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教网〔2022〕7 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佛山市“名师导学”

精品微课建设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2022 年 3 月，我市启动了佛山市“名师导学”精品微课建

设项目申报活动（佛山教网〔2022〕3 号），经各区推荐、市教

育局审核并公示，共有 50 个申报项目获佛山市“名师导学”精

品微课建设项目立项。现将立项名单予以公布并颁发立项证书

（见附件）。

请各区教育局高度重视“名师导学”精品微课项目建设，切

实做好统筹规划、培训指导和技术保障。各项目主持人及团队成

员要进一步加强微课理论学习与技术培训，及时完善项目建设方

案，精心设计制作系列优质微课，切实发挥名教师团队的示范引

领作用。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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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佛山市“名师导学”精品微课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22 年 4 月 2 日



— 3 —

附件

佛山市“名师导学”精品微课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主持人 单 位 学科 年级（册） 主要成员

1 邱素华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四年级上册
陈洁琳、潘爱云、周冰欣、肖瑾、吴蓉、刘辉、陈方

云

2 黄盛芳 禅城区东华里小学 小学语文 四年级上册
熊丽丽、何粤嫦、翟亚萍、蓝虹、梁欣欣、刘佳秋、

潘惠云

3 刘咏梅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四年级下册
黄毅嫦 岑浩华 陈丽燕 余香 邓洁香 张宝键 叶思宇

李结玲

4 杨倩桢 顺德区陈村镇南涌小学 小学语文 四年级下册
林雪玲、张文立、何倩文、何惠浈、陈燕冰、付文海、

陈琼珠、卢意

5 张友菊 三水区教育发展中心 小学语文 五年级上册
邓惠凤、刘萍、黄光大、何丹、梁小敏、李坚、朱裕

安

6 潘淑幼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五年级上册
黎志宏、钟志慧、潘艾茜、黄晓芳、张纪红、黎芷彤、

汤烨坤、朱国威

7 谢立清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小学语文 五年级下册
郭少冰、胡潇泓、祁辉、周雁飞、肖国玲、谭海艳、

李艳妮、刘倩影

8 黄瑞莊 南海区狮山镇颜峰小学 小学语文 五年级下册
李翠颜、钟劲梅、张小青、王娜、阮国珍、邹恩、叶

小婷、胡彪

9 黄杰兵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六年级上册
杨美金、谭敏玲、区燕芳、谭艳峰、罗文燕、马琛、

邓玮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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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持人 单 位 学科 年级（册） 主要成员

10 莫少珍 高明区荷城街道石岐小学 小学语文 六年级下册
谭伟玲、肖云、薛园园、黄杰雯、张秀群、陆芷芳、

李素敏

11 吴艺 顺德区西山小学 小学语文 六年级下册
杨玲霞、肖友萍、何如松、程慧、黄春花、陈聪、杨

轶青、梁雨静

12 潘光志
南海区桂城街道怡海第五小

学
小学数学 四年级上册

刘媛、陈晓霞、罗吴兰、夏晓琪、李子晴、周志、郭

垌

13 张丽雪 顺德区容桂容山小学 小学数学 四年级上册
高梅燕、黄素娟、吴静芳、梁秋然、莫丽燕、张曼、

李文君

14 王宏伟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小学数学 四年级下册
曾令成、吴坤、宋元春、曹卫刚、罗会雄、文博、曾

青茏、王婷

15 孙明洁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三小

学
小学数学 四年级下册

高丽斯、朱新颖、艾小莉、孔炽民、冯少萍、梁少美、

李楚、陈丹如

16 刘映荷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小学数学 五年级上册
李樑、胡颖婷、马彩花、梁彩洁、李季雯、陈凯梅、

霍燕坤、崔爽

17 方军成 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小学数学 五年级上册
廖丽华、劳韵岚、梁海秀、佘燕文、姚煜炀、刘惠玲、

林雪玲、王有琴

18 林雅梅 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五年级下册
许嘉炜、林俊焕、胡荣玲、彭思思、陈丽仪、李婉颖、

刘颖敏、陈玉秀

19 廖艳芬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五年级下册
梁维民、胡蓉、龙小娟、王腾威、王洁浩杨柳、刘凯

伦

20 潘佩兴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五年级下册
黄晓芳、李虹霞、黄锐铿、王杰、吴文琪、雷喜爱、

王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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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持人 单 位 学科 年级（册） 主要成员

21 叶曼贤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六年级上册
佘雪珠、罗佩、缪丽娜、梁嘉雯、杨丽萍、谢汝康、

李贵锋

22 欧阳艳兰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六年级上册
李裕英、陈汝君、林佳文、黄映君、何伟杰、欧阳瑶

瑶

23 罗辉英
顺德区龙江镇教育教学研究

室
小学数学 六年级下册

欧志梅、叶梓韵、邓素玲、林淑娟、麦妙纯、麦桂珍、

廖彩洁、曾京

24 胡新丽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

学
小学数学 六年级下册

关少清、陈艳青、许怡婵、梁周恒、郭小清、马克华、

李凤

25 叶淑贤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实验小

学
小学英语 四年级下册

刘素芳、陈嘉裕、李伟贤、关惠群、仇斯敏、李翠玲、

冯楚瑶、

26 林小漫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小学英语 五年级上册 张凤鸿 冯柳叶 潘艳红 张瑞霞 吴碧松 张雪敏

27 唐斯敏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小学英语 五年级上册
曹本华、马思怡、麦卓贤、冼婉莹、黎健聪、蔡月明、

蔡嘉敏

28 黄咏珩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 小学英语 五年级下册
韩建媚、彭雪玲、梁少婷、丘广怀、肖楠楠、刘丽华、

杨悦、施若琪

29 王明媚 顺德区乐从小学 小学英语 六年级上册
胡雪霞、丘小敏、周巧慧、蔡璇、罗静仙、邓敏仪、

陈海琳

30 吴少芹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小学英语 六年级上册
张沂、黄喜欢、邓斯琴、潘敏仪、汤文芝、李海慧、

赵丽丽、 邝淑瑛

31 陈冰娜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六年级下册
范巧凌、黄醒群、李文兴、何芝阌、 黄燮恬、谢超雯、

招洁文、张烨桦

32 梁毅峰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小学英语 六年级下册
张婵贞、骆文欣、李佩殷、周小敏、邵润莲、陈艺萍、

叶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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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持人 单 位 学科 年级（册） 主要成员

33 谢荣福 顺德区容桂小学 小学英语
小学英语拼读

专题微课程

谢荣福、罗秀锦、邓菊、黄雅贤、莫彩联、张嘉敏、

郭丽萍

34 陈燕 顺德区容桂泰安小学 小学音乐 四年级上册
陈燕、高行、刘文娟、覃江桃、廖友弟、曾宓、张秀

婷、王玥

35 江为彬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音乐 四年级下册
张敏彦、吴婵、朱平、谭燕敏、李满贞、冯莉雯、段

思婕

36 钟福英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教学研

究室
小学/音乐 四年级下册

罗俊妮、李俊、汤杭瑶、朱慧娟、邱丽华、李红、杨

玛娅、廖典坤

37 康华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小学音乐 五年级上册
潘元、吕颖华、闻龙辉、戴书福、凌春球、钟伍英、

梁曦昀、李小毅

38 莫一杰 顺德区乐从小学 小学音乐 五年级下册
庞晓玲、黎美清、霍敏妍、丘雪君、吴嘉琳、严汶辉、

方铭曼

39 邓兆振
顺德区龙江镇教育教学研究

室
小学音乐 六年级上册

冼泳诗、江任宏、向敏敏、李洁、罗勇、张晓琳、李

辉、邵子豪

40 郝丽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南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小学音乐

六年级下册
周芳、吴剑青、余易玲、蓝广宾、刘秀珍、郝梓羽

41 刘军 南海里水双语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 五年级上册 王水万、郑华威、黄逸淦、黄婷婷、黄丽娟、王洪亮

42 刘磊 顺德区容山中学 小学美术 四年级上册
吴贵滨、何慧潮、梁恒娣、麦惠碧、苏欣玲、梁文玲、

卢珊

43 黎 海 高明荷城街道西安实验小学 小学美术 四年级下册
黎张蕾、何少娟、王晶、蒋畅、蒋昊岑、黄美玲、余

思琼

44 韦燕桂 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 小学美术 五年级全册
韦燕桂、李宁、廖金文、陈瑞娜、王杰豪、刘佩莹、

何雪怡、邝新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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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持人 单 位 学科 年级（册） 主要成员

45 姜南南 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小学美术 六年级全册 唐尚正、王雅楠、魏青、冼颖琪

46 何粤嫦 禅城区东华里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四年级上册

熊丽丽、黄盛芳、翟亚萍、侯丽红、蓝虹、陆晓茵、

罗承昕、梁欣欣

47 张丽琴 佛山市铁军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四年级下册

何玉华、孙燕、张丽芬、林靖雯、陈杨、陈瑞红、谭

劲纯

48 康琳 顺德区容桂容山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五年级上册

郭玲、余智华、曾纯、邓嘉惠、陈蕊琳、宋淑婷、张

圆圆

49 伍雪梅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五年级下册

李艳芬、黎晓雯、郭嘉琪、刘怡然、赵芝贤、邓翠斐、

严嘉琳

50 梁健霞 三水区云东海下东鲁小学
小学劳动

教育
四年级全册

陆德行、李婉琪、张鑫鑫、周小桑、龚晓茵 、王莹 、

黎庆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