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评

审结果公示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

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

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结合省教育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工作

推进需要，我院组织开展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征集活动。

共收到 5 个专题共 789项项目式学习案例。经专家评审，遴

选出拟评为优秀案例 492 项，其中一等优秀案例 82 项、二

等优秀案例 170项、三等优秀案例 240项。现将有关评审结

果予以公示（见附件 1、2、3）。公示期从 1 月 11 日至 1 月

17 日，共 5个工作日。 

在公示期内，如对评审结果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反映

意见。个人来函必须署真实姓名，单位来函必须加盖公章，

反映的情况必须具体真实，否则不予受理。地址：广州市越

秀区广卫路 14 号省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室 705 室，邮

编 ： mubc@gdedu.gov.cn ， 联 系 人 : 牟 老 师 ， 电

话:020-83525417。 

 

附件：1.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拟评为一等优秀

案例名单 



2.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拟评为二等优

秀案例名单 

3.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拟评为三等优

秀案例名单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         

2022 年 1月 11日         



附件 1 

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拟评为一等次优秀案例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等次 

1 小小设计师——轴对称图形与剪纸艺术 
孔珍、常春丽、万宝莹、周园、

钟遂贤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 

2 “创演+”京剧教学育人功能优化 
徐丽红、陈洁燕、高萌萌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 

3 读诗歌 诵诗情 创诗韵 
周婷、赵立研、张启未、 

孙绍雨、黄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 

4 

自我赋能点火。助力青春 启航——基于

“我和我的祖国，我的附中故事”爱 国

教育党史项目式活动 黄曼旖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 

5 影响城市校园小菜园农作物生长的因素 
冼雪玲、谭佩仪、黄梓铃、 

陈秋霞、黄慧、钟雅妮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风中学 

一等 

6 
美“荔”劳动，童心践行——传承荔乡

文化主题劳动实践活动案例 
吴小艺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第二中学 

一等 

7 广式宫灯的传承与发展 熊翠梅 广州市南沙东涌中学 
一等 

8 守卫安全——警报装置的设计与制作 吴智伟、赵佩贤、舒明明 广州市满族小学 
一等 

9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馆校合作课程开发—

—以走进南越王博物馆为例 

张慧、姜良毅、张惠贤、 

张玉红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 



10 
蕴藏中国文化元素的榫卯结构——收纳

式创意汉字多功能书架设计制作 
钟朱杰、程瑶 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 

11 我是种植小能手 龙翠闪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第五小学 
一等 

12 玉龙学校水培水稻项目 黄美芳、王琴玉 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 
一等 

13 
《合奏<小星星变奏曲>——设计制作小

乐器》 

许立希、姚毅锋、彭一青、 

钟琼、姜涛、戴安艺 

深圳市盐田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

学校 一等 

14 
粒粒皆辛苦——基于汉字“禾”的项目

式学习探索 

刘汉文、彭丽文、宋菊、 

李玉婷、  邹严、杨越 
深圳市盐田区田心小学 

一等 

15 3D创作，献礼百年 
黄丽云、叶晓晴、刘奇、 

房晋雄、肖海华、朱瑞娟 
深圳市碧波小学 

一等 

16 
最美“龙高紫”——E-STEAM 亲自然校园

“风雨走廊”营造项目 

苍莉、徐莉、李晓军、曾敏、

高兆友、邹家位 

深圳市龙华高级中学教育集团高

中部 一等 

17 养好盐田的胃——田心菜市场优化设计 
李凡 、雷子欣、陈家舜、 

党雅琪、 程帆、 黄祖林 
深圳市盐田区林园小学 

一等 

18 班级菜园 黄嘉嘉 深圳市向西小学 
一等 

19 《农作物害虫防治探究》--利用 AI 技术 
钱秉阳、钟丽霞、王欣昀、 

吴锦鑫、曾倩君、廖先平 
深圳市盐田区云海学校 

一等 

20 阳台微花园 陈建香、林宋玲、谢宝凤 福田区外国语学校南校区 
一等 

21 沉浸体验农业生产，科学打造立体农场 
林锋、黄瑜清、郭婷婷、 

刘银萍、秦坤 珠海市紫荆中学 一等 

22 高中英语整本书共读 
陈舒祺 汕头市实验学校 一等 



23 玩转“再生纸” 
肖少兰、陈朴子、林烁婷、 

杨洋、谢越 汕头市龙湖区绿茵小学 一等 

24 《走进潮汕文化--潮汕工夫茶》 
杜 爽、沈观雄、陈万冬、 

林丽琼、林  瑶、李欣莅 汕头市澄海实验小学 一等 

25 《童慧改造·同创农苑》 
谢景霞、张艳云、梁文粤、 

廖海靖、程佩桦、招婉文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一等 

26 《我是校园绿化养护师》 
张永新、吴兆任、蒋诗琪、 

陈弘皓、欧阳磊 
佛山市顺德区罗沙小学 

一等 

27 《STEM理念下的“垂直花园”》 
沈伟绪 邱剑锐 梁静怡  叶

健萍 

南海区大沥镇教育发展中心 ，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一等 

28 《制作创意生态瓶项目式活动》 吕秀贤，刘翔武 顺德区顺德区第一中学 
一等 

29 
《关怀夕阳，创造智能时代老人院——

基于 STEAM理念下的智能老人院创作》 
伍家俊、马才平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杏联初级中

学 一等 

30 《传承红色基因 献礼建党百年》 
张丽琴、张丽芬、林靖雯、 

李婷婷、陈杨 
佛山市铁军小学 

一等 

31 

《美丽乡村，宗祠寻踪——以龙山地区

宗祠为例探究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项目

式学习活动案例》 

林慧珊、张丽莉、李燕婷、 

张志荃、闫丽娟、洪伟跃 
顺德区龙山初级中学 

一等 

32 《探究生物间的交流介质—空气》 
郭丽萍、皇甫宣政、周晓晓、

饶小锋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一等 

33 
《“走近中草药 打造百草园”的体验活

动》 

梁兆玲、夏荣群、胡蕴玲、 

朱宏辉、蒋明华、刘慧敏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苏溪小学 

一等 

34 《Small eyes, big world小眼看世界》 
曾奕纯、陈燕青、肖静、 

陈玉金 
佛山市禅城区佛科实验小学 

一等 



35 
《童眼探花窗——岭南花窗文化探究活

动》 

陈小洁、黄韶斌、冯海斯、 

刘欣平、梁瑞英 
佛山市第九小学 

一等 

36 《争当智慧小农夫，无土栽培新劳动》 邓艳君 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实验小学 
一等 

37 
《见“圾”行事——关于垃圾分类的项

目式学习活动》 
蓝子婷、肖向阳 佛山市顺德区天连小学 

一等 

38 
《智能防淹水汽车停车位系统的设计与

制作》 
刘伟玲、邹绮颜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初级中学 

一等 

39 
《顺峰山公园水质对白蚊伊蚊繁殖的影

响》 
苏静、陈晓璇、邹德乐 佛山市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一等 

40 《垂直菜园工程师》 
刘晓婷、黎钲潮、黄绵滢、 

陈章胜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一等 

41 
《“水稻的一生”种植实践项目式学习

案例》 
蔡玉影 顺德区陈村镇潭村小学 

一等 

42 《探究广府美食，争当传承达人》 陈雁妍、梁健霞、杨丽云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下东鲁

小学 一等 

43 《减震小车的设计与制作》 
赖钧顺、林庆河、梁培明、 

姚丽娟、梁韵虹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学 

一等 

44 搭建鸟巢工程 
饶斌 

韶关市曲江区余靖小学 
一等 

45 粽子带来的第一桶金 
王慧蓉 韶关市浈江区碧桂园外国语学校 一等 

46 
基于工程设计的“纸过山车模型设计与

制作” 白伟嫦 广东北江中学 一等 

47 我建构的家乡建筑“八角楼” 
黄小珍、陈思思等 东源县第一幼儿园 一等 



48 
冻干柠檬片真的可以更好地保留柠檬中

的维生素 C吗？ 
曾瑞芳、罗珺镱 

深圳中学河源实验学校 一等 

4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多学科课程的有效

融合--以汉服文化，书画装裱为例 

罗庆松、张崎珍、江愉华、 

黄利春、刘志科、钟国玲 梅州市梅江区联合中学 一等 

50 舌尖上的酸菜 
田禹良、周东兰、孙紧娣、 

古萍宝、袁芳、苏巧青 

高陂镇埔田田家炳小学、大埔县

教师发展中心、梅州市教育局 一等 

51 劳动最美  感恩在行 
丘美玲、魏乃标、房国辉、 

黎水财、张观强 大埔县华侨中学 一等 

52 这月我当家---我是小小统计员 
黄惠娟、 钟玉坤、张晓华、

张剑威 平远县教师发展中心 一等 

53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下能源

产业的发展－－以华润（海丰）电力有

限公司为例 甘蕾蕾、李俊录 汕尾市城区捷胜中学 一等 

54 《探寻红色文化校园传承新路径》 
姚兴华 汕尾市城区新城中学 一等 

55 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酒的酿制 
智强、周海燕、黄莉、彭雪宰、

龙江、卢泽阳 陆河县阿田中学 一等 

56 
《走近彭湃——发现不一样的红色海

丰》 

刘斯妮、单志福、黄可欣、 

卢燕妮、张佳娜、柯佳佳 海丰县红城中学 一等 

57 无接触消毒装置设计与制作 
赖冬梅 东莞市东城第五小学 一等 

58 小药工体验记 
康晶晶 文庆 东莞市南城阳光第九小学 一等 

59 探瓦当文化•赏艺术之美 
施伟红、刘鑫、周赟、梁楚、

廖新新、刘崧滔 东莞市莞城步步高小学 一等 



60 探究客家山歌文化 
罗慧文、李婷妮、丘小敏、 

严柳燕、 东莞市凤岗镇实验小学 一等 

61 探秘南社古村，传承楹联文化 
陈凤章、许伟超、袁燕儿、 

卢秀兴、刘转云 

东莞市茶山镇第三小学、东莞市

茶山镇教管中心 一等 

62 寻味寮步豆酱，传承莞味经典 
肖婷、梁创标、卢丽霞、 

李雯婕 寮步镇实验小学 一等 

63 校园垃圾分类 
李佩欣、黄文华、潘锦嫦、 

曾燕华、张丹、罗悦珊 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 一等 

64 “从面膜基布到非织造布”项目学习 
刘纪伟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一等 

65 知识助力，科学防疫 
李兰、罗颖茹、谭波、 

吴涛（华南师范大学） 中山纪念中学 一等 

66 PM2.5赖上厨房了 
詹小琼、陈洪枝 中山市石岐第一小学 一等 

67 “小天裁，大学问” 
邓雁樱、郭静珊、莫晴雯、 

许昊昱 中山市石岐第一城小学 一等 

68 盘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万彬彬、蔡静娜、罗锦、 

吴敏华、梁晓琪、黄晨旭 中山市大涌镇岚田小学 一等 

69 《重温长征岁月 传承长征精神》 
吴丽辉、林敏朝、  何娟 、

林钰彤、 张小玲、吴敏玲 中山市实验小学 一等 

70 
《向日葵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实践研

究》 

林冬妮、詹海洲、潘演、 

张卉丹、范晋哲、张琳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一等 

71 《打造“三园”，智创种植》 
陈海凤 湛江市第八小学 一等 

72 《菠萝大变身》 
唐艺恒 湛江市第八小学 一等 



73 万家灯火 人间星河——电的探秘之旅 叶萍、岑燕君、赖淼 信宜中学 
一等 

74 桥北校区图书馆室内设计项目 
梁星梅、陆宗远、莫锦华、 

冯坚、冯菲菲、李玉婷 肇庆市第十五小学 一等 

75 把英语融入生活  让学习服务社会          
叶健红、夏贤坤、章雪梅、 

冯绮君、潘洁莹、颜冬 肇庆市第一中学 一等 

76 传承红色基因，献礼百年华诞 唐建强、黄小丽 阳山县阳城镇中心小学 
一等 

77 
种植实践砺心智  研学拓展促成长——

“劳美小当家”项目式学习活动案例 

林新莉、刘洁、黄桂红、 

周伟玲、黄兴梅 潮州市湘桥区实验学校 一等 

78 

基于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学科融合探究

——《校园花圃创意设计》劳动实践系

列课程 

谢晓璇 、李馥旻 、曾文銮、 

吴尉 、邓嘉瑶、 蔡文娇 潮州市湘桥区兴华学校 一等 

79 “包装的学问”项目式学习案例” 
刘苗英 揭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 

80 安全用电 
林锦波、林庆瀚、李卓锋、  

赵凤卿 揭西县棉湖镇实验学校 一等 

81 
探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以揭

西县坪上镇乡村振兴为例 

陈淑芸、林馥莹、郑晓玲、 

江泽君、刘小林、邱静红 揭西县河婆中学 一等 

82 走进多彩世界，探秘植物色素 
区晓嫦、叶宗成 罗定中学 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