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教德〔2018〕146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弘扬高尚师德，潜心

立德树人”师德征文及微视频征集活动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市属幼儿园：

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

职业道德水平，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全心全意做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

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18年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的通知》（佛教德〔2018〕101

号）要求，我局组织开展了“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师

德征文及微视频征集活动。经各区和各市直学校、市属幼儿园逐

级遴选推荐，专家分组评审和集中审议，共评出师德征文获奖文

章 228篇（其中幼儿园组一等奖 25篇、二等奖 37篇；小学组一

等奖 25篇、二等奖 42篇；中学组一等奖 25篇、二等奖 35篇；

中职组一等奖 25篇、二等奖 14篇）和获奖微视频 30个（其中

一等奖 3个、二等奖 27个）。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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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8年佛山市“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师

德征文及微视频征集活动评选结果的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18年 11月 26日

（联系人：周洁荣，联系电话：8228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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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佛山市“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师德征文
及微视频征集活动评选结果的名单

（同一等次内排名不分先后）

一、征文类

（一）幼儿园组（62篇）。

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1 李 慧 禅城区机关第一幼儿园 我是一名幼儿教师 一等奖

2 欧素红 禅城区南庄镇罗南幼儿园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一等奖

3 黄丽珍 禅城区南庄镇湖涌幼儿园 用爱践行 润泽童心 一等奖

4 廖玉冰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幼儿园 牢记师德，不忘初心 一等奖

5 陆敏贤 禅城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感恩遇见 一等奖

6 黄玉飞 禅城区九珑璧幼儿园 爱，在心中 一等奖

7 陈 敏 禅城区九珑璧幼儿园 仁爱之道 乐教之本 一等奖

8 张喜红 南海区大沥中心幼儿园
师德浇灌幼苗 爱心播撒希望——“弘扬高尚师

德，潜心立德树人”师德征文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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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9 邓群兰 南海区九江沙头中心幼儿园 坚守立德树人，成就最美 一等奖

10 黄结文 南海区狮山小榄新幼儿园 追梦路上，与爱相伴 一等奖

11 叶秀明 南海区狮山万石幼园 我的幼教事业、我的爱 一等奖

12 邹 琼 南海区丹灶金沙幼儿园 论建立有效常规与品德修养的重要性 一等奖

13 李翠玲 南海区桂城中心幼儿园 太阳底下“爱”的责任 一等奖

14 吴燕飞 南海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爱的选择 遇见最美的自己 一等奖

15 黄玉燕 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弘扬师德与爱同行 一等奖

16 皮振辉 顺德区机托·绿田幼儿园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师德渗透在幼儿

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中
一等奖

17 张子艾
顺德区容桂镇新亚加达中英文

幼儿园
爱在细节——做孩子喜爱的幼儿园老师 一等奖

18 曾如壁 顺德区乐从中心幼儿园 亲近幼儿，立德树人 一等奖

19 谭佩仪
顺德区梁銶锯夫人幼儿园人幼

儿园
陪伴孩子遇见美好的自己 一等奖

20 关绮娴 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心中有爱，所以会好 一等奖

21 梁秀珍 顺德区容桂振华幼儿园 有 爱 就 有 快 乐 一等奖

22 杨秀娟 高明区明城镇盈富幼儿园 一路花香，只因心中有爱 一等奖

23 区艳婷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他是一名幼儿教师 一等奖

24 邓妍芳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落叶无声，秋雨有情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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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25 杨雪仪 三水区南山实验幼儿园 让爱与微笑相伴 一等奖

26 黄少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幼儿园 积极培养青年教师 用心践行师德灵魂 二等奖

27 赖晓君 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二等奖

28 陆艳婷 禅城区南庄镇湖涌幼儿园 用师爱唤醒心灵 二等奖

29 黎家祯 佛山市教工第二幼儿园 耐心聆听·真诚交流——家长沟通的 二等奖

30 李 艮 禅城区九珑壁幼儿园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眼中有孩

子 ，用心做教育
二等奖

31 韦顺译 禅城区九珑壁幼儿园 健康阳光的孩子需要老师的用心与专业 二等奖

32 罗倩雯 禅城区九珑壁幼儿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二等奖

33 苏丽铭 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心系中国梦，做好引路人 二等奖

34 冯丽丽
南海区九江曾秩和纪念学校附

属幼儿园
因为爱，奉献也快乐 二等奖

35 邹微婷 南海机关第二幼儿园 让爱的初心与教育同行 二等奖

36 陈丽贞 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坚守信念 以爱滋润——当一名敬岗爱业幼教

人
二等奖

37 谢群莉 南海区大沥实小附属幼儿园 植根幼教，最美遇见 二等奖

38 黎健仪 南海区丹灶金沙幼儿园 德育无痕润物无声 二等奖

39 董艳 南海区狮山官窑中心幼儿园 铸就“追梦团队”，奏响最美乐章 二等奖

40 黄洁静 南海区九江上东幼儿园 不忘初心，坚守幼教净土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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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41 邝娟玲 南海区狮山嘉景华庭幼儿园 用心诠释，做五心级幼儿教师 二等奖

42 邓碧霞 南海区里水中心幼儿园 以心育人，乐做“有心人” 二等奖

43 邵丽嫦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幼儿

园
高尚的师德是教师的明镜 二等奖

44 余素芳
南海区大沥黄岐中心幼儿园白

沙分园
爱心献教 快乐成长 二等奖

45 袁月妹 南海区大沥镇大镇幼儿园 积极传播正能量——师德建设有感 二等奖

46 卓小冬 顺德区陈村精博实验幼儿园 用爱心为幼儿成长铺路 二等奖

47 甘明惠 顺德区龙江排沙幼儿园 我的幼教日记 二等奖

48 张秋霞 顺德区陈村永兴幼儿园 矢志不渝，让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二等奖

49 黄斯琪 顺德区龙江朝霞幼儿园
“仁爱”“忠诚”“敬业”“道义”是幼儿教师师

德修养要素
二等奖

50 陈慧婵 顺德区伦教群峰幼儿园 爱与尊重伴幼儿教育同行 二等奖

51 黄静婵 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争做“四有”

教师，培养“四有”儿童
二等奖

52 李华丽 顺德区大良街道北区幼儿园 培育幼苗 德为先 爱相伴 二等奖

53 梁 玲 顺德区乐从经华幼儿园 一名幼儿园教师的自白 二等奖

54 周晓燕 顺德区北滘镇林头幼儿园 赏识教育在日常工作中的运用策略 二等奖

55 郑思梦 顺德区北滘镇君兰幼儿园 不忘初心，贵在坚持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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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56 谈凤婉 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三十载坚守缘于爱 二等奖

57 谢伟霞 顺德区伦教财贸幼儿园 浅谈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二等奖

58 张秋霞 顺德区陈村永兴幼儿园 矢志不渝，让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二等奖

59 唐丽芬 高明区荷城街道荷城幼儿园 加强幼儿园师德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二等奖

60 关惠仪 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让爱与教育在一起 二等奖

61 曾叶桦 三水区白坭镇凯旋幼儿园 立德树人，与爱同行 二等奖

62 冯浪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浅析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 二等奖

（二）小学组（67篇）。

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1 袁 航 佛山市元甲学校 生命之花－－记对有特殊需求学生的关爱 一等奖

2 卢月芬 佛山市白燕小学 党旗，飘扬在三尺讲台上 一等奖

3 胡 婵 佛山市鸿业小学
大手牵小手，让学生在温馨和谐的“家”中健

康成长
一等奖

4 文 敏 禅城区怡东小学 立德树人，以爱沐浴众生 一等奖

5 郑镓渝 佛山市第六小学 以德律己，以爱育人 一等奖

6 孙 燕 佛山市铁军小学 走在幸福成长的路上 一等奖

7 孙绮琼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六联小学 爱是师德的灵魂 一等奖

8 林鸿先 南海区九江镇海寿小学 坚守海岛，潜心育人 一等奖

9 文文红 南海区高新区第一小学 立德树人，从爱开始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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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10 温细冬 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且歌且舞来“种德” 一等奖

11 黄伟青 南海区里水镇麻奢小学 以爱育爱，用心换成长 一等奖

12 杨 梨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孩子，愿你永远有一片草地 一等奖

13 陈顺燕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用爱经营，孜孜追求 一等奖

14 陈业铭 顺德区容桂小黄圃小学
一辈子的事：让农村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

教育——我的教育信仰
一等奖

15 冼惠玲 顺德区大闸小学 以真情导航，携爱心同行 一等奖

16 彭柳丹 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不只是老师——“小牛顿”班给我的教师角色

感悟
一等奖

17 李 敏 顺德去陈村镇新圩小学
循初心 尽师责 重树人 做明师——浅谈教

育改革背景下，师德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感悟
一等奖

18 何永泉 顺德区伦教北海小学 种子需春风春雨 孩子需真情关爱 一等奖

19 潘子贤
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

学
倾心相授，化德入微，做“四有”教师 一等奖

20 陈巧娟 顺德区龙江镇华东小学 丹心一片育桃李 绿叶无言写春秋 一等奖

21 梁诗茵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有一种师德叫阳光 一等奖

22 胡彬艳 高明区荷城街道泽英小学 主牢记誓言，不忘初心——甘守三尺讲台 一等奖

23 黎群娣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小学 为孩子的成长插上隐形的翅膀 一等奖

24 陈丽杰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月小学 因爱而立 止于至善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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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25 黎政伟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六小学
以德铸师魂，用爱暖生心——记西南街道第六

小学德育主任陆影芬
一等奖

26 胡彩珍 禅城区东方村尾学校 论新时期的师生关系 二等奖

27 植丽健 禅城区第五小学 用“三心”促成长——特殊学生输导记录 二等奖

28 徐秀钗 禅城区第一小学 用爱铸师魂，一心播种子 二等奖

29 连泽璇 禅城区澜石小学 不一样的你--记孤独症儿童随班就读教育有事 二等奖

30 陈柳妃 禅城区罗南小学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二等奖

31 袁丽娟 禅城区罗南小学 浅谈如何在新时代中树教书育人新风尚 二等奖

32 黄佳妮 禅城区人民路小学 做最亮的一束光 二等奖

33 陆映秀 禅城区镇安小学 关于中小学生教师自身师德建设的思考 二等奖

34 徐小芳 禅城区张槎小学 路遥山水长，毕生远航 二等奖

35 江 梅 禅城区铁军小学 不忘初心 与爱同行 二等奖

36 陆旻贤 佛山市实验学校 理想 使命 形象 二等奖

37 陈文华 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幸为人师不忘初心，立德树人砥砺前行 二等奖

38 李永发 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北小学 扬师爱之帆，铸师德之魂 二等奖

39 黄跃跃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第二小学 蜡炬？不，是灯塔 二等奖

40 林少葵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以身立教 立德育人 二等奖

41 覃 华 南海区大沥镇谢边南桥学校 愿做红烛，甘为人梯——谈谈我眼中的师德 二等奖

42 戴 璐 南海区西樵镇第一小学 唯德常馨，能恒树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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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43 钟秋娜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小学 争做“四有”好老师，共筑“品牌南海” 二等奖

44 蔡红茹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植根于爱，立德树人 二等奖

45 傅春晖 南海桂城外国语学校 用爱打开孩子的心扉 二等奖

46 汤毅英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中心小学 爱——开启幸福教育的钥匙 二等奖

47 黄少红 南海区九江镇中心小学 让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 二等奖

48 刘 辉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让“德育之花”在“错误”中绽放 二等奖

49 张春莹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夸学生，学问大 二等奖

50 邹敏霞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中心小学 德为师之灵魂 二等奖

51 古丽飞 顺德区西海小学 立足平凡岗位 潜心立德树人 二等奖

52 何少平 顺德区容桂小学 查摆问题救赎师德 二等奖

53 胡世玲 顺德区大良顺峰小学 关爱比授业重要 生活比课堂广阔 二等奖

54 胡蕴玲 顺德区龙江苏溪小学 守望一树花开 坚守一份美德 二等奖

55 梁梓欣 顺德区仓门小学 化作雨露，护苗成长 二等奖

56 王杰铭 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小学 我是老师，我要给寻梦的孩子引路 二等奖

57 张曼 顺德区北滘镇莘村小学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二等奖

58 杨玲霞 顺德区西山小学 “阳光味道，让爱看得见” 二等奖

59 骆小芹 顺德区天连小学 那个学生 那件事 二等奖

60 辛翠连 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爱心感召情感，孕育脉芽破土 二等奖

61 周艳露 顺德区明德小学 幸福看得见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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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62 刘文诗 顺德区罗沙小学 师魂耀星空 二等奖

63 梁结敏 顺德区伦教永丰小学 爱岗敬业正师风 廉洁修身铸师魂 二等奖

64 李惠珍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小学 平凡舞台，真情育人 二等奖

65 梁洁娟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爱与责任同行 二等奖

66 唐建梅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与幸福相伴，跟快乐同行 二等奖

67 邢璐倩 三水区实验小学 “信道”：做理想信念的引路人 二等奖

（三）中学组（60篇）。

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1 陈慧明 佛山市启聪学校 做学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一等奖

2 张伟冬 禅城区汾江中学 用爱心和责任铸造师魂 一等奖

3 刘碧珠 禅城区实验高级中学 用热爱打造学生的良师益友 一等奖

4 陈丽桃 禅城区荣山中学 风雨无阻来接你---记我有普格支教的日子 一等奖

5 易静华 南海区里水高中 春风化雨，润泽心田 一等奖

6 黄婉君 南海区桂华中学 师者所思微观师德 一等奖

7 邵斯颖 南海区黄岐高级中学 行不言之教，保纯真之心 一等奖

8 李文虹 南海艺术高中 从心出发，常怀“三心”，不忘为师初心 一等奖

9 郑佳敏 南海区石门高级中学
用心经营好班级管理——谈谈班主任工作的一

些探索
一等奖

10 江灼豪 南海区石门中学 师德如山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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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11 林晓铃 南海区狮山镇大圃初级中学 麦田里的守望者 一等奖

12 蔡耀纯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细微小事物，大大德育观 一等奖

13 卢杏芬 顺德区实验中学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的教育故事 一等奖

14 彭晓波 顺德区均安中学 播撒春天 花开不败 一等奖

15 徐明明 顺德区龙江中学 我的教育故事 一等奖

16 刁永明
顺德区伦教街道周君令初级中

学
爱是永恒的真诚，生命是被感化的美 一等奖

17 李长福 顺德区第一中学
有长福，真幸福——佛山市教书育人典型事迹

巡回报告团材料
一等奖

18 吴敏婷 高明区杨和中学 给孩子一片天空，还我们无尽精彩 一等奖

19 石锦秀 高明区纪念中学 尊重和平等是关爱最好的姿态 一等奖

20 黄晓如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伴你同行 一等奖

21 杜伟群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爱的执着与坚守 一等奖

22 蔡丹红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质朴的榜样，阳光般的爱 一等奖

23 董桂林 三水区启智学校 做一个平凡的特教老师 一等奖

24 杜泳芳 三水区华侨中学 不忘初心，潜心酿造 一等奖

25 严少枝 三水区河口中学 不忘初心，乐做学生引路人 一等奖

26 何历程 佛山一中 一切为了学生 二等奖

27 韩英慧 禅城区荣山中学 路，我是这样走过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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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28 朱大玉 禅城区荣山中学 许漫漫教育路的自己一份美好的承诺 二等奖

29 吴惠欢 佛山市第十一中学 唯心而已 二等奖

30 李音音 佛山市实验中学 仁师立德，指路育人---一位新教师的工作感悟 二等奖

31 钟 黎 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高三这一年 二等奖

32 张洁华 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和学生一起成长 二等奖

33 李俊娴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初级中学 以仁爱之心立师德—初一新班主任的感悟 二等奖

34 叶智彬 南海区石门中学 以心为善，以生为本 二等奖

35 王君晖 南海艺术高中 新时代加强师德建设的思考 二等奖

36 叶秀青 南海区里水高中 敞开心扉，以真换诚 二等奖

37 陈 茜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叶的事业 二等奖

38 程家鹏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初级中学 转变学困生的“五部曲” 二等奖

39 代淑言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青春 责任 立德 奉献 二等奖

40 仇帼欢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初级中学 师爱，藏于心中，融于教学 二等奖

41 黎子平 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若为师德故，互联网与传统经典可共舞——“互

联网+”背景下教师师德建设策略初探
二等奖

42 李杏华 南海区桂城中学 坚守教育，做一位安静的老师 二等奖

43 张锦雯 南海区南海中学 弘扬师德，樵山有爱 二等奖

44 刘传懿 南海实验中学 用心与坚持 二等奖

45 杨志玲 南海区狮山镇石门实验中学 长大后我就成了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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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46 张钕清 南海区第一中学 倾心做教育，爱心铸师德 二等奖

47 黄莹 顺德区沙滘初级中学 一棵小草的人生奋斗 二等奖

48 陈国佳 顺德区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点一盏灯，向着诗和远方 二等奖

49 何伟琦 顺德区青云中学 做德育工作的“眼尖”、“嘴巧”、“心狠” 二等奖

50 蒋方勇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初级中学 躬亲共守 静候花开 二等奖

51 梁筱莹 顺德区南江初级中学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二等奖

52 林邦惜 顺德区建安中学 传奇卡哥 二等奖

53 刘运益 顺德区伦教中学 愿你就这样深情以待 做好孩子的引路人 二等奖

54 骆意 顺德区北滘镇碧江中学 捧着一颗心，与孩子们一起成长 二等奖

55 杨少华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以身为引铸生之文化 二等奖

56 张志荃 顺德区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静听花开 共同成长 二等奖

57 于少飞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宽严相济，真心相悦 二等奖

58 潘英华 三水区华侨中学
从《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论师德的全面

发展
二等奖

59 林志彬 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争当新时代

的良师
二等奖

60 陈思沛 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努力做一个提灯的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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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等职业学校组（39篇）。

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1 冯辉艳 佛山市启聪学校 以德立教，做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一等奖

2 陈一行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做一名让学生感到幸运的老师 一等奖

3 戴洁明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让学生在春天里成长--班主任“爱的教育”之

感悟
一等奖

4 黄文革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爱心铺就育人路 师德伴君无悔行 一等奖

5 何继斌 南海区九江职校 三句彰显师德的话 一等奖

6 何建萍 南海区九江职校 “聆听 平等 关爱”-----师德的灵魂 一等奖

7 赵媛媛 南海卫校 用万千“宠”爱，换别样笑脸 一等奖

8 王香妹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以德修己，弘扬师魂 一等奖

9 李晓林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师者如茶 一等奖

10 邹智敏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教育的修行，我一直在路上 一等奖

11 郭艳辉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我的教育故事 一等奖

12 李 丹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兼爱，用心承载的博大 一等奖

13 杨艳娟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用“心”拨动孩子的“情”弦 一等奖

14 武青帅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一生写好这一横——如何做一名合格的职教老

师
一等奖

15 何匀梅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又到凤凰花开时”- 一等奖

16 史宪美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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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17 范水英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十七年，不忘初心 一等奖

18 陈要求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在任教的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一等奖

19 韦桂和
顺德区第一职教集团北滘职业

技术学校
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 一等奖

20 黎 明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小老师做大语文 一等奖

21 易朝东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破蛹成蝶飞天舞，终有时 一等奖

22 吴俊纬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让教师的初心成为学生成长中最宝贵的印记 一等奖

23 黎 伟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师德成长中从以暴育人到以德育人的反思 一等奖

24 冯小君 三水区理工学校 仁爱•严格•宽容 一等奖

25 谢燕婷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掌握教育的温度 一等奖

26 伍丽霞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一位教师对师德的新解---新师德之我见 二等奖

27 陈 根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天空中最亮的星 二等奖

28 陈维静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潜心钻研，实践为先 二等奖

29 戴育玲 南海区九江职校 师德在我心中---从教 20年的一些感悟 二等奖

30 梁伟聪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静心”、“潜心”、“爱心” 二等奖

31 凌丽颜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坚守平凡，以德育人 二等奖

32 邹 霞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师爱无痕,花开无声——鼠标扯掉之后 二等奖

33 贾荷花 顺德区李伟强职校
让学生都来做一个“乐于奉献，无私助人”的

志愿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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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34 罗燕珊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打开学生心灵的两把金钥匙---用“爱”和“智

慧”做学生成长的引航者
二等奖

35 王晓敏 顺德区李伟强职校 好班是这样带出来的 二等奖

36 尹 飞
顺德区第一职教集团北滘职业

技术学校
无悔青春 奉献职教 二等奖

37 罗衍腾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德乃才之主 二等奖

38 李 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从体罚到以德育人 二等奖

39 陈鹏抟 三水区理工学校 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 二等奖

二、微视频类（30个）

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1

苗伟科

张晋龄

潘汉国

龙锦丰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老翟的一天 一等奖

2 钱小容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援疆女教师——童兰芬 一等奖

3 林幸谊 佛山市惠景小学 美丽教育 动人的歌 一等奖

4 邓小玲 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 用爱撑起服装生的舞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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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5

赖建强

李裕珍

韦古恩

胡海芳

顺德区乐从镇教育局 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 二等奖

6

向泽敬

邓锦珊

贾伟范

陈海玲

三水区实验中学 德积于诚 业精于勤 二等奖

7

李兆安

梁佩玲

邓敏仪

罗泳仪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寓爱于教 匠心筑梦 二等奖

8 郭翠容 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弘扬师德 满园芬芳 二等奖

9 刘子玲 顺德区梁銶锯夫人幼儿园 我是幼儿园老师 二等奖

10 林湛坚 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二等奖

11 高 山 南海区星辉学校 厉害了，我的生活老师 二等奖

12
吕少平

朱 宝

曾文芳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立德树人，砥砺芳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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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13 冯 浪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浅析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 二等奖

14
曹佳萍

李卫光
禅城区张槎中心幼儿园 爱了 就是一辈子 二等奖

15 陆晓芸 佛山市启聪学校 不忘初心 梦想前行 二等奖

16 陆敏贤 禅城区机关二幼儿园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二等奖

17
谭继航

张如燕
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做孩子幸福童年的守护者 二等奖

18 刘银枝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二等奖

19 刘子玲 顺德区梁銶锯夫人幼儿园 我是幼儿园老师 二等奖

20
招颖坚

黄晓冰
禅城区第九小学 献给于静老师 二等奖

21 陈乐义 禅城区第五小学 立德树人 二等奖

22 邝晓明 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幼教之路，让爱相行 二等奖

23 区海明 佛山市华材职校 爱与美的传承 二等奖

24 区颖仪 禅城区同济幼儿园 默默耕耘 静待花开 二等奖

25 梁懿安 佛山一中 最让我感动的老师——庞珍 二等奖

26 李帮婵 禅城区人民路小学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二等奖

27
周朝京

向庆媚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老师，谢谢您的爱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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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题 目 等 级

28
陈惠妍

黎子平

钟婉娴

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等奖

29
李明明

谢燕珍
高明区杨梅中心幼儿园 孩子你美丽了我的人生 二等奖

30 何少娟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总有骄阳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