁喜娥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中山市 

51 水果拼盘——可爱的雪人 蒋玲玲 珠海市香洲区夏湾小学 珠海市 

52 南山故事--寻根南头古城 王艳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

麟小学 
深圳市 

53 直尺（认识厘米） 徐久平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

学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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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废纸的美丽蜕变之制造篇 周美花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

学 
深圳市 

55 温度和温度计 任静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深圳市 

56 承重纸桥的设计 谢彩凤 广州市越秀区黄花小学 广州市 

57 创新茶食作品设计指导课 冼惠晖 广州市康有为纪念小学 广州市 

58 “小影”视频我来拍 陈佩凤 
广州市海珠区宝玉直实验小

学 
广州市 

59 岭南盆景社团小秘密 曾雪毅 广州市海珠区培红小学 广州市 

60 制定小组活动方案 冯肖云 广州市白云区竹料第一小学 广州市 

61 设计调查问卷选项 陈裕玲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旗新小

学 
广州市 

62 综合实践《树叶贴画》—微课 凌雪苑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大塘小

学 
广州市 

63 文献查阅方法指导课 卢倩冰 广州市增城区挂绿小学 广州市 

64 奇妙的剪纸 廖子金 梅江区五洲小学 梅州市 

65 学会采访 袁凤 湛江市第二十九小学 湛江市 

66 家乡特产 黄建周 广宁县实验学校 肇庆市 

67 探究不同种子的萌发条件 陈淳 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肇庆市 

（三）小学录像课例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红领巾跳蚤市场 夏芳丽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东莞市 

2 共享摩拜 智多点 朱雅琳 张晓玲 东莞市东城第五小学 东莞市 

3 “种芽苗菜”方法指导课 王锋 东莞市塘厦第一小学 东莞市 

4 豆子发芽了吗 陈艳芬 东莞市常平镇中心小学 东莞市 

5 植物信息卡的制作 
游秀萍 赖玲莉 

潘东城 
莞城实验小学 东莞市 

6 生活中的艺术 詹晓建 东莞市常平镇中心小学 东莞市 

7 走进家乡之旅--麻涌 袁笑珍 东莞市麻涌镇古梅中心小学 东莞市 

8 建设美丽东圃从垃圾分类开始 程韵 高埗镇东圃小学 东莞市 

9 我与网络 李灶银 清远市佛冈县振兴小学 清远市 

10 小导游 邓秀娟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11 校门口周边环保小调查 黄洁萍 佛冈县第二小学 清远市 

12 洋快餐现象 李金梅 佛冈县第二小学 清远市 

13 “财商小达人——银行探秘”方法指导课 周锦萍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佛山市 

14 看图制作种植盆 叶健萍 南海区大沥中心小学 佛山市 

15 垃圾分类，我们同行 麦婉军 南海区大沥中心小学 佛山市 

16 弘扬慈善文化 ，争做学生义工 钟承江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小学 佛山市 

17 快递薯片 蓝子婷 佛山市顺德区天连小学 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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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做好垃圾分类共创文明新风 邓琪敏 南海区大沥邵边小学 佛山市 

19 我为沙小交通绘蓝图 吕敏怡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小学 佛山市 

20 未来的手机 董艺涵 龙江实验学校 佛山市 

21 美丽校园 何健星 佛山市顺德区麦村小学 佛山市 

22 有趣的纸世界 张莹 河源市第一小学 河源市 

23 变废为宝 张玉玲 河源市第一小学 河源市 

24 消灭“白色污染” 罗珍 河源中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河源市 

25 中国探月面面观 吴元洪 河源东源县第一小学 河源市 

26 洋快餐现象 曾小娟 河源龙川第一实验学校 河源市 

27 中华美食 黄碧花 河源龙川县老隆镇维嘉学校 河源市 

28 今天我当家 戴翠丽 河源老隆镇第一小学 河源市 

29 敬畏生命 王家鹏 惠州华阳学校 惠州市 

30 “陈皮探寻之旅”中期汇报课 钟艳珍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联育小学 江门市 

31 “创新与融合”开题课 李苑花 江门市蓬江区北郊中心小学 江门市 

32 “桥”结题课 冯英颂 江门市培英小学 江门市 

33 有趣的纸世界——纸文化 杨颖颖 高州市第二小学   茂名市 

34 交通安全伴我行 黄素莹 汕头市澄海凤翔中心小学 汕头市 

35 冠山书院 林瑶 汕头市澄海实验小学 汕头市 

36 “家用保健品”实践活动选题指导课 胡颖妍 中山市石岐高家基小学 中山市 

37 吹泡泡 林漫青 中山市西区沙朗小学 中山市 

38 我会整理书包 颜薇 
中山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香晖园小学 
中山市 

39 设计采访记录卡 冯婉丽 吴锦梅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 中山市 

40 蔬菜与健康 麦丽飞 邓连生 中山市坦洲镇前进小学 中山市 

41 如何测量身体各部位 周  杨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 中山市 

42 牢记交通标记，安全出行 李 璐 中山市石岐第一小学 中山市 

43 有趣的纸 成海丽 朱海英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中山市 

44 绿色蔬菜——冬瓜 李润英 中山市三角镇光明小学 中山市 

45 牙齿与健康 邱爽 中山市东凤镇凤鸣小学 中山市 

46 舌尖上的冰皮月饼 黄钰姗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小学 中山市 

47 零食大探秘 黎东明 香洲区夏湾小学 珠海市 

48 身边的电池 蒋玲玲 香洲区夏湾小学 珠海市 

49 小小茶叶，大大世界 张晓丹 香洲区第七小学 珠海市 

50 “端午节”确定活动主题录像课 高 敏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六小学 珠海市 

51 “剪纸艺术”汇报课 邱燕珊 珠海市香洲区第六小学 珠海市 

52 货币与生活 刘崇曦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小学 珠海市 

53 学习身边的小雷锋 谢思敏 珠海市香洲区十一小 珠海市 

54 手绘自然笔记 麦盈盈 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小学 珠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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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创意设计与制作 肖雅琳 珠海市香洲区广昌小学 珠海市 

56 我是校园空间规划设计师 余奕奕 深圳市南山区太子湾学校 深圳市 

57 我是校园智能吉祥物设计师 周锦亮 深圳市南山区同乐学校 深圳市 

58 校园文化  少年“智创” 吴华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小学 深圳市 

59 “国际理解课程”之“玩文解字’拜大寿” 陈小印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

小学 
深圳市 

60 玩转气球 傅亚利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

小学 
深圳市 

61 我是校园生态实践园设计师 王靖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小学 深圳市 

62 共享单车，共享文明，共担责任 王菀茱 
深圳市南山区海滨实验小学深

圳湾部 
深圳市 

63 有趣的测量 廖红苑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学 深圳市 

64 探秘菜园之菜地的面积 黄娜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学 深圳市 

65 给芽谷一个舒适的家 马红颖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学 深圳市 

66 植物自然笔记 曾琴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学 深圳市 

67 端午节 宣倩怡 深圳市坪山中山小学 深圳市 

68 嘀哩嘀哩 陈巧巧 深圳市福田区华新小学 深圳市 

69 垃圾分类我能行 许益玲、陈工民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深圳市 

70 秋游去（3 课时） 
罗鑫强、李柔、

贺晓玲 
罗湖区水田小学 深圳市 

71 种子发芽实验（3 课时） 庄丽倩 罗湖区水库小学 深圳市 

72 有多重 汪效莹 
深圳蛇口育才教育集团第四小

学 
深圳市 

73 校园文化墙设计 樊利荣 南头城小学 深圳市 

74 我是校园洗手间设计师 杨晓龙 深圳市前海港湾小学   深圳市 

75 “创意汤圆”    张嘉琦 
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

海德学校 
深圳市 

76 童心向党 张颖晖 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 广州市 

77 纸飞机，飞呀飞 张慧 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小学 广州市 

78 
“鱼趣鱼乐”综合实践活动——鱼趣缸设

计 
章钰苗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路小学 广州市 

79 
杨屋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探究——劳动成

果展示课 
曾连好 

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杨屋第一

小学  
广州市 

80 我是小车迷 陈绮 梅江区风眠小学 梅州市 

81 走进木偶戏----  四年级综合实践活动 陈艺娟 湛江市坡头区第一小 湛江市 

82 了解家乡的特产 欧燕花 德庆县实验小学 肇庆市 

（四）小学教学论文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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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心设计，多元开发--让综合实践活动课回归生活 李丽英 东莞市常平镇第一小学 东莞市 

2 
“区域教研”多元并举提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

水平 
王秀喜 东莞市厚街镇教育管理中心 东莞市 

3 
跳跳出误区 高效展示—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成果展

示课的误区及对策 
莫剑锋 东莞市麻涌镇古梅中心小学 东莞市 

4 学校实施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谢慰意 东莞市大朗镇鸣凤小学 东莞市 

5 
融合学校品牌文化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校本化开

发 
赵文达 东莞市厚街镇竹溪小学 东莞市 

6 有效评价  服务学生  发展课程 许红 虎门镇龙眼小学 东莞市 

7 指导得法 实效尽显 陈广标 东莞市麻涌镇古梅第一小学 东莞市 

8 
开启通往实践殿堂之门——综合实践活动开题课

探究 
姚锦云 东莞市企石镇中心小学 东莞市 

9 谈活动策划课型中策划表格分类设计与实践 潘东城 莞城实验小学 东莞市 

10 立足本土资源，优化综合实践活动课堂 詹晓建 东莞市常平镇中心小学 东莞市 

11 在郊游活动中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叶顺琴 道滘镇中心小学 东莞市 

12 从“卡点“出发，在思考中升华 陈颖秀 莞城建设小学 东莞市 

13 《活用“六课型” 精研微课建资源》 潘东城 莞城实验小学 东莞市 

14 
行走的课堂在路上——基于地方特色“主题研学”

模式的探究 
夏芳丽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东莞市 

15 
深化职业体验，让学生遇见未来的自己——职业体

验校本课程设计与实施的研究 
江润荷 莞城运河小学 东莞市 

16 
拆掉思维里的墙  开发活动主题——浅谈综合实

践活动的选题 
曾彩容 清远市佛冈县振兴小学 清远市 

17 做学生心中的“哈利·波特”，疏通实践活动之路 杨观枝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18 同走实践路，共享幸福乐 杨观枝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19 细引导，重交流，充分关注与引领 邓秀娟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20 让学生真正成为网络的主人 李彩红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21 巧妙导入，绽放精彩 范玉缎 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 清远市 

22 
让校本生活化的综合实践活动促进创新能力的培

养 
麦洁贞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一小学 佛山市 

23 浅谈特色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与设计 李静娟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小学 佛山市 

24 善用策略教学 提升研学质量 邓颜冰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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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浅谈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学科对学生学业质量评价 沈晓珊 佛山市顺德区天连小学 佛山市 

26 
浅谈综合实践活动选题课指导学生分析问题的策

略 
陈杏宜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高村小学 佛山市 

27 
“导”得有效，“动”得精彩──浅谈综合实践活

动中教师的有效指导 
梁线芬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佛山市 

28 让信息技术与研究在综合实践活动中融会贯通 梁碧云 佛山市顺德区昌教小学 佛山市 

29 
如何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 
周燕涛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小学 佛山市 

30 
三大课堂，整合开发 ——探索综合实践课程的有

效实施 
罗燕妮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南环小学 佛山市 

31 谈如何在研学旅行中培养小学生健康心理素质 林少环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中心

小学    
佛山市 

32 
主动融入，有机结合，形成指导模式——以综合实

践活动“卡通万花筒”方案指导课为例 
蔡昀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一

小学 
佛山市 

33 家校结合型综合实践活动模式探究 
陈章胜 黄

俊云 
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佛山市 

34 浅谈信息技术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作用 廖燕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属外国语

学校 
省直属 

35 实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有效策略 贺敏花 河源市第一小学 河源市 

36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张福英 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第一小学 河源市 

37 浅谈如何开展小学生的社会实践的活动. 赖运花 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佳辰学校 惠州市 

38 浅析新课改下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潘英瑞 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青春小学 惠州市 

39 综合实践课程对学生深度学习的促进 钟伍红 江门市农林小学 江门市 

40 让综合实践活动紧贴生活 唐文利 江门市紫沙小学 江门市 

41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教学实施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黄 坚 高州市南塘镇中心学校 茂名市 

42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中老师角色的转变 胡艾 茂名市向阳小学 茂名市 

43 浅谈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教师指导的有效性 邓晓琴 茂名市光华小学 茂名市 

44 丰盈实践活动形式，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余晓丹 汕头市澄海汇璟实验小学 汕头市 

45 劳动实践体验活动，让学生“动”起来更精彩 刘建卿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 中山市 

46 PBL 模式下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吴政 中山市西区昌平小学 中山市 

47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黄伟纯 曾

燕华 
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 中山市 

48 利用综合主题活动指导学生开展小课题的探究 钟月华 中山市石岐实验小学 中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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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如何通过具体措施提高研学旅行对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 
刘彩凤 中山市东升镇 中山市 

50 研学旅行——综合实践活动新阵地 罗东文 中山市石歧实验小学 中山市 

51 多媒体技术，帮孩子跑得更快 
周 杨  刘

豌虹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 中山市 

52 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综合课程中的应用 袁喜娥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中山市 

53 农村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的现状与对策 黎智玲 中山市东升镇新胜小学 中山市 

54 项目学习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罗其锐 中山市东凤镇中心小学 中山市 

55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

研究 
张晓青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 中山市 

56 小学低年级综合实践教学策略的探究 廖世梅 中山市东区紫岭小学 中山市 

57 研学应“研”和“学”相结合 李思韵 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小学 中山市 

58 
突破综合常规，探究课程新路——关于开展综合实

践活动常态化的新思考 
黎东明 香洲区夏湾小学 珠海市 

59 用综合实践活动的方式丰富文学社活动 周景韶 珠海市香洲区吉莲小学 珠海市 

60 
打造独一无二的“校园植物志”——小学“自然笔

记”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 
麦盈盈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小学 珠海市 

61 
深圳现代优秀文化融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行动

研究 

李冬杰 罗

佩 周丹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第四

小学 
深圳市 

62 走进故宫木建筑 培养滨海小工匠 
张淑萍 张

毛焰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 

63 
基于“设计型学习模式”（DBL）的小学创学融合

课程实践探索 
高春艳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 

64 
浅谈如何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渗透环保教

育 
廖文惠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小学 深圳市 

65 
基于 STEAM 理念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科学课整

合初探——以做一个凉爽小屋为例 
马丹仪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小学 深圳市 

66 劳动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策略                               王干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碧海校区 深圳市 

67 
地方文化融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案例研究—以

《快乐研旅新坪山》为例 

彭程 郭丽

萌 
深圳市坪山区六联小学 深圳市 

68 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提升小学生垃圾分类能力 陈艳虹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小学 深圳市 

69 家校社共育：寒假活动价值的多元开发 林小燕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小学   深圳市 

70 当前综合实践活动设计实施中的问题与突破 韩梦雪 深圳市龙华中心小学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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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信息技术在科学项目式学习探究实践过程中的运

用探索——以《太阳系》为例 
张菲菲 深圳市龙华中心小学 深圳市 

72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心理健康现状探微  赵晨曦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院附属

小学   
深圳市 

73 
浅谈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师资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 

罗红仙 王

燕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院附属

小学   
深圳市 

74 
小基地  大德育——以我校“清新自然课程”为依

托，让德育之花在综合实践活动上绽放 
杨瑜瑾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小 深圳市 

75 
从“废纸的美丽蜕变”管窥综合实践中学生核心素

养的发展       
刘 鹏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院附属

小学   
深圳市 

76 培养小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策略 赵栩玲 广州市越秀区中星小学 广州市 

77 以文化的力量，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王海霞 广州市越秀区沙涌南小学 广州市 

78 基于综合实践活动实施 STEM 课程的研究 
谢启华 冯

坤虹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实验小学 广州市 

79 
培养学生高级思维能力的 STEM 教育——以“植物

书签的制作”为例 
王旭冬 广州市青少年劳动技术学校 广州市 

80 融合.溶合.容和 
陈玉娟 卢

桂珍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小学 广州市 

81 
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培养小学生高级思维能力的教

学策略例谈 
胡睿 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 广州市 

82 从“神奇的影子”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放性 李演丽 广州市天河区黄村小学 广州市 

83 主确定课中创设问题情境的探究 何碧燕 广州市白云区马务小学 广州市 

84 提高小组合作成效的策略研究 钱惠杨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第二小学 广州市 

85 浅谈如何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中开展劳动教育 张秋带 广州市白云区南村小学 广州市 

86 
撷乡土之韵 树民族之魂——挖掘乡土教育资源，

培育民族精神的实践探究 
李泽贤 广州市人和镇教育指导中心 广州市 

87 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形成生成性资源的实践研究 吴汝丽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第三小学 广州市 

88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剪纸校本课程实施策略 梁福金 广州市增城区挂绿小学 广州市 

89 公益广告设计与制作活动的实施研究 陈宝华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夏街小学 广州市 

90 巧掘综合实践课程的“源头活水” 蓝映霞 兴宁市第一小学 梅州市 

91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核心素养的探析 吴康娣 吴川市梅菉中心小学 湛江市 

92 刍议小学中段综合实践活动课的体会 孙瑞莲 
广宁县五和镇中心小学（庄元

教学点） 
肇庆市 

93 注重实践活动，让孩子在活动中成长 冯树强 广宁县实验学校 肇庆市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78&recid=&FileName=SZTY201605002&DbName=CJFDLAST2016&DbCode=CJFQ&yx=&pr=&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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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立足实践  着眼活动  回归生活——让综合实践

真正“活”起来 
邝伙容 四会市贞山街道柑榄小学 肇庆市 

二、初中优秀作品 

（一）初中主题活动案例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美丽古村落 肖霞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佛山市 

2 “智慧扫码、幸福加码”综合实践活动案例 陈美佟 南海石门实验中学 佛山市 

3 北滘红色文化资源调查研究 秦岚凤 广东顺德北滘镇君兰中学 佛山市 

4 主题活动—美丽顺德从垃圾分类开始 张雅芸 顺德容桂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 

5 为父母做一份午餐 陈美华 梅江区水白中学 梅州市 

6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下中小学生观看抖音

情况的调查研究 
杨冰瑶 东莞市寮步镇香市中学 东莞市 

7 畅游历史街巷，品味古城风情 林素珠 惠州市惠阳区崇雅中学 惠州市 

8 探访吉他文化 助力吉他之乡 林金花 惠州市惠阳区崇雅中学 惠州市 

9 月圆中秋情 郑婧 鹤山市桃源中学 江门市 

10 
“牢记交规，安全出行”——交通安全主题

活动方案设计 
梁国飞 茂名谢鸡中学 茂名市 

11 测量生菜日需浇水量 
陈雪芸 蔡晓

虹 
汕头市东厦中学 汕头市 

12 走进博物馆——探秘南澳 I 号 
周玫燕 吴粤

锋 
汕头经济特区林百欣中学、汕樟中学 汕头市 

13 创意深中通道 周丽媛 严娟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中山市 

14 各式各样的桥教学案例 胡宝霞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中山市 

15 
珠海唐家湾古镇唐乐社区之特色文化调研报

告 

卜子晴、罗浩

曦 
珠海文园中学 珠海市 

16 课后网络作业的利与弊 
李明月、陈霄

翔 
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 深圳市 

17 
“基于 PBL 的深圳湾鸟类多样性与水污染现

状研究”活动实施案列 
王健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

团）海德学校 
深圳市 

18 走进坑梓客家围屋 欧阳海娟 深圳坪山光祖中学 深圳市 

19 疯狂牛奶盒 ——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郑丽珊 深圳宝安区海滨中学 深圳市 

20 未来教室智能化设计 饶铭辉 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培英中学 广州市 

21 “花美”花地河畔 
余朝霞、谢海

珍、杨岚岚 
广州市荔湾区东漖中学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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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校园垃圾分类与减量”综合实践课 
蓝柳英、谈敏

贤 
广州市第九十八中学 广州市 

23 
中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探究与实践活动案

例 
梁艳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中学 广州市 

24 “高铁，情系你我” 李少琼 湛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湛江市 

25 当地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探究活动案例 钱国超 广宁县宾亨镇中心学校 肇庆市 

26 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龙达荣 广宁县古水中学 肇庆市 

（二）初中微课程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成为受欢迎的人 叶慧军 河源东华实验学校 河源市 

2 垃圾分类小课堂 潘杏菊 茂名高新区七迳中学 茂名市 

3 思维导图在综合实践课程中的应用 谭鹏、吴展浩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中山市 

4 海上丝路的起点，历史深处的翠微 李乐淘、张凯淋 文园中学 珠海市 

5 结题报告的撰写 黄柏树 广东实验中学 省直属 

6 手机全息投影 罗艳 广州市青少年劳动技术学校 广州市 

7 采访问题设计 欧阳采兵、湛丽芬 广州市增城区增城中学初中部 广州市 

8 思维导图的画法 温慧婷 广州市增城区实验中学 广州市 

9 生活中折射现象 罗观祥 蕉岭县镇平中学 梅州市 

（三）初中录像课例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成果展示的方法与技巧 杨冰瑶 东莞市寮步镇香市中学 东莞市 

2 爱在家人间 颜芸 茂名市博雅中学 茂名市 

3 “生菜自动灌溉系统”分享会 陈雪芸 汕头市东厦中学 汕头市 

4 中国的海洋资源——从汕头海洋资源谈起 李焕伟 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实验中学 汕头市 

5 地标性高楼 
谭鹏、胡宝

霞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中山市 

6 
网上搜题对初中生学业的影响之调查问卷的

设计 
梁兆韵 中山一中西区中学 中山市 

7 实践领悟身边历史，志愿讲解珠海文化 蒋巧珍 珠海市第九中学 珠海市 

8 悲恨长天，铭记珠海抗日烽火 蒋巧珍 珠海市第九中学 珠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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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创客空间 朱琳 
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

中学 
深圳市 

10 水的烦恼·城市内涝解决方案活动探究 齐航 深圳市育才二中 深圳市 

11 消防安全教育 陈冠冰 广宁县古水中学 肇庆市 

（四）初中教学论文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开发博物馆课程  让研学更精彩——以“佛山印记.南海

博物馆”为例 
黄晓华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 

2 科学评价让行走的课堂充满智慧 肖 霞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佛山市 

3 
巧用思维导图，培养关键能力——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

运用思维导图的尝试 
麦雁玲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佛山市 

4 开设 3D 打印课程，为综合实践活动课助力 蒋华容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佛山市 

5 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策略探究 刘肖媚 龙川县老隆镇维嘉学校 河源市 

6 “一线多题”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林金花 惠州市惠阳区崇雅中学 惠州市 

7 “一线多题”下师生角色定位的改变 林素珠 惠州市惠阳区崇雅中学 惠州市 

8 创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许田金 茂名市博雅中学 茂名市 

9 基于信息化工具支持的跨学科微项目深度学习模式研究 
陈燕生 蔡

晓虹 
汕头市东厦中学 汕头市 

10 构建趣味 STEM 课堂——以综合实践“坚固的大楼”为例 刘亚平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中山市 

11 浅谈综合实践活动中环保教育的渗透 冯美江 中山市民众镇德恒学校 中山市 

12 
基于 STEM 教育理念的综合实践课探索---以“创意深中通

道”为例 
周丽媛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中山市 

13 走向社会，让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成长 杨智 中山市民众镇德恒学校 中山市 

14 浅谈初中综合实践的有效性 邹建平 中山市西区聚星学校 中山市 

15 
以乡土教育活动促进传统文化回归的尝试-以珠海市翠微

村乡土调研活动为例 

李乐淘、张

凯琳 
珠海文园中学 珠海市 

16 综合实践教学模式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叶凯伦 深圳市龙岗区扬美实验学校 深圳市 

17 “以花为媒”综合实践活动中学生探究性学习能力培养 余朝霞 广州市东漖中学 广州市 

18 浅谈“纸游戏”在初中综合实践活动中的运用 梁余多 广州市西关广雅实验学习 广州市 

19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课堂教学策略探究——基于积极心理

学视角 
吴小艺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第二中学 广州市 

20 校本化综合实践活动的主题选择 李少琼 湛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湛江市 

21 
从“保护生物圈——从自身做起”综合实践课谈学生环保

意识的培养 
郑维培 广宁县五和中学 肇庆市 

22 浅谈农村乡镇中学的综合实践活动 杨伟轩 排沙中学 肇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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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优秀作品 

（一）高中主题活动案例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鸡蛋撞地球装置设计大赛 古萌 梅江区梅州中学 梅州市 

2 创意生活我来造 刘翔武 顺德一中 佛山市 

3 丁达尔效应摄影活动 范爱君 三水区华侨中学 佛山市 

4 屋顶花园 李双月 谢根根 惠州市实验中学 惠州市 

5 探究地沟油对过氧化氢酶活性影响 魏美艳 惠阳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惠州市 

6 探究人类的“第五空间”——厕所革命 张佳豫 鹤山市鹤华中学 江门市 

7 夏日嬷嬷茶 黄智健 鹤山市鹤华中学 江门市 

8 测定水质，助力高州冼恩湖更美 谢施文 高州市第四中学 茂名市 

9 “我为亲人写传记”历史实践活动案例 匡丹丹 茂名市第十七中学 茂名市 

10 设计制作水火箭 郑丹云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 汕头市 

11 利用废弃物品自制物理实验器材 刘耿武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 汕头市 

12 
探神奇地貌访闽南古村——2019 福建漳州地质地貌主

题综合实践活动 
郭华夏许敏琳 汕头市华侨中学 汕头市 

13 
探访凤岗古村落  领略古村落之美  ——关于凤岗古

村落现状的调查 
徐俊杰 汕头市达濠华侨中学 汕头市 

14 
潮阳区城市创文现状及前景展望----以棉城文光街道

中山东路为例 
徐雪伟 汕头市潮阳第一中学 汕头市 

15 小区域植被的综合性研究初探——以二中校园为例 刘文杰 中山市第二中学 中山市 

16 “走近创客，勇于创新”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张舒琪、林贵欣 中山市濠头中学 中山市 

17 
普高女生外出安全防范意识的调查研究 ---以中山市

濠头中学为例 
陈翠媚、黄清榆 中山市濠头中学 中山市 

18 青春毕业季 林艳明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中山市 

19 
高中生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的调查研究——以中山市

濠头中学高中生为例 
王司敏、张嘉敏 中山市濠头中学 中山市 

20 
高中生人工智能技术素养的调查研究 ---以中山市濠

头中学为例 
陈蓉、韦丽捷 中山市濠头中学 中山市 

21 超级过山车搭建 STEM 项目 曾杰 广东实验中学 省直属 

22 
“趣玩酷创” ——-来深建设者二代亲子创客行教学

设计 
余丽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深圳市 

23 深圳中学 2019 社会实践主题探究优秀作品集 李枫 深圳中学 深圳市 

24 STEM 理念下培英中学创意劳动主题实践活动 付新新 广州市培英中学  广州市 

25 湛江海湾水体污染 谢姗姗 湛江市第四中学 湛江市 

26 “湛江市母婴室分布现状”综合实践活动 黄小娇 湛江市第四中学 湛江市 

27 奔跑吧，环保车 张燕清 广东肇庆中学 肇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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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微课程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如何将问题转化为研究课题 刘翔武 顺德一中 佛山市 

2 建立血糖平衡调节模型 洪冰冰 惠州市惠阳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惠州市 

3 “垃圾分类”社会调查分析 吕君红 鹤山市鹤华中学 江门市 

4 “垃圾分类”模拟听证会 陆博俊 广东汕头华侨中学 汕头市 

5 创意的 3D 设计 周辉 中山市第二中学 中山市 

6 智能家居的实现 樊秋平 珠海市斗门区和风中学 珠海市 

7 分析整理资料之数据分析基础 曾杰 广东实验中学 省直属 

8 怎样准备开题报告 宣泽宵 广东实验中学 省直属 

9 生态文明选题指导课 王明新 广东实验中学 省直属 

10 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 王剑 广东实验中学 省直属 

11 访谈法 黄颖 广东实验中学 省直属 

12 研究的基本方法 陈宗兰 广州市增城区增城中学 广州市 

13 用洋葱鳞片叶外表皮观察质壁分离自动复原实验 徐惠明 蕉岭县蕉岭中学 梅州市 

（三）高中录像课例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交通与城市发展 李双月、李琳 惠州市实验中学 惠州市 

2 地球的圈层结构教案 朱丽琼 惠阳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惠州市 

3 尊重文化多样性 黄苏敏 惠阳中山中学 惠州市 

4 “固体废弃物”调查研究 彭莹莹 鹤山市第一中学 江门市 

5 “大雁山”研学实践 吕君红 鹤山市鹤华中学 江门市 

6 “美丽家乡”研学实践 吴燕霞 茂名市第十七中学 茂名市 

7 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写作指导 张捷 汕头市下蓬中学 汕头市 

8 土壤中小动物类群丰富度的研究 檀广兵 李惠琴 中山市桂山中学 中山市 

9 黄圃腊肠中脂肪的提取和鉴定 吴涛 仵瑞华 中山市第二中学 中山市 

10 基于研究性学习的网页制作作品分析 陈智敏 唐群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 

11 灯饰的造型与创意 吴铮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中山市 

12 滑翔机的制作 樊秋平 珠海市斗门区和风中学 珠海市 

13 探究净水装置 王明新 广东实验中学 省直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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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学做数据大咖 朱爱平 广东实验中学 省直属 

15 
社会调查法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研究 
欧志萍 广宁县广宁中学 肇庆市 

（四）高中教学论文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基于网络环境下研究性学习的有效指导探讨 刘翔武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佛山市 

2 融合多方资源 培养地理实践力 李双月 刘洁 惠州市实验中学 惠州市 

3 基于新课标新教材理念的淡水河流域研学活动设计 杨春红 罗小芬 惠阳中山中学 惠州市 

4 科学的研究，导出学科的数据 吕君红 鹤山市鹤华中学 江门市 

5 学科融合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活动经验浅谈 杨小红 高州市四中 茂名市 

6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潮汕农村高中生生涯规划

初探 
雷玲 林镇坚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 汕头市 

7 浅谈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的问题及建议 许佳丽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 汕头市 

8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高中生综合实践活动指导实践 傅彬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 

9 有效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余铁青 何新 中山市桂山中学 中山市 

10 美国高中生研学实践：中山优秀文化体验 帅飞飞 中山市濠头中学 中山市 

11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的设计与开发 王明新 广东实验中学 省直属 

12 STEM 教育融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区域推进策略 余丽 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深圳市 

13 
在新高考形式下开展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实践活动的

必要性 
莫宇兰 湛江市第二十中学 湛江市 

四、区域（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典型案例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所属市 

1 鱼！渔！娱！—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 蓝子婷 佛山市顺德区天连小学 佛山市 

2 关注城市发展 共创美好生活 陈灏文 陈奕诗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佛山市 

3 以孝承心 以德亮灯 吴敏仪 陈健欢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星小学 佛山市 

4 我爱我的家 曾映虹 河源市第三小学 河源市 

5 小学校园植物景观现状分析--以陈江小学为例 黄慧华 仲恺区陈江小学 惠州市 

6 “博爱中山”校本特色研学旅行实践 林思忠 惠阳区中山中学 惠州市 

7 综合实践活动课（研学实践）实施典型案例 张友胜 鹤山市龙口中学 江门市 

8 
北郊中心小学“爱我蓬江”校本课程与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整合共生典型案例 
谭冬菊 江门市蓬江区北郊中心小学  江门市 

9 关于非遗武术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林少华 江门市美景小学 江门市 

10 贯溪小学“溪韵”文化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整合共 周翠芬 黄晓红 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贯溪小学 江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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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典型案例 

11 
防范火灾风险，创建美好校园——消防疏散演练活

动方案 
梁红秀 高州市南关小学 茂名市 

12 新垌茶文化 邓秋艳 新垌中心学校开泰校区 茂名市 

13 茂名方言  湛舒舒 茂名市光华小学 茂名市 

14 茂名市向阳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典型案例 梁春蓝  李小翠 茂名市向阳小学 茂名市 

15 智能小车项目 肖亮松、尤立娟 汕头市华侨中学 汕头市 

16 探寻濠江历史文化 陈爱辉、曾怡媛 汕头市达濠华侨中学 汕头市 

17 非遗传承——醉龙 王兆娥 林家茵 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 中山市 

18 图画书“悦”读 陈玉梅、朱海英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中山市 

19 
开展风筝制作活动 传承中国民俗文化——小学综

合实践特色课程案例设计 
莫国强、韦兰英 中山市横栏镇横栏小学 中山市 

20 培智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方案——科学主题 朱海英、秦雪梅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中山市 

21 豆子里的学问 杨健荣 中山市民众镇新平小学 中山市 

22 传四最精神，扬水乡文化 冯润根 中山市民众镇新平小学 中山市 

23 禾虫日渐减少的原因 冯满华 中山市民众镇新平小学 中山市 

24 基于研究性学习的主题网页制作 陈智敏、于大泽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 

25 模拟法庭实践活动 
张淑萍 李美芳 

何燕娴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 

26 中国木建筑（走进故宫）实践活动 张淑萍张毛焰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 

27 船模型制作——走进近代航海故事及航行活动探索 黄翠玲、黄小霞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 

28 三年级服饰文化设计绘制系列实践活动 王燕妮黄  静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 

29 快乐研旅新坪山 李远良、袁媛 深圳坪山六联小学 深圳市 

30 我心目中的东坡号 田青 深圳市福田区文天祥小学 深圳市 

31 
借助地域资源不断融合创新——记广州市荔湾区康

有为纪念小学茶文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 

刘婉莉、李丽华、

黎国卿 
广州市荔湾区康有为纪念小学 广州市 

32 学校门前的驷马涌 梁丽珠、陈家嫦 广州市荔湾区汇龙小学 广州市 

33 空中田园躬耕课程 曹婉仪、吴若冲 广州市西关广雅实验学校 广州市 

34 以花为媒，实施雅趣综合实践课程 杨佩华、潘宝珠 广州市东漖中学 广州市 

35 “翠竹文化”校本特色综合实践活动 易颖贤 广州市海珠区绿翠小学 广州市 

36 古为今用 草本驱蚊 黎超莹 辛兆恩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小学 广州市 

37 STEM 课程：竹蜻蜓的设计与制作 张素文、温小金 
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教学指导

中心、正果镇中心小学 
广州市 

38 
仙村文化的探究——我为荔枝代言发光故事展板经

验总结 
徐舜霞 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中心小学 广州市 

39 悠悠文化湛江情 卜庆利 湛江市第六中学 湛江市 

40 《关于湛江市行道树树种的调查与研究》 黎佩茹 湛江市第四中学 湛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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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古法造纸》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方案 伍锦玲 四会市贞山街道邓村学校 肇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