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教德〔2022〕33 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2020 年度佛山市

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研究

课题结项情况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2022 年 4 月，市教育局组织开展 2020 年度佛山市中小学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研究课题结项情况评审，结项情况评审结

果经公示无异议。现将 2020 年度佛山市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专项研究课题结项评审结果进行公布，请各区各学校进一步

完善思政课建设，加强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2020 年度佛山市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研究

课题准予结项 39 项。

二、2020 年度佛山市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研究

课题准予延期结项 15 项。准予延期结项的课题须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前完成结题，各区教育局、市直学校依时收集、审核和报送

结项材料。未能如期完成的，依照规定撤销项目。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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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0 年度佛山市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

研究课题结项评审结果

2.佛山市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研究课题

结题报告（空表）

佛山市教育局

2022 年 5 月 6 日

（联系人：邱月玲，联系电话：8228 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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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0 年度佛山市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研究

课题结项评审结果

一、准予结项名单（39项）
序

号
批准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学校（单位） 课题组主要成员 验收情况

1 2020FSSZK01
佛山地方文化融入高中思想政

治课教学研究
陈文明 佛山市教育局教研室

唐凯、何淑彬、夏云刚、李惠璇、刘

鹏、郑庆华、蔡菁、周名坚、刘彦
通过

2 2020FSSZK13
道德与法治课教学方式

转变研究
何晓锋 佛山市教育局教研室

金惠芬、梁丽珠、区杏芳、刘思远、

谭艺光、张映清、饶小锋
通过

3 2020FSSZK15
校园心理剧在特殊教育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陈慧明 佛山市启聪学校 黄语丝、刘珂珂、麦志良、 林锦莹 通过

4 2020FSSZK04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与高中思想政治教

学整合的实践研究

谭晓冬 佛山市第三中学 刘辉、丛岚、吴正英、许泓 通过

5 2020FSSZK16
“3+1+2”高考模式下思想政治

学科试题特点、复习策略研究
晏 牧

佛山市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教

学研究室

刘礼华、罗娟、郑庆华、陈朵、李惠

璇、欧阳嘉欣、蔡燕佳、郭剑兰、陶

颖、张颖妍

通过

6 2020FSSZK17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转变

研究
谭建华 佛山市第四中学

汤婉华、唐凯、陈冬红、魏鸣、周海

欣、廖富木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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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批准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学校（单位） 课题组主要成员 验收情况

7 2020FSSZK18
思政教育在各学科教学中的价

值与实现路径研究
陈 朵 佛山市实验学校中学部

陈朵、陶畅怡、牛建伟、严婷婷、叶

青、孙颖波
通过

8 2020FSSZK1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思

想政治课程策略研究
李惠璇 佛山市第二中学

张莉、蔡燕佳、罗娟、廖思、陈红梅、

刘礼华、乐雅莉
通过

9 2020FSSZK20
议题式教学在初中道德与法治

新课程中的运用研究
纪惜清 佛山市城北中学 关颖仪、龙丽云 通过

10 2020FSSZK21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李 霞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

李霞、刘兆平、林记珍、黄丽金、欧

小金、刘勇、郭湘玉
通过

11 2020FSSZK24
《新时期爱国主义在初中道德

与法治课堂渗透研究》
杜冰仪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许海初级

中学

魏期友、陈玉仪、李始影、

陈咏梅、梁淑冰、曹肖颜、

全绮丽、梁莹滢、黄莉诗

通过

12 2020FSSZK07
《佛山地方文化融入小学道德

与法治课的教学研究》
郭美霞

佛山市南海石门实验中学附属

小学

邓春兰、何姿静、李芬芬、

于单凤、许展文、张涧贤、

黄利华

通过

13 2020FSSZK3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

思想政治课的策略研究》
查金连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

小学

陈杰雄、谢福绍、侯玉婷、

曾金财、王榕、郭珊余、

廖绿娥、吴小玉

通过

14 2020FSSZK23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转

变研究》
强建军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

学

李秋华、杨玉梅、姚晖轩、陈功、王

欢宝、曹昱倩
通过

15 2020FSSZK25
《佛山影视资源融入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策略研究》
张海云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黄粤文、冯子龙、周绮琦、

胡筠沂、成乐园
通过

16 2020FSSZK05
《佛山地方文化融入思想政治

课程课程策略研究》
潘寿媚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教育发

展中心

张建文、秦芳、黄粤文、

吴小兰、邵敏仪、钟艺华、

何涧、张海云、林瑞容

通过

17 2020FSSZK06
初中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实现“六

要”标准专业发展研究
林瑞容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秦芳、金惠芬、叶楚乔、郭子铃、张

菲、熊婧、李荔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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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批准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学校（单位） 课题组主要成员 验收情况

18 2020FSSZK2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思

想政治课程《哲学与文化》策略

研究

高萍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徐玲 李刚毅 郑爱葵

许家伟 叶俊容 白惠冰
通过

19 2020FSSZK29
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标准

研究
李汉中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学

曾美开、钟晓章、关剑霞、

叶少敏、黄健源、谢雪梅
通过

20 2020FSSZK08
议题式教学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的实践研究

周祥奉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谢大海、李莎莎、周南蓝、黄光毅、

康红梅、柯小蓉、郑月君、邓海礁
通过

21 2020FSSZK09
以“八个统一”为引领，创新思

政课堂
魏盛宝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张喜莲、黄昌丽、邓凤莲、林小娟、

刘爽、余雪娥
通过

22 2020FSSZK10

广东碧桂园学校国际化高中思

想政治理论课实现显性教育与

隐性教育相统一的方法与实践

研究

李立 广东碧桂园学校
张海燕、贾鹏枭、陈蕾、章俊、陈静、

招丽珠、张清理
通过

23 2020FSSZK35
思想政治课初高中衔接路径与

对策研究
李燕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中学

赵平正、黄桂娜、曾晓珍、张可然、

洪佳娜、罗志新、冯彦乔、郭海文
通过

24 2020FSSZK36

学科核心素养导向下高中思想

政治议题式教学的实施策略研

究

薛国雄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许敏平、袁祝雄、何秋帮、张建民、

廖翔宇、方明山、刘方强
通过

25 2020FSSZK37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中职学生

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制实践

研究

刘焕芳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

学校

孙荣梅、佘璇、谭顺翔、李晓萌、黎

玉珊、梁婷、贾慧咏、郭秋生
通过

26 2020FSSZK38

岭南文化融入高中思想政治课

的实践研究——以顺德地方文

化为例

刘彦 佛山市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许敏莹、王渊、夏蕾、余铭、颜莉燕、

陈华威、杨静、卢琼、陈毓凝、黄思

敏

通过

27 2020FSSZK39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融入初中道

德与法治课程的情境教学模式

研究

叶丽珍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初级

中学

利志伟、何玉芝、潘嘉铭、梁汝云、

何舒颖、彭晓东、曾文勇、朱文苑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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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批准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学校（单位） 课题组主要成员 验收情况

28 2020FSSZK40

初中学生个体心理辅导与团体

辅导效果评估研究——基于顺

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的案

例研究

曾祥明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

学校

陈水绎、陈嘉怡、吴泳栅、皮志强、

何美绮 通过

29 2020FSSZK41
议题式教学在初中道德与法治

课的应用研究
曾晓珍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教育教学

研究室

赵楚洪、尤晓君、徐珑钊、欧阳翠君、

欧阳惠梅、杜韵怡、何家愉
通过

30 2020FSSZK42
初中道德与法治真情境教学实

践研究
吕倩玲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

学

朱湘红、胡和秋、郭楚敏、陈佩、张

琳斌、吴耀全、江绮颖、郭美恩
通过

31 2020FSSZK43
顺德乡土资源融入初中道德与

法治课的实践研究
凌秀雯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邓秋萍、吝飞飞、任伟 通过

32 2020FSSZK44

传统孝文化融入《道德与法治》

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的实践研究

梁兆玲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苏溪小学

黄顺娇、夏荣群、何国生、朱宏辉、

蒋明华、胡蕴玲、周统生、周健梅、

曹敏仪

通过

33 2020FSSZK45
主题式环境教育校本课程的开

发与实施
韩志勇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光大小学

苏少玲、易幸桃、潘思雅、卢添华、

温琪莉、伍燕玲、凌志丽、肖夏晖、

何珊秀

通过

34 2020FSSZK46
佛山市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

道德与法治课堂策略研究
叶世锋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罗瑞茜、邓秋萍、吴导、冯诗诗、杜

凤婵、刘翔、黄智贤、罗绘晴
通过

35 2020FSSZK12
融工匠精神于中职思政教育，培

养高素质现代匠人
吴俊纬 佛山市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关敏群 石鹤明 曾伦 廖峥 劳玉玲

黎伟 陈姬娜 周红杰 刘良坤 易朝

东

通过

36 2020FSSZK51
基于团体辅导的中学生宿舍人

际关系研究
罗敏 佛山市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邓丽梅、张翠娥、田维

吴平、梁颖、谭月欢
通过

37 2020FSSZK52
利用佛山“红色文化”增强《道

德与法治》课堂实效性的研究
梁伟平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东洲中学 梁水添 、杜运佳、严钻平 通过

38 2020FSSZK53
《中华传统节日融入小学思想

政治课程策略研究》
邓思恩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刘海文、梁文意、韦信文、黎晓君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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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批准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学校（单位） 课题组主要成员 验收情况

39 2020FSSZK5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

治课程策略研究
谢俏文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一小

学

谢俏文、冼丽巧、李明芳、冯腾、朱

莉、梁海华、谢文诗、关顺钰
通过

二、准予延期结项名单（15项）

序号 批准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学校（单位）

1 2020FSSAK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整治课程策略研

究
张小慧 佛山市华英学校

2 2020FSSZK02 高中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模式研究 董朝辉 佛山市第一中学

3 2020FSSZK03 高中生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的实践模式 邓碧兰 佛山市第二中学

4 2020FSSZK2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课程策略研

究
周丽斯 佛山市惠景小学

5 2020FSSZK26 基于劳动教育的社区思政课资源利用的研究 陈俊睦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中学

6 2020FSSZK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道德与法治课程策略

研究
邹雪娴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7 2020FSSZK27
中华优秀传统孝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教

学的价值与途径研究
周金瑶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外国语学校

8 2020FSSZK31 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专业提升策略研究 梁富玲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三小学

9 2020FSSZK32 初中生宿舍人际关系调查及干预的实践研究 洪艳青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10 2020FSSZK3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道德与法治课程策略

研究
杨 敏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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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准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学校（单位）

11 2020FSSZK11 佛山地方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李爵艺 佛山市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12 2020FSSZK47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拓展空间”栏目的

运用研究
谢金瑜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中学

13 2020FSSZK48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校本化开发与实施研究 谢敏玲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中学

14 2020FSSZK4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课程策略研

究
罗婉明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中学

15 2020FSSZK50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五结合”的内容、

策略与范式研究
何洁珍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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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佛山市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研究课题

结题报告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组成员：

电 话： E-Mail:

考核结果（市课题管理部门填写）：

佛山市教育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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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题活动简况（结题时间、地点、评议专家及单位、参与人员等）

二、结题报告具体内容（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工作与成效、存在问题与不

足、努力方向等内容，5000 字以内）

三、主要成果说明（成果特色亮点，力求提供具体数据或案例，500 字以内）

四、对研究成果已了解到的社会反应（外界评价、行内或社会影响力等，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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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家鉴定意见（对结题汇报内容、成果及是否具备结题条件进行评估、审议，1000 字以

内）

评议专家组签名：

年 月 日

六、重要变更（对照原课题申请书所作的课题名称变化、课题人员变更、研究计划调整等内

容）

课题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七、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八、区教育局相关管理部门审查意见（市直属单位此栏不填，直接提交市课题管理部门）

年 月 日

九、市课题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注：表内各栏目填写内容字体均用采用“宋体 5 号”，行距“1.0”。 各栏目可以根据字数

调整空白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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