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教网〔2018〕4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2017年佛山市

计算机教育软件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市属幼儿园：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 2017年广东省计算机

教育软件评审活动的通知》（粤教信办函〔2017〕12号）精神，

我局举办了 2017 年佛山市计算机教育软件评选活动（佛教网

〔2017〕11号）。此次活动共收到参赛作品 950件（其中多媒体

教学软件 370件、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课例 210节、微课

315节、其它类作品 55件）。经各级评审与推荐， 621件作品获

市级奖励，435件作品获省级奖励（粤电教函〔2017〕64号文）。

现将获得佛山市奖励的作品名单和优秀组织活动单位予以公布

（见附件），并颁发获奖证书，以资鼓励。

请各区教育局及学校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培训与指

导，及时推广获奖成果，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应用融合，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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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广大教师的多媒体教学软件制作水平和信息化应用能

力。

附件: 2017年佛山市计算机教育软件评选获奖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18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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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佛山市计算机教育软件评选获奖名单

一、基础教育组

（一）多媒体课件。

一等奖（49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认识钟表 刘慈清 顺德区北滘坤洲小学

卡通人物头像 许宜胜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金色的草地 廖逢源 吴晓茵
顺德区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顺德区容桂海尾小学

牛顿第一定律 刘健芬 高明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代数与几何综合：运动型问题 罗增胜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 郑俊鎏 佛山市第六中学

France is calling 徐少林 南海区石门中学

做情绪的主人 陈翠云 黄艳霞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动物儿歌 陈斯燕 李颖瑶 顺德区杏坛镇昌教小学

找春天 梁韶昆 顺德区大良镇鉴海小学

圆的周长 林思 莫秋英 顺德区北滘镇马龙小学

家乡的物产多又多 罗新慧 程欣萍 顺德区杏坛小学

My heroes 叶镇昌 禅城区南庄镇龙津小学

让我们走进地震 张惠姗 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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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触摸春天 张嘉庆 杨小玲 顺德区昌教小学

基于 PBL网络教学平台下的电流
与电路专题学习

陈桂华 杨凤娜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熔化和凝固 凌春球 汪 梅
顺德区北滘马龙小学

顺德区北滘莘村小学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莫肖容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Unit 1 It’s so beautiful 吴美欢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二中

一次函数的图象（1） 谢美仪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M7 U2 郑雪桃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电子商务与网络安全 胡楚佳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平面设计之形式的表现与突破 黄伟杰 蔡晓珊 顺德区北滘中学

电势、电势差 黎钲潮
顺德区大良一中附小新德业学

校

大气环流 王永红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音乐与影视 谢利婷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陈燕娴 顺德区北滘朝亮小学

水调歌头 冯小君 禅城区奇槎小学

Unit3 Where did you go？ C Story
time 韩兰平 南海区南海师范附属小学

Unit 3 Part A Lets learn 黎毅峰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U3 My School Calendar B Read
and Write 李淑仪 南海区西樵镇第四小学

光合作用 梁 标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

花非花 梁鸿菁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数学广角搭配（一） 梁智成 杨彩英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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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 廖晓锋 黄瑞珍 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恐龙的灭绝 林进亮 顺德区大良桂畔小学

安全用电 林丽芳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图形的运动 刘 芬 顺德区北滘坤洲小学

两小儿辩日 刘上玲 陈惠峰 顺德区杏坛东马宁小学

My favourite place---Foshan 全春婷 禅城区东升小学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王 洁 陈巧蓉 顺德区杏坛麦村小学

走进键盘王国 王小凤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因数和倍数 吴永恒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新型毒品 徐红九 顺德区大良世纪小学

角的度量 薛冬梅 顺德区北滘莘村小学

小猫抓老鼠 张倩予 顺德区均安南沙小学

圆的面积 郑宏彬 刘上玲
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顺德区杏坛东马宁小学

印第安人 钟斯毅 南海区南师附小恒大南海学校

蝙蝠和雷达 周文婷 顺德区容桂高黎小学

二等奖（74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 王梦涵 佛山市第一中学

M5 Cartoons 写作课 曹 璐 南海区执信中学

种子的萌发 曾庆国 佛山市华英学校

让青春绽放 陈 彩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 6 —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Module 10 unit 2 仇宝玲 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澳大利亚 邓碧嫦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 邓凯燕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负起我们的社会责任 甘秋敏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使用 Excel函数制作比赛自动评
分表

黄韶君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未选择的路 李 聪 南海区狮山镇桃园初级中学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3） 梁甘棠 佛山市第十中学

中考英语作文写作指导 刘 恬 佛山市汾江中学

三角形的特性 李现崧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星星变形记 罗晓燕 南海区西樵镇西樵中学

走出青春的烦恼 闵庆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外国

语学校

专题复习：科技与创新 潘燕芳 南海区西樵镇樵北初级中学

开发自身潜能 杨彩玲 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外研版英语 book6M1U2 钟晓莹 南海区西樵镇西樵中学

Book2 Module7 Unit2 周艳梅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晚明科技成就 朱燕强 南海区平洲第二初级中学

温度、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陈慧敏 南海区九江中学

超重与失重 黄国魁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电容器中的电容 王 彬 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到的力 熊立文 南海区九江中学

光与光合作用 郑冰煌 南海区九江中学

一分钟 陈超颖 禅城区协同学校

跳圆舞曲的小猫 陈丹萍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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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缤纷的色彩乐园 陈焕维 禅城区东鄱小学

where is my cat B learn 陈嘉裕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灾害中的救助 陈绮珊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学

认识时间 陈伟思 顺德区北滘西海小学

认识人民币 陈煜妍 佛山市鸿业小学

Do you like pears？ 范聪利 关燕霞
顺德区勒流裕源小学

南海区南海外国语学校

三角形的内角和 高才淋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图形的旋转教学 葛南鸿 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小学

确定位置教学 葛南鸿 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小学

小小陶艺家 郭秀明 郭夏生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书法基础讲座 何令娴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轴对称图形 黄杨盛 顺德区北滘马龙小学

做一个生态瓶 雷小艳 南海区罗村街道罗村实验小学

基因突变和基因重组 李观英 顺德区杏坛南朗小学

植树问题 李海军 南海区南师附小恒大南海学校

Unit11 Wonderful Food 李丽冰 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长方体与正方体体积计算 李兆安 南海区里水镇金溪小学

金孔雀轻轻跳 梁碧云 扶丽娟 顺德区杏坛镇昌教小学

周长的认识 梁神娣 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

Meet my family 廖雪菊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刘桂贞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音乐小屋 刘捷峰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 刘泽璇 南海区丹灶镇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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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三角形的面积 潘燕玲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学

想一想，摆一摆 彭国琳 南海区桂城街道三山小学

圆的认识 佘雪珠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我是什么 苏碧贤 彭雪红 顺德区伦教荔村小学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苏碧贤 谢林玲 顺德区伦教荔村小学

植物生长 苏明涛 谢远清 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分数的初步认识 孙积阳 禅城区南庄镇堤田小学

圆的认识 谭翠娇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小小的船 汤凤珍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认识小数 唐凡旭 禅城区南庄镇堤田小学

守规则 保平安 唐灵彩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Two New Kittens 唐斯敏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Unit 4 My home A Let’s learn 冼丽平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unit 4 Nutrition A 肖娜娜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我们成功了 肖平兴 顺德区北滘镇朝亮小学

大树妈妈 谢利婷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花钟 辛结容 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奇妙的建筑 严 俊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At the farm 张婵贞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图形的排列规律 张红环 顺德区容桂小学

这是什么 钟惠君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慧眼识毒品 周洪慧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Unit 3 Weather 邹雯卿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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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坐井观天 邹永国 顺德区北滘朝亮小学

三等奖（59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面积的单位与计算 吴荣江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Seasons and our life 陈冰娜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年、月、日 陈东 易晓婵 南海区里水镇绿地小学

操场上 陈嘉茵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数学乐园 陈凯梅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Unit 6 In a nature park A Let's
Learn 陈美琼 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探秘机器人世界 杜灿基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外向型经济 冯配兰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攀登 2BU11Everyday English 何渝英 南海区中心小学

Unit11 Everyday English 何芝阌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学

动物的运动 黄带玲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神奇的中医 黄桂华 南海区大沥镇城南小学

函数的概念 黄伟亮 南海区石门中学

昼夜交替现象 李长周 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方山子传 梁楚超 南海区桂华中学

平行线的特征 梁炎芬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lesson one unit 16 罗丽芳 南海区桂华中学

角的初步认识 马彩花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酷猫抓鱼 麦梓龙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学

Unit 5 Flying to the future 任子义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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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花团锦簇 苏倩梅 南海区桂城街道中心小学

牛顿第三定律 熊立文 南海区九江中学

Module 11 Body languages
unit1They touch noses! 许静华 南海区桂城桂江第一中学

Module 7 My past life Unit2 I was
born in Quincy. 许晓丽 南海区大沥许海初级中学

乡下人家 杨焕壬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Unit3 Weather ALet's talk 杨 迅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学

威尼斯的小艇 叶静敏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小学

三角形的整理复习 张美卿 王晓曼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动物说话 郑 露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语法知识讲解 : Have/Has...got...?
some和 any的区别使用 钟利英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初级中学

乘加乘减 周玉娇 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Module 5 catoons Unit 邓励敏 三水区乐平中学

浮力 吴静雯 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探究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 沈艳文 三水区三水中学

背越式调高 王传安 高明区第一中学

三角形的面积 蔡小杏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图形的运动 曹加和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数星星的孩子 陈晓霞 禅城区澜石小学

绘本创作指导 程健宁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倍的认识 邓雪颜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Where did you go 邓玉玲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找规律 何丽云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Unit3 weather A Let's learn 黄 滔 高明区明城镇崇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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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Unit 4 What can you do PEP
Book 5 李丽梅,梁智成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抽屉原理㈠ 梁剑华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小学

综合性学习活动总结汇报 梁淑梅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School life 卢晓坤 黄玲玲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数学乐园 彭思思 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角的认识 石素玲 禅城区东鄱小学

What's your favourite food? 唐慧敏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学

Unit 5 Do you like pears 唐妙勤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太阳是大家的 唐玉姣 佛山市鸿业小学

垂直与平行 谢彦钿 佛山市城南小学

卡罗尔和她的小猫 许少少 禅城区澜石小学

最小公倍数 杨细英 高明区明城镇崇步学校

功率 林映霓 佛山市第一中学

题好一半文 吴凌英 佛山市第一中学

认识人民币 范团花 南海区大沥镇城区小学

复韵母 ie 、üe、 er 黄秋萍 南海区丹灶镇罗行小学

（二）整合课例。

一等奖（39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多边形与平行四边形 吴 冰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Does it eat meat 张婷婷 伍贵强
顺德区杏坛林文恩中学

顺德区杏坛梁球琚中学

Endangered species 古满兰 南海区石门中学

运用 DIS探究力的分解 张建国 南海区桂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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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从现在开始 关湘云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制作醒目标题 黎锡辉 南海区西樵镇第四小学

丑小鸭 梁凯妍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The Story of Quyuan 沈国华 朱婉源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点到直线的距离 陶梓欣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Where Animals Live 吴丹淳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三角形的分类 朱雪芳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It is time to watch a cartoon 陈秀珍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科教兴国战略 冯艳媚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移动终端课例赏析句子 伍贵强 吴亚枚 顺德区杏坛梁球琚中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条件（一） 赵庆平 南海区西樵镇西樵中学

寻一把打开心扉的钥匙，表达交流

活动之访谈
陈 芸 南海区石门中学

让幻灯片动起来 陈斯燕 王彩贤 顺德区昌教小学

坐井观天 陈燕娴 顺德区北滘朝亮小学

乡上人家 陈引芳 南海区丹灶镇第二小学

动物儿歌 陈 颖 顺德区北滘西滘小学

彩色的非洲 邓炳光 佛山市城南小学

寻找快乐之旅 樊华锋 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小学

Module7 Unit1 方丹妮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把种子撒播到远处 冯 斌 禅城区东鄱小学

磁铁有磁性 蔡嘉欣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小嘎子和胖墩儿比赛摔跤 郭巧莹 廖晓锋 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牧场上的家 劳舒婷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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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渔歌子 李 斌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Wonderful food 梁凤欣 顺德区北滘西海小学

Unit 5 School life 卢晓坤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亲亲大自然 熊艳婷 禅城区东鄱小学

条形统计图 孙明洁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Why Snails Move So Slowly 绘本
教学

谭智茵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干点家务活 吴姿霖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第二小学

月球之谜 冼 铮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绘本作文指导蚯蚓的日记 徐淑怡 禅城区东鄱小学

制作漂亮海报（图片的处理应用） 杨月华 南海区丹灶镇罗行小学

过马路要遵守交通规则 张 艳 禅城区东鄱小学

认识时间 郑凤英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43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It is still read and loved 孔颖欣 佛山市汾江中学

彝家娃娃真幸福 傅晓蜜 禅城区东鄱小学

灵活的小海龟（while循环） 况 旭 顺德区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我们的动漫天地 黎 丹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功 黎永新 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变阻器 苏亦茂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狼 徐嘉琪 南海区南海中学

中国的行政区划 严青芹 高明区沧江中学

男生女生 杨俊丹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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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综合活动：设计一个旅行计划 何桂红 高明区第一中学

氨气的实验室制法 张 平 南海区石门中学

三角形的内角和 陈爱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The Story of Qu Yuan 陈冰娜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Unit4 where is my cat B learn 陈嘉裕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陈洁云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Colours letters and sounds 陈舒玲 顺德区北滘西滘小学

月季和茉莉（认识灌木） 谌永锋 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向同学推荐一本书 杜世敏 李伯灏
南海区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恒大

南海学校

Ways to go to school 范巧凌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让幻灯片动起来课例 高烁青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识字 8 郭洁璇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学

胆小的鹦鹉 何文绍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让更多的小灯泡亮起来 黄瑞珍 廖晓锋 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丑小鸭教学 简嘉莹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快快乐乐游禅城 李华娜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纸船和风筝 李雯佩 顺德区北滘马龙小学

Magnet 李颖君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小壁虎借尾巴 李紫梅 梁翠婷 顺德区北滘马龙小学

Unit 2 Food and health--a

rainbow diet
梁少婷 禅城区东鄱小学

Recycle 2 Read a story 梁斯婷 南师附小恒大南海学校

左邻右舍
刘付伟通

曾妙焮
顺德区杏坛昌教小学

将我心比你心心理录像课 罗婷姗 顺德区北滘坤洲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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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圆的周长 潘佩兴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圆的认识 佘雪珠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拥有好心情 宋云鸣 顺德区北滘西海小学

My Friends 谢 茵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三角形边的关系 谢莹莹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错觉摄影与图片处理 谢远清 黄景华 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巴士小车 辛结容 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彩色的非洲 徐晓宇 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My Animal 余文诗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马铃薯在液体中的沉浮 钟幸君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UNIT4 B Let us talk 庄淑花 顺德区北滘西滘小学

三等奖（26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家庭电路 邝志鹏 三水区乐平中学

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吴彩红 高明区沧江中学

春夜宴诸从弟桃花园序 黄惠兰 佛山市实验中学

Shopping 邓 明 南海区大沥镇大沥初级中学

“杠杆”与“滑轮”复习 杜英尧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二中

迢迢牵牛星 李小云 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画表情--曲线工具的使用 梁海仪 南海区南海中心小学

小数与单位换算 骆 慧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应用二元一次方程组—鸡兔同笼 麦少菊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宝岛因你而美 彭燕飞 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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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3Done--蝴蝶教学 阮和意 佛山市九江镇初级中学

可贵的沉默 谭小仪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通分 汤文静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整式的除法 王 越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二中

荷叶圆圆 张 雪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离子反应--新情景下陌生离子方程

式的书写
张雁英 南海区石门中学

My home B Let's learn 郑清凤 吴少芹 南海区桂城街道石石肯小学

这是什么 钟美玲 南海区里水镇绿地小学

观察物体 陈少兴 佛山市城南小学

秋天 邓彦华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Unit 3 At the zoo 张露丝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交通安全之马路如虎口 黄灿珍 禅城区南庄镇堤田小学

消防安全记心中 罗文燕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1亿有多大 区绍娴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圆的认识 陶梓欣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Unit 3 At the zoo 叶菲莹 高明区荷城街道泽英小学

（三）微课。

一等奖（38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趣味语文--玩转诗歌鉴赏 谭宇玲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小学

这样做摘抄更有效 欧敏华 王作为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感受世界的变化 何惠晴 顺德区养正学校

Weather 黄玲玲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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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Unit 3 Look at me! Part A, Lets

learn.
黎毅峰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小猫画十字形 李晓丹 顺德区均安顺峰小学

区分 b和 d 梁翠婷 李紫梅 顺德区北滘马龙小学

句子宝宝变变变 沈国华 彭艳平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序数词 孙燕华 佛山市城南小学

快速修改文章 张惠姗 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

多边形与平行四边形 吴 冰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巧辨现在完成时的标志词 since

与 for
张婷婷 伍贵强

顺德区杏坛林文恩中学

顺德区杏坛梁球琚中学

The Sea 定语从句复习 郭丹娜 罗丽芳 南海区桂华中学

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 刘 军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PPT导出录屏 曹本华 佛山市第九小学

三角形的内角和 陈爱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识字妙招我记牢 陈洁曼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密室逃脱--绘制正方形和正三角

形
陈锦良 南海区九江镇中心小学

圆环的面积公式推导 陈雁纯 顺德区杏坛光华小学

火车过桥 陈雁纯 黄佩玲 顺德区杏坛光华小学

八孔竖笛的入门认知 陈宇婷 吴艺挺 佛山市城南小学

on, in, under 邓艺芬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数字编码 何俊江 佛山市惠景小学

面的旋转 何 翌 顺德区大良世纪小学

For循环的定义与作用 黄楚君 南海区大沥城南小学

My friends 黄玲玲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奇妙时光机 黄晓明 南海区大沥沥东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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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Unit4 At the farm A talk 廖永珍 南海区西樵镇第五小学

求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林敏鸾 佛山市城南小学

用排水法求不规则物体体积 刘 媛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青青找朋友之巧妙区分“晴 情

请 清 蜻”
潘文秀 顺德区北滘莘村小学

鸡兔同笼 陶梓欣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仰卧起坐 韦碧容 顺德区容桂小学

Magic Colour 吴少芹 南海区桂城街道石肯小学

There be 句型学习 张敬强 李容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月字旁与“肉”字旁的教学指导 谢晓君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数学广角--推理 严彩玲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

学

认识“辶” 张敬强，朱 萍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二等奖（48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宾语从句之听说突破 杜志坚 顺德区伦教周君令中学

大一统气派与中华民族的象征 胡 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

外国语学校

发酵现象 黄彩凤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降水 黄凤姬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第四初

级中学

勤快的小龟：for循环 况 旭
顺德区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

校

调控情绪 李肖云 南海区桂江第一初级中学

“叙事要详略得当”写作指导 卢桢泓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陶板剪纸制作,对称装饰纹样 罗欢喜 佛山市汾江中学

加减法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总结 许婧云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初

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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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Module11 unit2 章 凌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二中

平面镜的应用 朱其康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范友宝 顺德区青云中学

绘声绘影制作羽毛球视频片头 何倩茵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英国君主立宪制简史 贾若男 南海区桂华中学

利用 CorelDRW绘制校徽 莫志敏 南海区桂华中学

山地的形成 温细娜 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意识的作用 谢同心 高明区纪念中学

Passive Voice 殷峰雯 高明区第一中学

小蜗牛慢慢爬 岑楚君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三年级修改病句 岑楚婷 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小学

快速矩形命令 r,rr的使用 陈琼欢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中心小学

画苹果 崔伟锋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小

学部

部首查字法 丁 玲 顺德区龙江东海小学

圣诞树 冯 帆 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梯形的面积 高才淋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鸿雁传书，信写我心”如何写

“信”
何惠浈

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

小学

Sounds and Letters Tt & Dd 胡少芳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Unit 4 My home 李华玲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比较数的大小 李叶佳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倍的认识 吴荣江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巧妙设置循环的初值与步长 周朝京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对子歌 刘秋怡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小

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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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输入命令 刘吴嘉敏 南海区大沥镇泌冲小学

My family 欧阳凤鸣 顺德区龙江东头小学

小猫抓老鼠：在 scratch2.0中实

现老鼠脚本的设计
欧阳瑶瑶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Unit5 Whose dog is it B. Learn 谭翠文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Shopping modes 王素莹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下雨的前兆 卓安瑶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认识 scratch 温振宇 顺德区伦教培教小学

遇到句号时的朗读停顿指导 谢晓君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垂线的画法 旋卓雅 顺德区均安顺峰小学

Write an Interesting Dream 严欣仪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小学

缩句 杨青霖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3D建模之手机壳 张兴贵 顺德区北滘高村小学

蛋壳玩偶 周卓慧 苏月媚 顺德区德胜小学

巧辨拼音字母 bdpq 卓安瑶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用数对确定位置 潘光志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彩点点 邹妙姗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小学

三等奖（35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在网页中使用超链接 范伟祥 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邮件合并 杨凤娜 大良梁开中学

点灯 LED灯 黄振道 城区中心小学

日本的气候 胡德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外

国语学校

认识轴对称图形 黄 丽 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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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分一分（一） 欧阳洁红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鸡兔同笼 汪 梅 顺德区北滘莘村小学

“判断东西半球”方法指导 吴思清 顺德区君兰中学

变形动画的制作 杨 俅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调动感官把文章写具体 刘昭超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时政解读，英国脱欧(汇率变化对

社会生活的影响)
邹文红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绘制基本图形 刘斌婷 南海区桂城街道林岳小学

我多想去看看 曾彩华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音序查字法 邓惠凤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there be句型掌握四部曲 韦经先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洪倩仪 顺德区龙江东头小学

一起来跳舞 刘翔 顺德区龙江东头小学

衍纸艺术--情侣猫咪的制作 李灿辉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风力与风向 万芷源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华中学

激情体艺促进班风 罗丽芳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华中学

二年级英语朗读示范 邓泽民 佛山市鸿业小学

快速椭圆命令 ee、e的使用 练小梅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凤辣子”初见林黛玉 冯洁玲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神奇的补间动画 李小红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Module 7 Present passive

voice（一般现在时被动语态）
陈燕华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少年闰土 梁锦霞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How to describe your friends 马思怡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Unit 3 Look at me 夏结锋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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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学习音序查字法 郑秀敏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自然经济的解体 连志平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认识图形 植伟良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推理 黄俊斌 南海区南海外国语学校

2~5的分与合 邹宇莹 禅城区协同学校

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高颖仪 南海区旗峰初级中学

有趣的图形 陈润平 南海区丹灶镇第二小学

（四）教师创客与工具系统类。

一等奖（6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杏坛教师网络空间 邓灿星 伍贵强
顺德区杏坛梁球琚中学

顺德区杏坛梁球琚中学

SmallBasic编程教学网络空间 林文彪 梁挺林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中小学校本课程选修课网上选课

系统
唐 浩 南海区石门中学

德育教学一体化平台 张 超 南海区九江中学

基于物联网的分布式微型图书馆 林俊桂 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移动图书馆 莫志敏 南海区桂华中学

二等奖（10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初中信息技术教师网络空间 梁挺林 林文彪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灯湖小学教师网络空间 苏伟浪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小升初面谈时间调剂申请系统 侯粤东 刘彩嫦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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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课堂知识竞赛通用软件 赵慧苹 禅城区张槎中学

画函数 林俊桂 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成绩统计 曾得良 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嘉嘉打字易 江润照 禅城区下朗小学

初级中学招生网上录取系统 潘 城 顺德区勒流众涌小学

微信小程序--轻记单词 张嘉庆 顺德区昌教小学

校园图书管理系统 周远青 顺德区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三等奖（14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校园足球网络空间 曾科华 顺德区大良聚胜小学

创客.智能家居 刘亮忠 南海区西樵镇第三小学

小型图书箱 李华清 南海区西樵第三小学

智能借阅机 李信昌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多功能几何尺 廖俏玲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一中

微型图书馆资料 林俊桂 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选择您，走近您——校史研究 梁亚荣 南海区大沥镇高级中学

黄友英老师 黄友英 佛山市城南小学

周长相等，面积不相等的长（正）

方形
何小媚 梁洁英 禅城区澜石小学

教学评价系统 钟光颖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儒林中学信息学学习网站 潘永添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中学

许海中学评课系统 叶佐连 南海区大沥镇许海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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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小型图书箱 李华清 南海区西樵第三小学

智能借阅机 李信昌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二、学前教育组

（一）多媒体课件。

一等奖（9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彩色村庄 陈玉珍 林冬梅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大班消防安全教育 邓妍芳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蝌蚪变青蛙 黄彩玲 黎艳娴 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科学活动颜色变变变 赖晓君 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漆汽车 林玉娟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宝宝吃饱了 骆珊珊 洪 绮 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树真好 叶秀丽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能帮助人的动物 黄彩玲 黎艳娴 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戏说脸谱 叶秀丽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10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重量大比拼 何敏芬 高明区机关幼儿园

会跳舞的西瓜籽 黄倩瑜 高明区机关幼儿园

认识大于号和小于号 徐玥虹 顺德区新德业第一幼儿园

有趣的排序 黎晓雯 高明区财贸幼儿园

大班语言活动：问答歌 李桂芳
华南师大附属西樵新城英才幼

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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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安全过马路 刘甜芬 周敏玲 南海区丹灶中心幼儿园

送小动物回家 麦靖仪 南海区西樵镇吉水幼儿园

宝宝从哪里来 余焕映 吴静鸿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小老鼠的来信 张旭娴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方块兔子过生日 候慧慧 陈东荣 北滘镇美的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14名）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英语活动野江动物园 陈洁玲 三水区小天使幼儿园

大班故事河马的房子 关惠仪 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英语活动欢乐圣诞会 李敏娴 三水区小天使幼儿园

中班科学活动：昆虫躲猫猫 黄丽云 新德业第一幼儿园

最后一片叶子 梁永泽 禅城区张槎中心幼儿园

分级阅读太阳和月亮 陆肖容 三水区小天使幼儿园

中班科学活动送垃圾回家 谭艳兰 高明区荷城幼儿园

昆虫小博士 黄丽云 新德业第一幼儿园

和甘伯伯去游泳 肖晓琳 梁春芳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应用人民币 叶敏颖 三水区大塘实验幼儿园

小狗抬花轿 叶嘉琪 李雪洪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候车小常识 卢啟玲 新德业第一幼儿园

不要随便摸我 张婉华 杜思敏 南海区狮山官窑中心幼儿园

彩色世界 刘思娜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二）整合课例。

一等奖（4名）



— 26 —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有趣的瓶子 陆丽媚 罗敏玲 南海区丹灶中心幼儿园

看谁记得多 麦佩兴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幼儿园

中班数学活动排序 孙 蒙 郑妙榕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 余少琦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幼儿园

二等奖（7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吹泡泡 冯小丽 黄 静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中班数学看电影 李建飞 骆珊珊 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我喜欢的车 李艳珊 南海区大沥冠苗幼儿园

穿越地雷阵 刘泳媚 罗敏玲 南海区丹灶中心幼儿园

我是环保小卫士 陆宝兴 林秀英 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中班科学活动轮子作用大 潘嘉琪 张泳欣
华南师大附属西樵新城英才幼

儿园

10以内数与量的对应 吴婉笑 卢美群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14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大班社会家乡的角子节 邓秋霞 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小手爱地球 黄伟文 北滘君兰幼儿园

啪啦啪啦.嘭 梁志芳 朱盈盈 高明区荷城街道百乐幼儿园

车子来帮忙 区艳婷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排序 孙蒙 郑妙榕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我会做蛋挞 陈秋红 李俊豪 南海区大沥镇城区小学

稻谷的生成 唐瑞玲 北滘君兰幼儿园

好玩的空气 黎带欢 麦晓莺 南海区西樵镇吉水幼儿园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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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好饿的毛毛虫 刘小平 南海区大沥镇大镇幼儿园

轮子作用大 潘嘉琪 张泳欣
华南师大附属西樵新城英才幼

儿园

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梁柳宜 顺德区北滘君兰幼儿园

猴子学样 苏杏梅 张香云 南海区大沥谢边幼儿园

水果宝宝去旅行 肖芳琼 黄建平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摘果子游戏 沈世焕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二）微课。

一等奖（16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创意手工：威武的狮子 陈惠仪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有趣的沙画 廖锋华 欧阳颖珊 顺德区大良育才幼儿园

一分钟有过长 罗敏玲 钟丽珠 南海区丹灶中心幼儿园

跳跳偶 曾苑羚 顺德区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美工折纸东南西北 陈杏梅 顺德区新德业第一幼儿园

甜甜的西瓜 洪 绮 骆珊珊 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图形分类计数 简静贤 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美丽的玫瑰花 李丽嫦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幼儿园

可爱的八爪鱼 梁锶畑 顺德区北滘镇第二幼儿园

魔法画框 廖锋华 龙淑韵 顺德区大良育才幼儿园

谁住在皮球里 罗敏玲 张 露 南海区丹灶中心幼儿园

神奇画框 罗佩玲 罗敏玲 南海区丹灶中心幼儿园

积木建构活动：牌坊 麦少桃 刘绮薇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中班科学活动生熟鸡蛋 王文香 顺德区容桂蓓荭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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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浮上来和沉下去 徐梓华 欧阳平 南海区狮山懿德西堤幼儿园

我妈妈要生新宝宝啦 周晓君 顺德区北滘镇第二幼儿园

二等奖（7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认识时钟整点 梁静文 罗惠开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长度守恒 梁少嫦 顺德区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金鱼 陆艺明 朱婉霞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小班手工剪窗花 吕晓华 顺德区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蒲公英 谭淑仪 冯婉怡 高明区荷城街道百乐幼儿园

认识竹子 吴静鸿 罗丽珊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纸上花蕾水中开 郑平心 顺德区北滘镇第二幼儿园

三等奖（9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大班趣味体操飞机 邓妍芳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不要独自玩水 冯浪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中班语言恐龙回来了 吴敏华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彩色喷画 吴桥芬 严淑君 高明区荷城街道百乐幼儿园

有趣的沙画 舒锦屏 顺德区大良育才幼儿园

认识竹子 罗丽珊 吴静鸿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甜甜的西瓜 骆珊珊 洪 绮 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小牛 陈泳瑜 顺德区容桂蓓蕾幼儿园

孝文化传承 徐梓华 欧阳平 南海区狮山懿德西堤幼儿园

三、职业教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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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媒体课件。

一等奖（4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汽车转向系 彭海胜 尹 飞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充电式 LED台灯的安装与调试 胡文辉 罗志良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花卉基础图案设计 孙婉蓉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形象体美术字设计 孙婉蓉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11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物流仓储单证填制综合实训 曾 珎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网络广告设计与制作 陈国旋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基础概述 何国强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国梦与我的理想 黄伟锋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商业选址 江婉明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托盘装盘码垛方法 邝凤婵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将爱进行到底 刘一良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知行统一与体验成功 卢静仪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认识级进模 区玉姬 杨伟锋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谈话活动设计大攻略 吴劲茵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电商美工速成 徐 阳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6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过去进行时 陈晓峄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平面四杆机构 赖茶秀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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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PS图片处理 麦蔼岚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进出轿顶 张 挺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剪角发票的填制与处理 黎穂妍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VB选项按钮控件 陈鹏抟 三水区理工（技工）学校

（二）微课。

一等奖（11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PS图像处理中的证件照换底 刘典焕 顺德 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三分钟学会制作 300张邀请函 骆令健 黄新艳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单相电度表的接线 曾晓文 胡向群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幼儿舞蹈歌表演创编小技巧 陈珊珊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字体设计的九种创意技法 韩玉玲 彭海胜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华中数控车床试切法对刀 黄棋昌 冯晓东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剪切粘贴”两步走轻松搞定

强调句
潘奕呈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PS图像处理中的色彩三要素 邱旭波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双联控制电路接线 万坤明 张 挺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叉车叉取作业 张兆添 黄玉贤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鉴别红宝石和红色碧玺 周永哲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6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神奇的隔三空二 蔡家驹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电话沟通的技巧与礼仪 曾文芳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接触器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的

接线与检测
胡向群 曾晓文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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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餐巾折花之餐巾杯花 林晓纯 张兆添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外径千分尺的使用 巫益平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Excel函数游戏闯关 吴永聪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8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接触器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的

接线与检测
曾晓文 胡向群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消化性溃疡 刘巧玲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人物跑步动画 莫泽明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会计凭证的整理和装订 韦丽宝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舌诊歌诀 郑 颖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直线投影 蒋俊岸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注塑机基本原理与调试 刘 韬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系统工具平台。

一等奖（1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顺德区监考员培训在线考试软件 张良承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3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店招设计仿真实训系统 欧阳俊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教学评价系统 张志瑜 欧广飞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智能考试系统 张志瑜 张晓云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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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网页设计与制作教学网站 张 勇 彭成英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组装与调试

仿真教学系统
朱梅娟 黄启鹏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模具装调车间仿真软件 张济明 黄桂胜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四、特殊教育组

（一）多媒体课件。

一等奖（3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镜头组接实用技巧 李建辉，谢淑菁 南海区星辉学校

位似 莫江涛 佛山市启聪学校

快乐公交车 吴燕飞 三水区启智学校

二等奖（8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识天气会穿衣 曾 萍 三水区启智学校

我和水果宝宝做朋友 陈榕娥 禅城区启智学校

认识外套 黄伟杰 三水区启智学校

交通安全百宝箱 李丽生 南海区桂城街道叠滘二小

感恩老师 李燕平 禅城区启智学校

认识上下 刘晓圣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小学

比较数的大小 周咏妍 禅城区启智学校

小马过河--触觉平衡板 朱秋桂 禅城区启智学校

三等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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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得数是 3的加法（1） 韦志亮 南海区星辉学校

我会说 6 王 斐 禅城区启智学校

洗拖把 欧玉玲 三水区启智学校

（二）整合课例。

一等奖（3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煮米饭 曾 萍 三水区启智学校

群鸟学艺 张伟萍 佛山市启聪学校

滴滤式咖啡的制作 祁 缨 佛山市启聪学校

二等奖（6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火灾逃生 陈榕娥 禅城区启智学校

打雷闪电 陈玉阳 三水区启智学校

我的老师 李燕平 禅城区启智学校

认识上下 刘晓圣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小学

感恩父母--我爱我妈妈 苏泳妍 禅城区启智学校

浓情五月天，感恩母亲节 朱秋桂 禅城区启智学校

三等奖（4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小刺猬乘车 黄佩容 三水区启智学校

加减法生活运用 蒋苏萍 禅城区启智学校

我是理财小能手--我会超市购物 李晓艳 禅城区启智学校

舞蹈摘苹果 钱燕仪 董桂林 三水区启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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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课。

一等奖（7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清洗单裤 陈玉阳 三水区启智学校

滚筒训练 高毅勇 佛山市启聪学校

燕麦包制作方法 苏敏夫 佛山市启聪学校

乡间四月 崔玉倩 黄伟杰 三水区启智学校

生姜洗发皂 陆晓芸 佛山市启聪学校

汉语拼音标调规则 马善波 禅城区启智学校

投影 莫江涛 佛山市启聪学校

二等奖（5名）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我会使用电子秤 陈秋红 南海区大沥城区小学

椰汁芒果糕 李建辉 南海区星辉学校

生活数学--7的乘法口诀应用 芦松敏 佛山市启聪学校

洗拖把 欧玉玲 三水区启智学校

快乐公交车 吴燕飞 三水区启智学校

五、活动组织奖

（一）先进个人(18名)。

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俞秋雯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蔡海辉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李干城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教育技

术装备室
刘健芬 高明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刘慈清 顺德区北滘坤洲小学 朱裕安
三水区教育局教育信息装备

中心

许宜胜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黄彩玲 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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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廖逢源 顺德区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彭海胜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谭宇玲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小学 区燕芳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陈玉珍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麦挺锐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谭瑞贞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王作为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陈维新 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陆敏然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中小学

（二）组织活动先进单位(32个)。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教育技术装备室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电教站

高明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三水区教育局教育信息装备中心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启智学校 禅城区东鄱小学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顺德区北滘镇中心小学

顺德区容桂小学 顺德区新德业第一幼儿园

顺德区杏坛昌教小学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南海区南海中心小学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中小学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外国语学校 三水区启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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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