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佛山市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家庭教育专项课题立项、培育名单 

的公示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直属事业单位：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做好佛山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

划家庭教育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佛教科〔2020〕2 号），

经各校申报，各区初选推荐，专家评审，现将佛山市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家庭教育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161项(见附件 1)、培育

名单 43项（见附件 2）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月 29 

日至 2月 4日止。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使用真实身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

书面向佛山市教育局反映。个人来电、来件请附联系方式，来件

请加盖公章。 

地 址：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 9号  

联系电话：李老师 （教科所）83324008  

              杨老师 （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83205063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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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fsjy9@foshan.gov.cn 。 

 

附件：1.佛山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家庭教育专项课题

立项名单 

2.佛山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家庭教育专项课题 

培育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21年 1月 29日 

 

 

 

 

 

 

 

 

 

 

 

mailto:fsjy9@foshan.gov.cn


 — 3 — 

附件 1 

 
佛山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家庭教育 

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序号 所属区域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单位名称 

1 市直 
大班幼儿家庭劳动教育指导策略的实

践研究 
刘思娜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2 市直 
学前特殊儿童家庭教育干预支持性需

求研究 
何智芳 佛山市启聪学校 

3 市直 自闭症干预家庭指导模式探究 王玉新 佛山市康复实验学校 

4 市直 脑瘫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质性研究 李博 佛山市康复实验学校 

5 禅城区 
父亲教养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的

研究 
邱琼晖 佛山市禅城区卡尔加里幼儿园 

6 禅城区 
家园共育助推幼儿园新生适应的实践

研究 
梁洁芳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幼儿

园 

7 禅城区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下开展体验式生命

教育的家园共育实践研究 
孔敏仪 佛山市蓓蕾幼儿园 

8 禅城区 
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活动优质化的研

究 
李小娟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9 禅城区 

“新冠”疫情背景下，幼儿园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策略研究——以佛山市幼儿园
为例 

梁婉婷 佛山市惠景幼儿园 

10 禅城区 
家长委员会职能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价

值 
李小梅 佛山市禅城区霍陈秀苗幼儿园 

11 禅城区 
家园合作模式下提升幼儿园新生适应

能力的实践探索 
汤嘉文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中海可

砾幼儿园 

12 禅城区 手机微课程对家庭教育的推动作用 胡莉青 佛山市禅城区丽日豪庭幼儿园 

13 禅城区 
家庭氛围对亲子阅读行为影响的实践

研究 
邓秀敏 佛山市禅城区同济幼儿园 

14 禅城区 
父亲角色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研

究 
邓玉娟 佛山市禅城区丽日豪庭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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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禅城区 智障儿童家庭学校社区合作路径研究 马善波 佛山市禅城区启智学校 

16 禅城区 家长学校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创新 沈秋菊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醒群小学 

17 禅城区 
基于校情背景下家校共育生长课程的

开发与实践研究 何粤嫦 佛山市铁军小学 

18 禅城区 
开发与运用微视频促进家长学校特色

化发展研究 周贵荣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19 禅城区 
剪纸与家庭教育融合促分化期儿童成

长的研究 区慧萍 佛山市第二十五小学 

20 禅城区 家长“云课堂”模式研究 孔燕霞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南庄小学 

21 禅城区 
小学阶段家庭教育中孩子自主学习能

力培养的研究 冼灿星 佛山市第二十四小学 

22 禅城区 
居家学习背景下家庭教育策略的实践

研究 陈宝瑜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小学 

23 禅城区 
基于经典诵读背景下家校合作模式的

实践研究 陈桂芬 佛山市惠景小学 

24 禅城区 
家校合作在幼小衔接的推动作用与有

效策略研究 陈晓明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格小学 

25 禅城区 
开展“家教云学堂”授课模式探索的行动
研究 邓颖颐 佛山市第六小学 

26 禅城区 
数据分析下 adhd 特殊需要儿童的精准
家庭教育 

黄慧霞 佛山市禅城区周星拱小学 

27 禅城区 亲子沟通技巧优化策略的实践研究 薛海东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杏头小学 

28 禅城区 
家风建设促进小学生创新品质培养的

研究 覃梅玲 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小学 

29 禅城区 
疫情时期，家校共育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的探索实践 许仪意 佛山市禅城区奇槎小学 

30 禅城区 
家校合作助推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教育

的实践探索 陈丽嫦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31 禅城区 罗南小学家校共育的典型案例研究 罗翠珍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小学 

32 禅城区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家庭教育融合研

究——《三字经》促进礼仪教育的养成 杜笑梅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33 禅城区 
手机使用的“堵”与“疏”——初中生手机
使用的家庭干预策略研究 

杜坚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34 禅城区 
家庭教育中应对青春期亲子冲突的实

践研究 郑俏盈 佛山市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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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禅城区 
积极心理学在提升家校合作助推高一

新生适应中的应用研究 陈琬如 佛山市实验中学 

36 禅城区 
离异父母及家校有效沟通程度对孩子

的影响 陆翠萍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南庄中学 

37 禅城区 
心理学视角下的外来工家庭教育指导

实践研究 曾艳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南庄中学 

38 禅城区 
基于班集体发展视角下民办初中家委

会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刘少兰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39 禅城区 
家庭教育中孩子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

研究 杨丽芬 佛山市荣山中学 

40 禅城区 
家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初步探

索与研究 李燕高 佛山市荣山中学 

41 南海区 
家校合作下特殊儿童居家康复训练实

践探索 
袁宏昌 佛山市南海区星辉学校 

42 南海区 
3-6 岁儿童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关

系的研究 
谢碧兴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泰和幼儿园 

43 南海区 
基于幼儿居家指导下的家庭教育实践

研究 
区伴贞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

园 

44 南海区 
家园共育背景下幼儿阅读兴趣及习惯

培养研究 
关柳婵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童畅金沙湾

幼儿园 

45 南海区 构建家园共育新模式的研究 杜翠菊 佛山市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46 南海区 家园合力，培养幼儿分享行为的研究 黄志均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横江幼儿园 

47 南海区 
寄宿制小学家校共育实践活动的探索

与研究 
叶路英 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48 南海区 家庭教育中隔代互学的问题研究 周焕容 旗峰小学 

49 南海区 融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质家庭教育 赖秋好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

心小学 

50 南海区 
小学家庭教育中儿童积极情绪培养的

实践研究 
任佩娟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一小学 

51 南海区 
小学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现状与对

策研究 
黎捷颜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西小学 

52 南海区 
后乡土社会视角下弘扬中国好家风的

研究与实践 
赖济强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实验小学 

53 南海区 
构建和谐亲子关系的家校合作心育模

式 
金莉 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54 南海区 
基于“三位一体”理念下学生社会实践

的研究 
梁伟 南海区狮山实验学校 

55 南海区 
以亲子活动为载体促进亲子沟通的实

践研究 
张晓珠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56 南海区 
家庭教育中孩子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

研究 
李海莹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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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南海区 提高家长学校教育活动的实效性研究 张志成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沙头中心

小学 

58 南海区 小学家长学校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创新 简玉霞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

六小学 

59 南海区 
润教育理念下对家庭教育指导职能的

实践研究 
吴芬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

三小学 

60 南海区 
寄宿制学校家校共育实践活动的实践

与探索 
李晓慧 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61 南海区 
孝道养成教育与寄宿学校家庭教育相

结合研究 
黄晓华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外国语学校 

62 南海区 小学高段学生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研究 吴齐芳 南海区丹灶镇第二小学 

63 南海区 
基于优良家风传承下的家庭教育实践

与研究 
李艳君 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64 南海区 
基于家庭日活动下，促进良好亲子关系

的策略研究 
李爱思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麻奢小学 

65 南海区 小学阶段的父性教育研究 梁鸿菁 南海区狮山镇中心小学 

66 南海区 
亲师互动培养小学生行为习惯的实践

研究 
温月梅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北小

学 

67 南海区 
自媒体背景下小学家校联动育人新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何菊华 华师附小恒大南海学校 

68 南海区 
依托家长学校，提升父性教育品质的策

略研究 
李月华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中心小学 

69 南海区 
关于发挥家庭教育中父职教育作用的

研究 
周茵 南海中心小学 

70 南海区 学校对家庭教育指导职能发挥的研究 张强 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71 南海区 
父亲参与家庭教养对初中生社会与情

感能力影响的调查研究 
芮子艺 和顺第二初级中学 

72 南海区 
触屏时代初中生亲子关系现状及干预

的实践研究 
洪艳青 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73 南海区 
家庭教育中孩子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

研究 
郭易萍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74 南海区 
新市民子女家庭教育现状及其与应对

策略的相关研究 
陈少珍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75 南海区 
家庭教育中孩子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研

究 
张美菊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

学 

76 南海区 
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平台载体研究——

以西樵为例 
区才芳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教育局 

77 南海区 家校共育之家长德育导师制的研究 劳小冰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初级

中学 

78 南海区 家庭教育影视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赵文英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79 南海区 家长学校教育活动的创新研究 区信柱 佛山市南海区听音湖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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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南海区 
依托新媒体，构建积极教育型家长学校

的研究 
王华麟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

校 

81 南海区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模式在

中职学校的实践研究 
蔡华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

校 

82 南海区 家庭生涯规划教育的研究 戴洁华 佛山市南海石门高级中学 

83 南海区 网课环境下的家庭教育经验总结研究 蒋利伟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84 南海区 
家校合作助推初一新生学校适应的实

践探索 
钟剑涛 南海区狮山镇英才学校 

85 南海区 
抗疫时期学生居家学习家庭教育现状

研究 
周娅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86 南海区 
家校共育学生自我保护能力的效果评

估研究 
陈怡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高中 

87 南海区 
初二青春期问题少年的家庭教育策略

研究 
陈剑华 佛山市南海区旗峰中学 

88 顺德 
中华优秀传统“礼”文化融入幼儿家庭

教育的实践研究 
陈珑梅 佛山市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89 顺德 
家园合作助推幼儿园新生适应的实践

研究 
陈洁梅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凤城幼

儿园 

90 顺德 
利用互联网促进家园合作 

的实践研究 
吴春雨 佛山市顺德区碧桂花城幼儿园 

91 顺德 幼儿一日活动在家庭中的设计与实施 赵常娥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恒星幼儿

园 

92 顺德 
新媒体下特殊儿童家庭教育支持策略

的研究 
张明霞 佛山市顺德区启智学校 

93 顺德 
基于“互联网+”小学生居家学习的家

庭教育微课堂实践研究 
曾琳琳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94 顺德 
二孩家庭大孩“同胞接纳”问题的个案

研究 
黄书刚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95 顺德 
家庭教育中父亲参与的现状、问题及对

策研究 
阮达丽 

佛山市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

校 

96 顺德 家长学校课程与“介入式”教学研究 宋  庆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小学 

97 顺德 
家校合力培养学生学习自控力的实践

研究 
何佩斌 佛山市顺德区新华小学 

98 顺德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学阶段家庭教育

现状与对策研究 
廖丽霞 佛山市顺德区凤翔小学 

99 顺德 
新时代背景下小学家校共育的策略研

究 
邹文龙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吴维泰纪

念小学 

100 顺德 家校活动对家庭教育的指导策略研究 关淑芬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东风小学 

101 顺德 
小学“线上+线下家校微课堂” 

的实践研究 
欧阳丽敏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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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顺德 
以多元阅读活动推动学习型家庭建设

的实践研究 
曾娜 佛山市顺德区云路小学 

103 顺德 
小学多元互动型家长学校教育活动的

组织与创新行动研究 
罗排牵 佛山顺德区龙江世埠小学 

104 顺德 “家校社”教育生态圈建设实践研究 叶鑫荣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马龙小学 

105 顺德 家长学校管理与发展研究 张伟华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新圩小学 

106 顺德 
家庭教养方式对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影响及其干预研究 
罗惠锋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细滘小学 

107 顺德 
融合《三字经》德育思想开展家庭教育

的研究 
蔡玉影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潭村小学 

108 顺德 
后疫情时代精准化远程家长培训实践

研究 
叶飞跃 佛山市顺德区星槎小学 

109 顺德 小学家庭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 周雪影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小学 

110 顺德 
小学家长学校线上培训模式的有效性

研究 
雷志庆 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 

111 顺德 
家校合作指导孩子养成良好习惯的实

践与研究 
夏荣群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苏溪小学 

112 顺德 
家校共育培养学生财经素养的策略研

究 
梁兆玲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苏溪小学 

113 顺德 

小学阶段新市民子女家庭教育现状及

对策研究 

——以新城小学为例  

钟丽华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新城小学 

114 顺德 基于抗疫的生命教育活动途径研究 徐红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上江小学 

115 顺德 
互联网+背景下小学家长学校教育活动

的课程设计研究 
彭敏清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116 顺德 
基于家校共育的小学生“月养一习”云

课程研究 
杨嘉沂 佛山市顺德区沙滘小学 

117 顺德 
小学家长学校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创新

的实践研究 
黄慧萍 佛山市顺德区罗沙小学 

118 顺德 
不同类型家庭结构家庭教育少儿价值

观形成的研究 
郭丽华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学 

119 顺德区 
家校合作下一年级新生适应性教育的

实践探索 
蓝丽君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120 顺德 
基于家校社共育的小学德育活动的实

践研究 
扶茂华 

佛山市顺德区西山小学高新区

学校 

121 顺德 
家庭教育中基于国学经典的亲子 

自律能力培养的研究 
伍周旋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裕源小学 

122 顺德 
基于“乐晓”文化理念下的家 

校共育实践研究 
曹晓玲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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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顺德 
构建学校-家庭-社区教育共同体的策

略研究 
欧阳志敬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东海小学 

124 顺德 
“互联网+”背景下小学家庭教育的实

践研究 
刘肖玲 佛山市顺德区东村小学 

125 顺德 家校融合的劳动教育实践研究 何玉芝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中学 

126 顺德 
中小学父性教育缺失现象及 

对策研究 
梁健源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127 顺德 教师子女家庭教育状况的个案研究 邓秋萍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128 顺德 家校共育的案例与策略实践研究 罗士祷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129 顺德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研

究 
符贵文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教育局 

130 顺德 
基于家校协同视域下家庭教育微课的

开发研究 
李高程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131 顺德 
高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家庭教育融

合课程 
刘妍莉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中学 

132 顺德 传统教训与家庭教育融合研究 梁修红 佛山市顺德区青云中学 

133 顺德 
家长学分制在未来家长学校的实施策

略研究 
曹敏仪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教育局 

134 顺德 
幼、小、初校园家庭教育指导模式和效

能研究 
王艳杰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教育局

家庭教育工作室 

135 顺德 家校合作下的小初衔接实践研究 麦然倖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教育局 

136 顺德 
提升初中班主任家庭教育指导能力的

实践研究 
邓钧成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四基初级中

学 

137 顺德 线上线下家校融合教育策略研究 梁宝欣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教育局 

138 顺德 
校本化开发家长学校课程中发挥家长

主体作用的行动与研究 
詹炎 佛山市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139 高明区 家长学校课堂教学模式行动研究 黄勇娟 佛山市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140 高明区 家庭教育隔代教育的问题研究 冯小燕 佛山市高明区人和幼儿园 

141 高明区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家庭教育融合研

究 
麦素贞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三洲机

关幼儿园 

142 高明区 
家校合作助推幼儿园新生适应的实践

探索 
区爱华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荷城幼

儿园 

143 高明区 
家园合力应对幼儿入园焦虑的实践探

索 
郭一雍 佛山市高明区育英幼儿园 

144 高明区 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邝志妍 
佛山市高明区信鸿中英文幼儿

园 



 — 10 — 

145 高明区 幼儿园隔代教育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彩华 高明区新明珠幼儿园 

146 高明区 家庭教育中隔代抚养的对策研究 谭敏贞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英豪幼

儿园 

147 高明区 
家校合作助推幼儿园生适应的实践探

索 
陈宝玲 

佛山市高明区梅沙幼儿园有限

公司 

148 高明区 
家校互动共育智障儿童家务 

劳动技能的研究 
林春琴 佛山市高明区启慧学校 

149 高明区 小学家长委员会运行和优化策略研究 罗文燕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

学 

150 高明区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家庭教育融合研

究 
区敏霞 高明区荷城一小 

151 高明区 
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家庭教育改善小学

生行为习惯研究 
段丽娟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泽英小

学 

152 高明区 
家庭父母关系对初中生心理健康影响

的探究 
苏世荣 

佛山市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初

中 

153 高明区 中学生亲子关系现状调查及干预研究 吴平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154 高明区 
家庭教育中艺术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的研究 
何柳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和中学 

155 三水区 
家庭教育中幼儿自我管理能力 

培养的策略研究 
卢燕雄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中心幼儿

园 

156 三水区 
抗疫时期父母如何高质量陪伴幼儿的

策略研究 
罗巧仪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

儿园 

157 三水区 
探索家园合作促进父职教育的策略研

究 
周  勍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

儿园 

158 三水区 
幼儿园家长学校线上线下教育模式的

研究 
张美兰 佛山市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159 三水区 
利用“家教沙龙”活动提升家庭教育水

平的研究 
禤泳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

学 

160 三水区 
基于家长沙龙模式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的研究 
袁志惠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教育局 

161 三水区 
家庭教育中孩子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

研究 
梁思聪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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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佛山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家庭教育 

专项课题培育名单 

 

序号 所属区域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单位名称 

1 市直 
公共议题引发的家庭价值观培

养研究 
赖斌 佛山市第一中学 

2 禅城区 
家校合作助推幼儿园新生适应

的实践探索 
陈淑荣 佛山市禅城区鸿业幼儿园 

3 禅城区 
家风与家庭教育有效性的关系

研究 
谢晓芹 佛山市禅城区镇安小学 

4 禅城区 
抗疫期间佛山中学生家庭教育

先进做法调查研究 
房敏 佛山市实验中学 

5 南海区 
以中国传统节日为载体，探索幼

儿品德教育家园共育模式 
高杏萍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黄岐中心幼儿园白沙

分园 

6 南海区 
幼儿园对家庭教育指导职能发

挥的研究 
李春多 南海区九江上东幼儿园 

7 南海区 
以本土优秀文化为媒介构建家

庭教育新模式 
郑小莹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心幼儿园 

8 南海区 对构建协同育人共同体的研究 许健菁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河东幼儿园 

9 南海区 
民间游戏在提升家庭教育效能

的有效策略研究 
林清凤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曾秩和纪念学校附属

幼儿园 

10 南海区 家庭居家体育锻炼的实践研究 蔡沃麒 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11 南海区 
三位一体架构下培养小公民自

主管理模式的研究 
邹泳怡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展旗学校 

12 南海区 
不同类型家庭与家庭教育整合

研究 
崔秋红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四小学 

13 南海区 
父母参与度对小学生学习自主

性影响的实践研究 
何筱仪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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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南海区 

抗疫时期农村小学学生居家学

习家庭教育有效途径和方法的

研究 

彭喜倡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一小学 

15 南海区 家长学校特色化发展研究 侯玉雯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东小学 

16 南海区 
提高学校父母学堂教育实效性

的研究 
梁捷萍 南海区西樵镇民乐小学 

17 南海区 
提高家长学校实效性的方法研

究 
黄彩珍 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18 南海区 
防疫背景下高中学生家校共育

的典型案例研究 
黎茂荣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19 南海区 
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现状与

对策研究 
莫业凤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20 南海区 
家庭教育中孩子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的研究 
邓柏华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初级中学 

21 顺德 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研究 朱新兰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冲鹤小学 

22 顺德 
基于“孝雅建设”的家校共育的

策略研究 
秦家琪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鸡洲锡全小学 

23 顺德 
乡镇中小学家长学校组织家教

“沙龙”活动的实践研究 
刘晓伟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教育局 

24 顺德 
家校共育提升中职生劳动素养

的实践研究 
顾立丹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25 顺德 
现代学校制度下家长委员会的

功能定位及运行机制研究 
刘伏奇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26 顺德 
构建“云家-校学习共同体”的

先进经验总结 
龙春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27 顺德 
高中阶段家长学校教育活动组

织与创新研究 
梁小翠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28 高明区 
《幼儿园有效开展“家园共育》

的策略研究 
区穗梅 佛山市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29 高明区 
乡镇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有效

途径的研究 
陈璇君 佛山市高明区杨梅中心幼儿园 

30 高明区 家庭教育父性研究 梁秋雁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明德幼儿园 

31 高明区 
家长学校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创

新 
梁志群 佛山市高明区文苑幼儿园 

32 高明区 
家庭教育中隔代教育的问题研

究 
梁雪平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明德幼儿园 

33 高明区 
母亲在儿童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研究 
邓云好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学 

34 高明区 
初中学校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

途径与方法研究 
李娟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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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三水区 
幼儿园、家庭、社区合作共育的

发展策略研究 
杨海娜 佛山市三水区宏益工业幼儿园 

36 三水区 
家庭教育中孩子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的研究 
黄育丹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37 三水区 
家园共育让孩子爱上阅读的实

践研究 
乐  静 佛山市三水区雅居乐雅湖半岛幼儿园 

38 三水区 

E 时代学生不良表现家庭教育

现状 

与对策研究 

邓素珍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39 三水区 
以案例教学促进亲子关系的 

生活教育研究 
彭少姬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40 三水区 
家风家教对少年儿童成长的 

影响研究 
梁玉琼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41 三水区 
外来务工子女家庭教育策略研

究 
卢远文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蔡边小学 

42 三水区 
抗疫时期家校合力开展小学生

家庭教育的研究 
岑结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43 三水区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家庭教育

融合研究 
梁伟贞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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