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科学做好入学准备专题

征文评选结果的公示

为深入贯彻《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3—6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精神，正确把握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学习与发展规律，总

结提升幼儿园教师科学育儿的经验及理论水平,结合《佛山市教育

局转发上级关于开展 2019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佛

教基〔2019〕28号）要求，我局开展了幼儿园教师“科学做好入

学准备”专题征文评选活动，共收到各区初评论文、案例和活动设

计 508篇，经专家评选，拟认定李宇娜等 255位教师获奖。现予以

公示，公示日期为 2020年 7月 8日至 7月 14日。

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用真实身份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向市教

育局学前教育科反映。个人来电、来件请附联系方式，单位来件请

加盖公章。否则，不予受理。电话： 83831637，邮箱：

fsjyxqk@foshan.gov.cn。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mailto:fsjyxqk@fosh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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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佛山市 2019年“科学做好入学准备”专题论文评

选拟获奖名单一览表

2.佛山市 2019年“科学做好入学准备”专题案例评

选拟获奖名单一览表

3.佛山市 2019年“科学做好入学准备”专题活动设

计评选拟获奖名单一览表

佛山市教育局

2020年 7月 8日



附件 1

佛山市 2019年“科学做好入学准备”专题论文评选拟获奖名单一览表

序号 题目 单位 作者

特等奖

1 浅谈运用数学绘本开展幼儿的启蒙教育 禅城区玫瑰园幼儿园 李宇娜

2 在歌唱活动中提升幼儿学习品质的策略探讨 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邓娟英

3 基于幼小衔接视角下大班幼儿前书写活动的研究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曾海燕

4 科学衔接，让孩子快乐起航 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杜翠菊

5 浅谈幼儿园如何在去“小学化”下做好幼小衔接 南海区保利花园幼儿园 何秀慧

6 大班幼儿任务意识的培养策略 南海区桂城金域幼儿园 卢丽萍

7 浅谈大班幼儿记录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南海区西樵英才幼儿园 张侨育

8 家园携手促进幼小衔接有效过渡 南海区里水镇教育局 蔡杏萍

9 科学做好入学准备—论幼儿文明礼仪培养的方法 南海区里水中心幼儿园 李梅燕

10 幼儿读写能力准备的内涵、问题及建议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廖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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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区域活动中幼儿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 顺德区容桂蓓蕾幼儿园 戴伟贞

12 浅谈学前教育“小学化”成因及其对策 三水区南边小英杰幼儿园 方烁

13 巧用公众号绘本助力家园同步共育幼儿责任意识的培养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黎海春

14 浅谈疫情下如何科学做好幼小体育衔接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冼银凤

15 让语言艺术助力幼小衔接 三水区白坭镇岗头中心幼儿园 冼萍芬

16 大班幼小衔接中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策略 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黄勇娟

17 浅谈学龄前儿童的早期阅读 高明区机关幼儿园 黎志娴

一等奖

1 利用新智能媒体技术实现家园沟通零距离 禅城区玫瑰园幼儿园 张靖雯

2 探析幼小衔接数学教学的问题化 禅城区祖庙街道万科中心城怡乐幼儿园 陈嘉欣

3 浅谈大班幼儿合作能力的培养 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利祖棣

4 STEAM教育理念下大班幼儿在“酵素工坊”活动的能力提升探索佛山市惠景幼儿园 温云梅

5 运用无稿剪纸提升大班幼儿创造力的实践研究 禅城区文华力迅幼儿园 何 璇

6 浅谈幼小衔接的问题与对策 禅城区小博士幼儿园 刘 晶

7 幼儿教育中积极情绪情感的培养 佛山市幼儿园 李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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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浅谈开展幼小衔接工作的有效策略 禅城区霍陈秀苗幼儿园 李小梅

9 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搭建幼小衔接桥梁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幼儿园 陈润雯

10 幼小衔接教育问题和对策研究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幼儿园 刘惠玲

11 浅谈幼小衔接教育 禅城区南庄镇爱迪堡幼儿园 周婉文

12
在幼儿德育中巧用绘本的策略探究——以《花木兰》为例浅谈

大班德育活动的开展
禅城区九珑璧幼儿园 罗倩雯

13 在游戏中幼儿规则意识的培养 禅城区丽日豪庭幼儿园 吴洁媚

14 浅谈家长参与化解幼小衔接心理压力的方法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李光坤

15
以《幼儿园工作规程》为导向 合理推进幼儿素质教育——为幼

儿进入小学做好科学的准备工作
佛山市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 陈小玲

16 基于儿童视角 科学做好幼小衔接 南海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吴燕飞

17 科学做好幼儿入学准备的教育方法与途径 南海区桂城街道教育局 夏青

18 浅谈大班幼儿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 南海区桂城保利西雅图实验幼儿园 梁玉华

19 开启独立的钥匙 迈进小学的大门 南海区九江中心幼儿园 岑嘉欣

20 导航式专题园本培训 确保幼小衔接质量 南海区九江沙头中心幼儿园 刘水燕

21 浅谈善用绘本阅读对助力幼小衔接的研究 南海区九江上东幼儿园 关丽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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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班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南海区西樵镇显岗幼儿园 陈秋平

23 科学做好入学准备中大班幼儿自我效能感提升的策略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李燕开

24 家园共育，培养大班幼儿时间观念的研究 南海区大沥沥东幼儿园 卢燕婷

25 幼儿教育小学化的问题分析及应对策略 南海区大沥谢边幼儿园 苏杏梅

26 浅谈关注幼儿入学前的心理健康 南海区大沥健康幼儿园 谭君嫦

27 论如何科学做好幼小衔接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第一幼儿园 郭慧

28 幼小衔接视角下幼儿良好行为习惯养成浅析 南海区狮山官窑中心幼儿园 何颖瑜

29 蒙特梭利教育之培养幼儿独立能力对幼小衔接工作促进的研究 南海区罗村嘉禾新城实验幼儿园 谭玲

30 浅谈幼小衔接中大班幼儿看图讲述能力的培养 南海区狮山明日之星幼儿园 陈秀梅

31 浅析大班幼儿心理压力有效促进幼小衔接的开展 南海区狮山镇小塘第一幼儿园 李雪洪

32 科学衔接，幼小零距离 南海区里水和顺中心幼儿园 汤洁英

33 “去小学化”背景下的幼小衔接初探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万贞妮

34 大班幼儿前阅读能力的培养 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张如燕

35 浅谈幼儿园大班幼小衔接实施策略 顺德区北滘镇第二幼儿园 陈素虹

36 巧借区域活动助力幼小衔接 顺德区龙江城区幼儿园 谢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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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通过“家长学校”让家长科学认识幼小衔接 顺德区伦教荔村爱玲幼儿园 卢莉静

38 如何在班级管理中科学地进行幼小衔接 顺德区陈村镇诺培儿幼儿园 简淑冰

39 论家长如何科学地做好幼小衔接的准备 顺德区陈村镇潭洲湾幼儿园 袁娟

40 浅谈幼小衔接的有效策略 顺德区大良街道凤城幼儿园 张 艺

41 让幼小衔接在大班幼儿绘本阅读中起航 顺德区勒流健儿幼儿园 官彩琴

42 科学做好“幼小衔接”入学准备的思考 顺德区陈村镇睿星贝贝幼儿园 王欢

43 大班幼儿注意力的培养策略 顺德区机托·绿田幼儿园 叶小芳

44 家庭教育是幼小衔接的基石 顺德区乐从中心幼儿园 李春连

45 幼小衔接中学习品质的培养 顺德区杏坛润苑幼儿园 赵越

46 从幼儿一日生活活动浅谈幼小衔接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郑妙榕

47 浅谈做好科学入学准备——教师要怎么样做 三水区童星幼儿园 郑诗琪

48 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与融合 三水区乐平小星星英语实验幼儿园 谢蝶桃

49 如何科学做好幼小衔接 高明更合镇白石幼儿园 麦艳芳

50 浅谈幼儿自我服务能力的培养 高明区更合镇白石幼儿园 周旋香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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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决幼儿园小学化教育的方法 禅城区镇安幼儿园 陈丽

2 家园合作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研究 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吴敏玲

3 探索家、园、校三方合作对科学幼小衔接的有效方式 禅城区张槎街道中海可砾幼儿园 黄玮

4 如何提高大班幼儿的前书写能力 佛山市惠景幼儿园 郑 瑾

5
以《幼儿园工作规程》为导向 合理推进幼儿素质教育——为幼

儿进入小学做好科学的准备工作
佛山市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 陈小玲

6 浅谈在进餐环节中提高幼儿的自我管理能力 禅城区祖庙街道普君幼儿园 霍焕敏

7 在美术教育中培养幼儿的创造力 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郑嘉怡

8 浅述如何在体育游戏中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 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卓美凤

9 浅谈绘本在幼儿园美术创意活动的实践与探索 禅城区育英幼儿园 黎丽华

10 浅谈如何在一日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 禅城区乐培幼儿园 谢红敏

11 幼小衔接的幼儿心理问题及对策 禅城区南庄镇贺丰幼儿园 梁芙芳

12 共同携手，托起明天的太阳 禅城区中发幼儿园 肖容香

13 幼儿良好习惯的养成有促于幼小科学衔接 禅城区南庄镇紫南幼儿园 谭芳

14 浅谈如何消除小班初入园分离焦虑症 禅城区圣恩幼儿园 黄少想

15 幼儿园应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工作 禅城区圣恩幼儿园 黄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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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论幼儿的专注力的形成 禅城区教工第二幼儿园 丘嘉仪

17 遵循教育本质，守护孩子的自然起跑线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王尚标

18 培养幼儿数学兴趣，助力幼小衔接 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麦福意

19 浅谈幼小衔接“课间十分钟“的组织与实施 南海区桂城中心幼儿园 许桂兰

20 浅谈为入读小学做好准备中如何培养幼儿创新思维的实践 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黄淑姝

21 在幼小衔接中巧用体育游戏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 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徐叶群

22 科学做好幼小衔接——幼儿良好习惯培养的策略探讨 南海区桂城康乐怡幼儿园 邓淑敏

23 浅谈幼小衔接中幼儿学习品质的培养 南海区桂城景裕豪园幼儿园 梁柳燃

24 如何提升大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 南海区桂城中心幼儿园 张 娜

25 论幼儿良好自主学习习惯的构建与培养 南海区桂城叠翠华文幼儿园 邓修燕

26 家校助力幼小衔接的实践与研究 南海区桂城星晖幼儿园 杨小贤

27 试析素质教育倡议下如何做好幼儿入学准备工作 南海区桂城叠翠华文幼儿园 郑雪莲

28 “规则”带幼儿走好人生的转折点 南海区桂城夏北幼儿园 林燕贤

29 幼小衔接背景下幼儿规则意识与行为的培养策略 南海区九江沙头中心幼儿园 陈格连

30 当前幼儿园幼小衔接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 南海区九江下西新星实验幼儿园 冯红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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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探究开放性提问助力幼儿入学准备的策略——以大班绘本教学

为例
南海区西樵新城区幼儿园 梁美英

32 幼小衔接 科学准备——谈如何提高幼儿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南海区西樵泰和幼儿园 梁惠超

33 利用阅读活动培养幼儿大胆表达能力的策略研究 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梁杏好

34
自主学习伴终身 科学入学显灵通——科学做好入学准备教育

策略之我见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李志敏

35 协调各方力量，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南海区大沥盐步中心幼儿园 陈敏嫦

36 幼小衔接中七感游戏与阅读识字相结合 南海区大沥河西幼儿园 李君芳

37 浅谈当前幼小衔接教育工作的现状与对策 南海区大沥联安幼儿园 彭蕾

38 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现象及对策 南海区大沥布鲁森国际实验幼儿园 王静琪

39 浅谈幼儿八大能力发展对幼小衔接的重要性 南海区大沥童畅金沙湾幼儿园 胡丽旋

40
以一日常规为载体进行幼小衔接

的策略研究
南海区大沥秀琼幼儿园 钟锦娴

41 浅谈家园共育促进幼小衔接有效策略的研究 南海区大沥花蕾幼儿园 陈洁宜

42 浅谈大班教师引导家长做好孩子幼小衔接的方法与策略 南海区大沥天真幼儿园 韩雯雯

43 幼小衔接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对应策略研究 南海区大沥河东幼儿园 余晓红

44 润物细无声 幼苗壮成长——论如何养成幼儿良好的学习品质 南海区丹灶镇教育局 吴爱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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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请进来，走出去”的快乐——通过混班游戏培养大班幼儿幼

小衔接的初探
南海区丹灶镇醒华幼儿园 邹秋金

46 浅谈做好幼小衔接四部曲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幼儿园 白春媛

47 浅谈幼小衔接中“好动生”自控能力的培养 南海区丹灶中心幼儿园 叶翠玲

48 四步走，让幼小衔接更顺畅 南海区丹灶西城幼儿园 韦艳丹

49 浅谈在幼小衔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南海区狮山石碣幼儿园 梁翠蕊

50 幼小衔接中运用标记管理对幼儿自我管理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 南海区狮山联表幼儿园 关远平

51 浅谈幼小衔接中如何发展幼儿的劳动能力 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中心幼儿园 黄江英

52 浅谈在幼小衔接中培养幼儿规则意识的有效策略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叶秀丽

53 从“动”中培养大班幼儿幼小衔接中的学习兴趣 南海区狮山明日之星幼儿园 岑晓美

54
浅谈家庭环境与幼儿自主学习的关系--如何在入小学前培养幼

儿良好的学习习惯
南海区里水胜利幼儿园 黄枚

55 《浅谈幼小衔接的策略与研究》 南海区里水御景半岛幼儿园 刘丽萍

56 浅谈幼儿在幼小衔接中交往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南海区里水大石爱乐多幼儿园 黎雅雯

57 教师如何运用语言美开展教学活动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何英波

58 幼儿园大班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工作 顺德区大良街道南国幼儿园 吴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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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浅谈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顺德区容桂东逸湾英伦幼儿园 刘学

60 幼小衔接中幼儿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 顺德区乐从沙边幼儿园 邓怀莉

61 科学做好八大能力的入学准备 顺德区北滘镇坤洲幼儿园 黄洁惠

62 浅谈幼儿园大班如何做好幼小衔接 顺德区均安中心幼儿园 陈彩园

63 浅论幼儿如何做好科学入学准备 顺德区均安中心幼儿园 孙莉莉

64 浅谈如何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顺德区龙江工业幼儿园 莫淑贞

65 浅谈如何培养大班幼儿的阅读能力 顺德区陈村镇诺培儿幼儿园 廖春燕

66 浅谈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顺德区北滘镇第二幼儿园 钟丽花

67 如何帮助幼儿顺利进入小学 顺德区大良街道凤城幼儿园 何 矗

68 如何做好幼儿入学准备的教育 顺德区均安矶头幼儿园 谢莉莉

69 关注幼儿情感体验，促进幼小衔接柔和过渡 顺德区容桂红星桂堂幼儿园 杨英

70 家-园-校三方携手，共促幼小科学衔接 顺德区陈村永兴幼儿园 陈梅英

71 浅谈幼小衔接家园共育的开展 顺德区均安中心幼儿园 欧阳带弟

72 科学对接，幼小零距离 顺德区龙江城区幼儿园 叶世婷

73 科学做好幼小衔接——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 顺德区龙江城区幼儿园 陈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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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如何让幼儿尽快适应小学生活 顺德区大良大门李杨月琼幼儿园 张熙桐

75 做好幼小衔接,为孩子科学入学做准备 顺德区龙江城区幼儿园 胡杏梅

76 让阅读成为幼小衔接的瑰丽起点 顺德区大良街道清凉法苑幼儿园 吴丽珊

77 幼儿良好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 顺德区陈村镇诺培儿幼儿园 刘海霞

78 科学培养幼儿数学能力 顺德区乐从中心幼儿园 曾如壁

79 幼小衔接工作的策略 顺德区勒流健儿幼儿园 许娟

80 幼升小，你准备好了吗 顺德区勒流富裕幼儿园 严如芳

81 科学幼小衔接，帮助孩子完美变身 顺德区容桂新亚加达中英文幼儿园 黄紫珺

82 浅谈幼小衔接中的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广东碧桂园学校 PYP幼儿园 张国宁

83 在大班区域活动中如何做好幼小衔接 顺德区容桂蓓蕾幼儿园 周梅珍

84 如何消除“抢跑”焦虑？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顺德区勒流尚凯幼儿园 姜艺玲

85 如何做好幼儿入学前语言准备的策略 顺德区伦教工交幼儿园 吴海婷

86 幼儿衔接中幼儿园培养幼儿自理能力的策略 顺德区容桂小百合幼儿园 洪家恩

87 幼小衔接中家庭教育的问题及策略 顺德区陈村精博实验幼儿园 莫伟娟

88 刍议当前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顺德区乐从东村幼儿园 莫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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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浅谈幼升小的应知应会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幼儿园 叶建芳

90 科学衔接，在游戏中培养大班幼儿合作能力的策略 顺德区伦教街道霞石幼儿园 陈若燕

91 谈如何科学做好幼儿入小学准备 顺德区陈村镇潭洲湾幼儿园 颜晓霞

92 家园共育助力幼小衔接 顺德区容桂蓓荭幼儿园 肖妮

93 浅谈幼儿园幼小衔接的创新教育策略 顺德区北滘槎涌幼儿园 穆文领

94 幼小衔接从习惯养成开始 顺德区杏坛润苑幼儿园 梁淑红

95
“玩中学，学中玩”——学习品质的培养比知识技能的准备更

重要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孙蒙

96 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三水区明智幼儿园 王华

97 浅谈在《指南》背景下如何开展幼儿的体验活动 三水区御龙幼儿园 黎少珊

98 科学做好入学准备——在游戏中获得经验 三水区芦苞镇朝阳幼儿园 黄小红

99 浅谈幼小衔接的问题所在与有效策略 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蔡灶连

100 如何让家长正确认识幼小衔接 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邓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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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佛山市 2019年“科学做好入学准备”专题案例评选拟获奖名单一览表
序号 题目 单位 作者

特等奖

1 幼小衔接中幼儿任务意识的培养 禅城区明星幼儿园 苏招弟

2 培养幼儿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 南海区里水河村幼儿园 郑敏清

3 如何做好幼小衔接的情绪安抚工作 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广厦幼儿园 白焕琼

4
适时引导 提升幼儿社会性发展——大班幼小衔接活动《我来当

班长》案例分析
顺德区北滘镇雅正幼儿园 郑佩兰

一等奖

1 优秀“社会人”的培养 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潘婉玲

2 家园合作提高幼儿做事效率的案例分析 禅城石湾第一幼儿园 苏丽铭

3 孩子不愿上小学 禅城区南庄镇上元幼儿园 陆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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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现有效幼小衔接 南海区里水童健幼儿园 黄家玲

5 幼小衔接有方略之畅畅“变身记” 南海区西樵新城区幼儿园 黎洁华

6 培养交往能力，塑造健康品格 南海区西樵颐和实验幼儿园 谭雪梅

7
改改爱睡“懒觉”的坏习惯---论幼小衔接背景下幼儿良好作息

习惯的培养策略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江洁华

8 积极做好经验准备，昂首挺胸踏进小学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 刘洋

9 “幼儿交往行为问题”成因个案 顺德区伦教朗文幼儿园 朱喜贞

10 幼小衔接心理焦虑案例浅析 顺德区均安科艺幼儿园 谢建宝

11 如何让孩子入学做好准备 顺德区容桂振华幼儿园 李霞

12 多动型”孩子如何做好科学入学准备 高明区更合镇白石幼儿园 杜燕珊

二等奖

1 我们要“轻声说话” 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龙醒敏

2 从“小朋友”到“小学生” 禅城区健儿幼儿园 曾桂霞

3 社会交往能力对开学的影响 禅城石湾第一幼儿园 徐钰淇

4 我要成为一小学生 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幼儿园 何嘉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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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养幼儿自理能力 禅城区南庄镇湖涌幼儿园 叶谏

6 幼小衔接-培养幼儿自我管理能力 南海区里水大冲幼儿园 张燕冰

7 科学理念伴孩子健康成长案例分析 南海区里水和顺中心幼儿园 汤劲梅

8 科学培养大班幼儿的任务意识 南海区里水得胜幼儿园 黄美春

9 善用绘本，让幼小衔接在绘本中起航 南海区桂城平东幼儿园 邓芷明

10 培养孩子的听知觉能力——科学衔接有妙招 南海区西樵新城区幼儿园 梁海霞

11 主题活动有效促进幼小衔接教育 南海区西樵镇稔岗幼儿园 廖伟燕

12 他变成了正真的“大哥” 南海区大沥沥中彩虹幼儿园 李奖花

13 与时间赛跑 南海区大沥黄岐中心幼儿园 郭世乐

14 磨刀不误砍柴工——入学前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 南海区大沥黄岐中心幼儿园白沙分园 易婉珊

15 科学衔接，顺利起飞 南海区里水中心幼儿园 袁洁红

16 科学引导 正确面对——“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顺德区勒流中心幼儿园 麦瑞结

17 他能开开心心上小学了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黄连梁季彝纪念幼儿

园
廖神娣

18 在幼小衔接中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 顺德区容桂蓓蕾幼儿园 戴伟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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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注个体 家园携手”提高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为入学做准备顺德区乐从小涌幼儿园 陈美珍

20 幼儿园和家庭如何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顺德区勒流前进幼儿园 钱颖

21 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 顺德区容桂南区慈风幼儿园 邓水杰

22 大班幼儿任务意识的培养 顺德区容桂蓓荭幼儿园 王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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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佛山市 2019年“科学做好入学准备”专题活动设计评选拟获奖名单

一览表
序号 题目 单位 作者

特等奖

1 走近小学 佛山市蓓蕾幼儿园 刘思莹

2 “品茶”活动的设计与反思 佛山市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 李会燕

3 说相反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黄静

4 5元购买计划 顺德区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陈妙霞

5 “我是小当家”社会实践活动 顺德区乐从经华幼儿园 伍碧群

一等奖

1 我会轮候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李小娟

2 科学衔接，携手前行 佛山市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 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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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刘思娜

4 我要上小学啦 佛山市南海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吴燕飞

5 上小学的头等事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平洲中心幼儿园 麦意兴

6 大班活动设计：假如我是一名小学生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曾秩和纪念学校附属

幼儿园
谢巧英

7 大卫上学去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海北第一幼儿园 王韦瑜

8 有趣的格子 佛山市南海祈福英语实验幼儿园 陆海怡

9 关注时间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白岗成龙幼儿园 郑志如

10 赛龙夺锦 顺德区龙江陈涌幼儿园 黄焕英

11 我和瓶子玩游戏 顺德区均安中心幼儿园 彭景霞

12 叠被子 顺德区乐从中心幼儿园 曾如壁

13 整理小书包 顺德区勒流黄连梁季彝纪念幼儿园 龚静

14 上小学，别担心 顺德区北滘镇第二幼儿园 罗清华

15 我会算钱 顺德区北滘镇林头幼儿园 谢小霞

二等奖

1 大班数学活动：认识日历 佛山市蓓蕾幼儿园 戴璟珩

2 趣味田字格 禅城区张槎街道中海可砾幼儿园 孙淑慧

3 开笔礼 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陈凌敏

4 小猴上学 禅城区明星幼儿园 欧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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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彩色的影子 禅城区祖庙街道普君新城幼儿园 麦嘉玲

6 我的幼儿园 禅城区石湾镇街道明珠幼儿园 曾敏怡

7
幼小衔接，从学会当值日生做起——在大班有效开展值日活动的

行动研究
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沈秀凤

8 在教育活动中提升幼儿学习品质的探讨 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卓美凤

9 在陶艺活动中提升大班幼儿解决问题能力的行动研究 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吴小碧

10 神奇的“丑婆” 禅城区莲塘幼儿园 胡琼

11 好玩的禁止符号 南海区南海师范附属幼儿园 符光明

12 我要上小学啦 南海区桂城红苹果多元智能幼儿园 陈嘉泳

13 我是专注的好孩子 南海区桂城富景幼儿园 陆婉仪

14 快乐游考大闯关 南海区桂城平西幼儿园 罗徽燕

15 我敢自己睡 南海区九江曾秩和纪念学校附属幼儿园 刘锦华

16 悦心培养，悦获好习惯 南海区九江曾秩和纪念学校附属幼儿园 胡银娣

17 新环境我不怕 南海区九江下西新星实验幼儿园 陈雪芬

18 不要再笑了，裘裘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梁静文

19 小阿力的大学校 南海区西樵新城区幼儿园 冼锦珊

20 我的升小计划书 顺德区伦教新民幼儿园 刘洁玲

21 小学原来这样子 顺德区均安星槎幼儿园 梁家熔

22 大班级幼儿毕业典礼活动设计 顺德区大良街道南国幼儿园 冯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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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好饿的毛毛虫 顺德区勒流黄连朝阳幼儿园 陈甜花

24 小阿力的大学校 顺德区北滘镇第二幼儿园 高雯雯

25 书包作用大 顺德区乐从中心幼儿园 陈莹莹

26 感知一分钟 顺德区大良街道凤城幼儿园 张洁娴

27 漂流瓶里的祝福 顺德区龙江陈涌幼儿园 陆艳娜

28 准备上小学啦 顺德区乐从东村幼儿园 马桂兴

29 大手拉小手，快乐上小学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黄育丹

30 我会自己整理书包 高明区财贸幼儿园 苏琼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