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

实验教学说课活动评审结果的公示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举办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实验教

学说课活动的通知》（佛教电〔2020〕8号）精神，我局于 2020

年 7月 23日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举办了全市中

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现将专家评委组评审结果予以公示，公

示时间为 7月 28日至 8月 1日。公示期间，如有意见请通过书

面信函（以邮戳为准）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反馈至我局电化教育站。

联系人：李雄武，联系电话： 0757-83205033，邮箱：

fsdjz@163.com。

附件：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评审结果

佛山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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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

评审结果

一、高中物理（7人）

工作单位 姓名 说课题目 奖项

佛山市第二中学 张前平 牛顿第二定律瞬时性 一等奖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李锡均
通过抽桌布实验研究动量定

理
一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赵明月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 二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陈朝暾 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二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高志鹏 探究气体等温变化的规律 三等奖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黄灿龙 向心加速度和半径关系 三等奖

三水区华侨中学 佟明世
分压电路中如何选取滑动变

阻器阻
三等奖

二、初中物理（11人）

工作单位 姓名 说课题目 奖项

广东实验中学南海学校 李东琪 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 一等奖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盐步初级中学 钟冰川
探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

因素
一等奖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曾美丽 光沿直线传播 二等奖

三水区龙坡中学 黄浩祥 流速与压强 二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

校
李海源 汽化和液化引入实验 二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刘颖琳
探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

素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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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建安初级中学 李海旗 液体压强 三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杏联初级中学 邱家泓 空气浮力与体积的关系 三等奖

佛山十四中 袁凤英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三等奖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高明附属学校 李平坚 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三等奖

佛山市华英学校 李敏 电流与电压和电阻的关系 三等奖

三、高中化学（5人）

工作单位 姓名 说课题目 奖项

佛山市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黎秀梅

原电池实验的深入探索——

寻找“自制理想电池”的最优

实验方案

一等奖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黄丽娴
氨的制备及性质检验一体化

实验
二等奖

佛山市第四中学 张景波
氢氧化亚铁制备演示实验的

改进
二等奖

高明区第一中学 刘洁 浓硫酸的三大特性 三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何佩玲 溴苯的制备 三等奖

四、初中化学（10人）

工作单位 姓名 说课题目 奖项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叶洁丽 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 一等奖

高明区沧江中学 吴淑慧 分子的性质 二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建安初级中学 郑小燕 二氧化碳的性质 二等奖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胡伟东 探究灭火的原理 二等奖

佛山南海石门实验中学 姜绮梦 燃烧的条件 二等奖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赖小铃 分子运动现象 三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江义初级中学 郑远利 CO2性质的探究 三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张玉英
踏上实验探究的化学学习之

旅——二氧化碳的性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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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曾伟国 魔瓶“吞”“吐”鸡蛋 三等奖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王迪 金属的化学性质 三等奖

五、高中生物（4人）

工作单位 姓名 说课题目 奖项

佛山市荣山中学 魏燕霞 探究 CO2对光合作用的影响 一等奖

三水区华侨中学 孔惠莹
简易化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

的方式
二等奖

高明区第一中学 谭秀文 探究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三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李莹 DNA的粗提取与鉴定 三等奖

六、初中生物（6人）

工作单位 姓名 说课题目 奖项

佛山市华英学校 俞小琴 动物的运动 一等奖

佛山市第六中学 吴小凤 测定某种食物中的能量 一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

校
杨嘉奇 单细胞生物 二等奖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郑玮 绿色植物呼吸作用的过程 二等奖

三水区西南中学 何清英 尿的形成模拟探究实验 三等奖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初级中学 林晓纯 探究馒头在口腔中的变化 三等奖

七、小学科学（13人）

工作单位 姓名 说课题目 奖项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廖璐斯 电磁铁的磁性（一） 一等奖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陈夏娜 种子发芽实验（二） 一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小学 卢晓琳 人体的“司令部” 二等奖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叶晓然 光和影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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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张启明 凸透镜、凹面镜光路演示 二等奖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醒群小学 林佳佳 我们是怎么听到声音的 二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郭鹏飞 空气的热胀冷缩 二等奖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钟鹏霞 变废为宝 三等奖

顺德区众涌小学 彭天宇 运动与摩擦力 三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麦彩欢 声音的传播 三等奖

南海区西樵镇第一小学 暨晓霞 我们来做“热气球” 三等奖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学 杨碧媚 橡橡皮泥在水中的沉浮 三等奖

三水区实验小学 梁由维 两种不同的“土电话” 三等奖

八、其他学科（9人）

工作单位 姓名 说课题目 奖项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黎钲潮 设计与制作：减震小车 一等奖

佛山市禅城区澜石小学 李炜贤

《创意彩泥》与《创意电子》

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中的知识

构建——以《创意彩泥——粤

剧体验平台》为例

一等奖

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何伟平
“厨房乐队”——探究声音的

特性
二等奖

佛山市白燕小学 谭颖怡 认识钟表 二等奖

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刘灿豪 变化的色彩 二等奖

佛山市禅城区奇槎小学 肖志刚 校园智能保护神--人脸识别 三等奖

三水区华侨中学 李露斯 新的实验 三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罗悦霖 “白纸”小票 三等奖

佛山市第一中学 吕艳红 稳固结构的探析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