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 2020 年佛山市中小学

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展评结果的公示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0 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

学改革成果展评工作的通知》（佛教研〔2020〕4 号）精神和要

求，经各校申报、各区初选推荐，市组织专家集中评审，现将我

市 2020 年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展评拟评奖项目予以公示

(详见附件)。公示时间从 2021 年 2 月 5 日至 2 月 10 日止。

若对附件所列评奖项目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佛山市教育

局相关部门反映，反映情况的电话和书面材料要自报或签署真实

姓名，不报或不签署真实姓名的，一律不予受理。

受理情况反映的单位、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

单位：佛山市教育局。地址：佛山市同济西路 9 号。

联系人：巫云龙（教研室），联系电话：83205046。

附件：2020 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评审结果

佛山市教育局

2020 年 2 月 2 日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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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评审结果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单位

拟评一等奖（44项）

以学片管理“三个一体化”推动镇域基础

教育优质均衡特色发展的实践研究

谷和平、梁雄为、欧阳雄

志、左世良、梁静怡、潘

意媚

南海区大沥镇教育局

“一主两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德育体系

吴凡、谢芳、邓源强、陈

冰怡、钟淑惠
顺德区伦教永丰小学

基于地域文化、融合“学用研评”的教师

发展策略

黄学军、张杏燕、黄浩森、

李术广、邓华开、万宝华
南海区西樵镇教育发展中心

变革与创生—城市初中“三雅”教育的实

践探索

谢先刚、何清亮、伍杰豪、

谢雪梅、罗礼勇、狄丽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深度体验式教研：推进小学语文教研活动

课程化的镇域行动

杨倩桢、李学英、马冬梅、

陈燕冰、何惠浈
顺德区陈村镇南涌小学

“禅城模式”模式——随班就读“四线三

层”支援服务项目工作手册

梁昭仪、王斐、何子豪、

李晓艳、何韵诗、徐朝辉
禅城区启智学校

小学阶段推行科技教育活动对提高学生科

学素养的研究

陈乾杰、谌永锋、梁尚明、

黄思苑、陈佳璇、吴柱国
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用活动浇灌素养之花：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

新形态的创建与研究

朱湘红、胡和秋、吕倩玲、

叶世锋、凌秀雯、郭楚敏

顺德区勒流街道教育教学教

研室

初中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的实践探索 董磊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运用思维导图优化小学作文教学（高段）的

探索

杨润懿、吴秋玲、杨柳春、

陈燕、郭玲、杨文丽
顺德区容桂小学

“爱同行”共融校园建设项目
李兆辉、何彩芳 张健萍、

任民、何林盛、林锦星
顺德区昌教小学

儿童文学“阅读+”十年行动
邹波、谢云娥、邹婷、郭

燕婵、谭慧、 邓少凤
顺德区云路小学

培养高中生提出地理问题能力的实践研究
张生明、郭家胜、吴桂华、

张惠枝、王鑫、晏艳兵
顺德区均安中学

基于化学实验能力评价的高中化学教学的

实践与研究

杨剑、李佳、王玲、华球

林、周颖、邢东阳
南海区南海中学

让每个孩子都站在学习的中央——广东省

教育科研“十三五”规划课题《小学数学深

度学习的实践研究》研究成果

孙明洁、黄翠华、杨敏怡、

张玫、关少清、杜雪颜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三小

学

叙事学在语文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程晟 南海区石门高级中学

介入式化学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张道年 佛山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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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置学习的小学数学小组合作学习模

式的实践研究
杨友欢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从“一案到底”到议题式教学——指向核心

素养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范式

曾晓珍、赵楚洪、欧阳翠

君、欧阳惠梅、徐珑钊

顺德区均安镇教育教学研究

室

任务驱动下实现区域教育优质均衡的实践

研究
李小明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教育指导

中心

课堂教学细节与教师的专业发展研究——

以高中化学课堂为例

关朝珠、龚新强、蔡雪萍、

李志敏、黎秀梅、谢正平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基于可视化学习的高中英语微课资源开发

与应用

曹红娟、陈素娜、严清、

梁超颖、孔佩霞、张钕清
南海区第一中学

课堂教学与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研究 许爱群 佛山市惠景中学

3R 引领经典·乐读古诗文课堂
苏国庆、黄月嫦、林宋环、

苏妍、欧阳海云、魏琦
顺德区鉴海小学

《以打造“共生课堂”推进学校教学变革的

实践研究》
邓爱勤、刘映荷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童趣·童真·童情”理念下的课堂教学改

革探索与实践

谢景霞、罗辉英、李秀妹、

廖海靖、张艳云、卢倩贤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指向初中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区域

教研共同体的构建与实践
何润青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小学生涯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潘淑幼、何国星、张纪红、

杨万红、甘杏莹、钟志慧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以诗育心，以美启真——《诗心·语文》校

本教材的开发与利用

张静、吴丹、涂慧英、赖

红英、黄婉镱、张润芝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基于和润文化的“体验式”生命教育实践研

究

龙斌、伍苏娓、何瑞群、

欧焕银、何志武、植丽娟
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利用“均安女篮”资源，构建幼儿园“健、

乐、趣”小篮球活动课程

郑影秀 、欧阳带弟、欧阳

翠玲、陈彩园、曾婉婷、

梁桂叶

顺德区均安中心幼儿园

发达地区农村薄弱学校体艺特色校本课程

开发与实践

周少伟、李丽仪、陈丽伊、

冯志成、梁捷萍、陈军
南海区西樵镇民乐小学

基于核心素养的禅乡文化研学课程开发与

实践
吴绮云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国家认同 文化自信 立德树人——美的学

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校本课程体系

王军平、张美如、李文杰、

吕晶、陈红君、林宇
顺德区美的学校

培广博之才，育雅正之人——基于博雅教育

建构和实施特色校本课程
黄志德、李寅芳 南海区大沥镇六联小学

《 打造“三全”社团模式，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石继烈、欧阳平、何连琴、

伍春苗、徐新忠，林海珍

南海区南海执信中学，西樵

高级中学

利用碧江本土文化资源开展幼儿游戏活动

的实践研究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

幼儿中心
顺德区北滘镇碧江幼儿中心

构建“三阶”课程，育新时代创新少年——

小学创新发明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施

李佩球、刘少君、蔡艳霞、

伍伟宇、郭观梅、刘军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高三英语多模态高校词汇教学的研究 杜泳芳、黎雅慧、徐艳芳、 三水区华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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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丽妮、何芳、卢锦萍

课程与科研双管齐下 教育与康复比翼齐飞

——佛山市高明区启慧学校劳动教育课程

改革探索

伍世强、温华才、梁建波、

林春琴、马琴芳、徐丽娟
高明区启慧学校

建和乐课程 育和美少年
梁利享、江建繁、郑美霞、

刘凯娴、杨文耀、刘国伟
南海区和顺第一初级中学

实践生涯教育，成就美好人生
傅陆根、杨剑、古清华、

王秋萍、朱雪梅、洪锐希
南海区南海中学

《“守艺传承”美术校本课程的探索与实施》
麦绮琨、江琪琪、康劲梅、

梁锦清、董少松、何嘉敏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深耕本土，童画传承——佛山本土文化儿童

美术课程开发研究

黎锟然、李健民、谢湛辉、

关浩能、周 妤、翁怡谋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拟评二等奖（58项）

“三联四驱•梯级成长”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研究与实践

唐信焱、何仪昌、吴海坚、

陶瑜、陆国能、李雪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学院式”校本研修模式 ——促进教师发

展的探索与实践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

小学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推进学校法治教育资源建设的探索与研

究》
崔明开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初中

特殊教育随班就读“四线三层”支援模式研

究实验成果集

麦华丽、陈少兴、邓炳光、

黎曼仪、莫美红、谭雪萍
禅城区城南小学

以家校协同培育微团队的构建提升家校共

育水平的实践研究

刘娴兴、廖艮玉、曾超、

黄明远、麦有幸、李燕婷
顺德区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新基础教育”研究 刘大治、区丽嫦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佛山市中小学依法治校实践研究 何晓锋 佛山市教育局教研室

“五维”素养特色教育的实践研究
冯宇、梁结梅、李咏茵、

黄晓华、李伟芬
南海区桂城外国语学校

美妙的印痕—小学版画教学探索实践
杨少弟、陈笔锐、黎生财、

刘付伟通、吴贵滨
顺德区昌教小学

学生核心素养视域下区域阅读推进的策略

研究

熊丽丽、黄韶斌、陈艳允、

黄艺、李后见、邝艳红
禅城区东华里小学

依托交互微课 助力高中政治教学腾飞 谢同心 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

习作教学内容中文体知识的重构与实践
古剑锋、罗秋霞、李亚娜、

李素文、黄楚婵、黎章敏
佛山市禅城区第九小学

指向人人发展的小学数学微课设计及应用

探索与实践

潘光志、刘媛、杨启泳、

余淑华、黄贵鲜、陈晓霞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跨学科主题的开发和实

施研究

陈小洁 钟振英 冯海斯

翁娇 刘欣平 黄晓冰
佛山市禅城区第九小学

基于诗歌教学导向的语文素养教学改革探

索

杨年辉、陈国权、蔡阳合、

刘洁娜、沈志乐、张正阳
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深化融合可视化教学模式 多元提升思维

力核心素养
谢茵 禅城区南庄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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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主、合作、展示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改革实践

练乃铃、何进敏、刁永明、

王礼、彭新法
顺德区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小学幸福课堂构建与实施策略研究
李瑞冰、吴晓如、杨瑞珍、

黄慕廉、赖舜茹、林清容

南海区狮山镇教育局罗村教

育办

促进高中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的英语阅读教

学活动探究
邹必影 佛山市第一中学

基于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的策略研究
李燕高 佛山市荣山中学

体验·体悟·体认——“三环五步”语文活

动教学

黄滨、林柔莹、徐晓玲、

李海峰、彭静、李锦欣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分层走班教学的探究》
林建雯、黄晓茹、李燕欣、

区瑞容、李培庆
高明实验中学

推进群文教学研究，提升镇域阅读素养
潘意媚、刘文洁、谢竞开、

潘艾茜、周蝶茹、陈雯婧
南海区大沥镇教育局

高中思想政治“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

合作探索教学模式

黄志宏、潘英华、吴洁杏、

杜红艳、李少平、黄静仪
三水区华侨中学

构建“趣、活、实”课堂教学模式——小学

农村学校全面提升教学质量的成功密码

欧阳信芳、何仲英、李楚

君、吕伟新、骆丽丽、欧

阳志华

顺德区均安镇顺峰小学

高中语文作文生活化教学策略研究
孔燕、李颖欣、龚惠志、

马佳、赵敏华、钟章清
顺德区均安中学

基于“寻找最美少年”的少先队榜样教育作

用研究

容燕文、郑荣耿、叶佩雯、

廖霞、邓富方、黄巧雄
顺德区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幸福能动”教学模式的创建与实施
李耀宗、秦玛丽、蔡婉菁、

何慧荣、叶丽燕、廖槟强
顺德区龙江镇华东小学

任务引导式“生本四环”灵动课堂教学模式

的构建与实践
佛山市顺德区沙滘小学 顺德区沙滘小学

模型方法在普通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

雷范军、王怀文、林凤兰、

肖红、韩伟、刘洁
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

基于可视化学习的微课资源在英语语法复

习教学中的应用模式研究与实践探索
罗虹芳 高明区第一中学

三年一贯逐步推进“三重”初中物理教学

----一个名片学科的成功密码

郑丽冰、麦艳珊 欧阳志恒

李海旗 林邦惜 罗德龙
顺德区建安初级中学

基于科学幻想绘画创作教学提升初中生创

新能力的实践研究
文丰 高明区更合镇更合中学

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英语课堂“多维互动”

教学范式实践研究
黎艳萍、张婉娟、庾玉宜 南海区映月第二小学

基于新课程背景下的物理新课有效导入、精

讲、精练研究

陈治锋，陈国贤，陈忠根，

许爱群等
佛山市惠景中学

传承剪纸文化，创建剪纸特色校园 林秋君 顺德区勒流江义小学

中重度智障儿童教育生活育人课程
梁敏仪、王志超、王涛、

蔡青、何红强、辛玲
顺德区启智学校

《青少年开展社科类科技创新活动的路径 赵永冲、李光新、丁祝英、 高明区纪念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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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 谭洁玲

《高中生涯规划指导》课程体系 路仕容 三水区实验中学

基于如影课程，创新育人模式
施爱英、周才敏、盛波、

叶克明、梁凯甲、袁勇明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用课程“滋养”生命——绿色课程体系的构

建与实施

陈志斌、李飞雁、吴艺、

杨玲霞
顺德区西山小学

基于网络空间的德育教育模式研究—以初

中生“网晒”价值取向教育为例
刘玉荣 佛山市第六中学

“品乡音· 承国粹”顺德乡土音乐教材的

开发与运用

康华、王公平、陈燕、黄

锦辉、谭炎平、方少君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高中地理微视频资源建设与应用
曾惠蘋、钟丽纯、张惠枝、

陈锟、陈少玉、张荟
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禅城区为中小学引入戏剧教学法三

年计划（2017-2019）项目成果
梁巧华、罗志敏、沈文莉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

大力推进“创客教育”，努力培养创新人才
李强、陈智杰、叶瑛科、

苏苑华、卢飞业、林俊桂
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西南中心小学美术科乡土题材综合版画校

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研究成果

欧阳强、欧阳洁仪、邓友

崧、钱敏、何可如、冼敏

仪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高考高分作文十二讲》
邱子然、梁玉柳、吴巧玲、

何叶、段斌、梁琪殷
三水区三水中学

“陶美教育”课程开发实践与探索
陈军怀 唐越胜 保安璞

冯帆 邓辉明 周贵荣
佛山市石湾一小

基于“惠人课程”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施
谢文忠、黄明正、谢万成、

温志明、张宇清、甘钜麟
顺德区陈惠南纪念中学

项目化学习：一所乡镇普通高中开展创新教

育课程设计与评价

李强、刘世能、高旭霞、

李忠伟、曾冰峰、徐海贤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构建积极心理特色课程体系，建设成长型生

命共同体

王熙筱、魏期友、邱月玲、

张翔、刘淑华
南海区大沥镇许海初级中学

校本书（画）课程开发实践探究 卢铭通、左敦扬、莫素云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创建足球特色学校，打造阳光和谐校园 何永东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基于 STEM 理念的小学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

施

谭锐能、李贵玉、蔡嘉欣、

甘小丽、陈舒婷、唐蕴彤
南海区里水镇金溪小学

《乐活本草》校本跨学科主题探究课程开发

与实施成果报告

刘大治、区欢婷、刘晨、

冯剑婷、廖丹玉、荣丽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基于核心素质的中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构

建

陈健、潘正茂、叶秋生、

李华春、汤顺平、卢竞良
广东实验中学南海学校

用脚步丈量人生 ——研学旅行校本课程的

开发和实施

陈国权、吕银萍、林桂芬、

洪淑仪、官文慧、万艳明
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拟评三等奖（55项）

凝心聚力 静待花开——“运用社工模式提

高特殊需要学生”随班就读质量项目成果集

饶丽燕、刘斯曼、 梁燕

琴、欧阳慧娜、罗莉敏、
佛山市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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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艳芳

基于“立人"视角下的创生性小学假期作业

变革实践研究
何粤嫦 佛山市铁军小学

班级“轮值制”模式促学生良好习惯养成 梁少婷 禅城区东鄱小学

运用 OIAC 管理模式精准提升学生体质
肖红伟、郭建亨、赖日广、

周淑莲、何泳珍、刘浩然
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中心小学

浸润德育促进学生知行合一 李升祥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书香溢满玫瑰园 李丽华 佛山市玫瑰小学

“四线三层”促发展，随班就读助成长 项

目研究成果汇集

黄立志、宋颜玉 刘小玲、

何永强、 林辉
佛山市建设小学

禅城区澜石中学 O2O 智慧教学实验 郑继雄 佛山市澜石中学

幼儿礼仪培养研究成果 顺德区北滘镇林头幼儿园 顺德区北滘镇林头幼儿园

基于可视化学习的北师大版高中英语微课

资源共建共享研究与实践探索
吴玲 高明区第一中学

LearnSite 信息技术教学平台支撑下的“先

学后教”教学模式研究

何国星、冯进洪、黄宝珊、

冯倩冰、邓琪敏、姚志城
南海区大沥镇邵边小学

可视化学习促进小学数学几何概念教学改

革的实验研究
林雅梅 保安璞 陈军怀 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基于“非线性”教学理念的小学数学概念教

学的实践研究

李伟芬、梁志咏、关健安、

黄桂彩、徐伟军、马文冬
南海区桂城外国语学校

农村小学生课外阅读能力培养的研究
梁玉琼、邓兴文、李玉珍、

彭少姬、黄健珊、周翠红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以鼓凝魂 以鼓育人——培育学生核心素

养的中国鼓特色学校办学的实践研究
容凤仪、周献勋 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小学

基于合作学习的数学教学设计改革与实践
邓国强、张丽雪、彭晓妹、

郭利锋、刘俊、周方燕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指向学科素养的“问探讲”课堂模式建构与

实践
吴维、陈俊睦 南海区里水初级中学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初中信息技术教学策

略和研究
李惠燕 佛山市城北中学

《以思维导图为载体对初中学生进行思维

训练的研究》

张翔 陈滔 徐建珍、姚丽

玲、邱月玲 劳婵娟
南海区大沥镇许海初级中学

同步梯度快速作文操作模式的探究
宁雪丹、黎敏娴、严毅坚、

张少华、阮樱花
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带领小学生写作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浅

谈通过阅读、实践、诗歌创作提高小学生写

作水平多维发展的经验成果

陈淑颜、李惠珊、李秀萍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高中物理体验式创新教学对学生学习的影

响
陈永基 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

将“错题整理”渗透到日常作业中的尝试性

研究
罗晓彤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初级中学

基于核心素养的地理微主题式教学实践研

究

林飞燕、翁慧文、魏文凤、

樊書君、李晓珊、冯景红
三水区华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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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于童话 智启数理——小学低年级数学

“131”融智教学法的探索与实践

王宏伟、杨艳丽、衣博、

吴坤、粟璇、陈佳琳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协同教学促进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实践

研究

廖丽霞、何丽贞、邓鸿倩、

罗青雯、廖洁珊、吴卓莹
顺德区凤翔小学

一年级科学作业的设计与实践研究 梁佩仪 南海区大沥镇城南小学

基于微课程辅助的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

升的实践研究一以小学数学为例
方军成 佛山市同济小学

“赏诵教学”促进小学语文课内外阅读教学

的实践研究

张小青、严毅坚、李伟东、

杨洋、张可、何倩玲

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小

学部）

通过激励性评价机制来促进学生英语可持

续性发展研究
朱雪梅 佛山市邦耀学校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历史项目化学习策略

研究

黄杏婵、饶李金、陈隆岸、

于海缘、王仲
南海区石门中学

基于核心素养视角的宽阅读小学教学实践

研究

周汉云、李海燕、范巧凌、

邱素华、顾辉、陈冰娜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深耕数学课堂 厚植教学模式—《小学数学

课型与高效教学模式的研究》成果报告

李妙卿、梁钰瑛、陈艳萍、

李春燕、梁咏茵、莫少娴
南海区大沥镇横江小学

以班刊撬动习作起步教学的改革
肖意如、王韫玉、吴婉贤、

凌秋红、叶雅婷、肖湘源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和融万物，美创未来——“课程—空间—活

动”iSTEAM 创新实践

潘惠红、李俊、冯伟强、

吴成良、艾琪、朱海燕
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初中性教育系列化研究
叶秀红、方志甄、陈群桃、

梁英、卢莹、翁佩弦
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

未来，呼唤创新——基于 STEM 理念的小学

创新能力培养校本课程开发

刘晓红、肖隆冬、李明姝、

周彦、李凯峰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基于龙舟文化的课程资源开发与应用
黄琼连、邓贞洁、李道平、

陆艳娜、黄焕英、沈绍敏
顺德区龙江镇教育办

初中数学“定核-建构-拓展”三维循环教学

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郑锦松、李贤锡、黄焕、

黄启勇、何敬龙、陈晓丽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中重度智力障碍儿童课间育人活动课程开

发与实践

申承林、梁敏仪、刘淑芬、

赵静、熊高峰、王海凤
顺德区启智学校

基于学习力提升的“一起悦读”课程的实践

研究

刘玉燕、黄碧婵、肖潇、

吴颖珊、肖俏、陈嘉穗
南海区大沥镇太平成远小学

以“多元•创新•体验”为特色的校本课程开

发与实践

罗辉、钟东旭、黄晓云、

李艳敏、罗蕴琪、梁水珍
顺德区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足球特色学校建设的探索 李朝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小学

“大体操”进校园，对于促进我校“一校一

品”的实践研究
周志豪 禅城区深村小学

小学英语阅读与剧场的实践研究
冯海燕、潘妍、谢爱仪、

陈小洁、黄楠烨、董春燕
南海区桂城街道中心小学

《“武”出精彩人生》课程开发与实施
卢淑仪、赖秋好、黄凤友、

成广庆、朱海雄、崔铭仪
南海区平洲中心小学

机器人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戚伟华、袁永洪、全惠琼、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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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霞、黄莉敏、黄燕妮

基于校园古灯博物馆的 E--STEAM 特色课程

建设与学习创新
谭顺兴 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小学

有为教育理念下小学“美为”艺术课程的开

发与实施报告

唐伟文、尤绍琦、邱明祥、

王晓琨
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课外科技创新活动课程与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

陈海锋、刘洪德、陆慧敏、

周东营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创意课堂
彭楚珊、陈岚、黄倩华、

郑英念、黄莹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小学

普通高中生涯教育校本课程体系的构建与

实施
吴迪、张平 南海区石门中学

《创意综合美术》 李宁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泽英之歌》
夏活华、吴燕华、赵玉屏、

杨灵灵、张 熹、吴梅华
高明区泽英小学

杨和镇中心小学特色社团课程建设的实践

研究

李燕娥、麦伟文、梁子勇、

张伟彬、严翠芳、李剑华
高明区杨和镇中心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