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教网〔2018〕21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佛山市中小学与中职

学校优秀微课征集活动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2017年 12月-2018年 6月，我市开展了中小学微课与与中

职学校优秀微课征集活动（佛教网〔2017〕26号）。此次活动

共收到各区和市直学校推荐参赛微课作品 5185件。经组织专家

评审，共有 964件微课作品获佛山市奖励，30个单位获优秀组

织奖。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并颁发获奖证书。

请各区教育局和学校认真总结微课制作经验，及时宣传推广

优秀微课作品（广东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微课制作网址：

http://apps.zy.gdedu.gov.cn/sme-portal/app/index.html或

http://www.zsgen.com）。进一步加强组织与指导工作，深入推

进微课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应用，全面提升微课教学的综合效益。

附件: 佛山市中小学微课与中职学校优秀微课征集活动获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http://apps.zy.gdedu.gov.cn/sme-portal/app/index.html
http://www.zsg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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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18年 1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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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佛山市中小学与中职学校优秀微课征集活动
获奖名单

一、基础教育组

一等奖（105名）

作品名称 姓 名 单 位

生物学史探索--酶的发现 潘灌文 佛山市第一中学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何伟锋 南海区第一中学

走进西洋乐器 廖友弟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

点到直线的距离 陶梓欣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总分结构
李小玲

李志珍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简单图形的排列规律 方兆敏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字母 i的发音 苏燕利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小学

My family 复习
李佩殷

陈艺萍
禅城区环湖小学

自制家庭泡沫灭火器 许婵芬 顺德区勒流稔海小学

筑向天空的长城--中国探索

“两弹一星”之路
陈 敏 南海区平洲第二初级中学

种植蔬菜
李金凤

冯琼秀
顺德区美的实验幼儿园

如何正确区分借喻与借代 陆倩明 三水区华侨中学

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 郑莹春 顺德区青云中学

智障中职实用语文：如何请假 黄烨雯 佛山市启聪学校



— 4 —

制作绚丽多彩的灯光文字 叶泽军 顺德区乐从中学

直接叙述句改为间接叙述句 罗绮玲 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

运用自然拼读法学习元音 曾 瑜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三中

圆的面积 李永发 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北小学

有用功、额外功和总功的基本

概念
丁友根 广东实验中学南海学校

用手来测量
马嘉碧

梁翠婷
顺德区北滘马龙小学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及其解集 吴惠欣 顺德区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一起学习四四拍 曾结欢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认识立体图形 崔建艳 禅城区环湖小学

液体沸腾的条件 陈镇华 顺德区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小学英语名词单数变复数 何婉靖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学看地形图 苏梓君 顺德区大良凤城初级中学

我的物理 冯铭昆 佛山市第三中学

学会调节情绪 何舒颖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与“神

本”
姚 霖 南海区桂城中学

我会去看病 何惠如 南海区桂城叠滘第二小学

相似多边形性质的运用 陈倩琨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唯物辩证法 谢同心 高明区纪念中学

小猪佩奇学数学--四的加法 谭宇玲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小学

演示文稿的可视化设的方法

与原则
陈镜明 佛山市第一中学

钱币趣史 丁川岚 顺德区大良逢沙小学

三角形知识 张美卿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我是小小竖笛演奏家 陈宇婷 佛山市城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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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谭秀芹 禅城区下朗小学

玩偶大本营 岑楚君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可爱的玩具蛇 陈国辉 禅城区邦耀学校

渗透作用 朱慧林 顺德区顺德一中实验学校

木字旁的写法 陈心欢 禅城区澜石小学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 陈婉明 禅城区下朗小学

太阳系之旅-太阳系和八大行

星

张志勇

张曦文
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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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风蛋糕 苏敏夫 佛山市启聪学校

名词所有格：'s类所有格 谢 颖 佛山市同济小学

角的初步认识 甘凤莲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一小学

认识图形（二） 黄思婷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认识锣鼓柜 谢 朔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留住秋天 邓景文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水平地域分异规律 易英俊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生活与法律息息相关 陈敏仪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传统节日 刘敏贞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三小学

妙招辨别形声字 林燕娜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巧方法，妙作诗
邵海钿

李泳欢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 吕倩玲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认识轻声 温雪琴 顺德区龙江世埠小学

摩尔根的测交实验 李 欣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U3ColoursAlet'slearn 周泽娜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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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休养生息 郑 妍 顺德区大良实验中学

图像的合成 张惠姗 顺德区容桂四基中学

A Gift for Mum 张婵贞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初探高中英语影评写作 叶汉中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Be动词的主语搭配 严欣仪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小学

Two new kittens 熊 芬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

j q x与ü相拼 唐燕仪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be going to陈述性句型及用

法
谭欣仪 顺德区杏坛光华小学

记承天寺夜游--透过“闲人”

看情怀
覃敏琴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调节情绪小锦囊 苏芷君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的、地、得”的正确用法 欧阳菲菲 禅城区环湖小学

Unit4 A Let's learn 麦爱华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Unit2 Read and Write 马思怡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高中历史记忆小妙招
罗海平

郑莹春
顺德区青云中学

fun writing: My village 龙灵玲 南海区罗村中心小学

Flash引导层动画 刘思礼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实验小学

There is a big bed 刘敏仪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磁铁的两极—探究磁铁什么

地方的磁力大
刘家丽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表示推测的情态动词 林晓芬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光的色散 林邦惜 顺德区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culture 梁晓婷 顺德区大良顺峰小学

会变身的动词 梁嘉欣 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小学

古诗分类真好玩 利艳芬 顺德区陈村镇吴维泰纪念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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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框架(第二课时) 李燕华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会伸缩的动物 李欣怡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Present Continous Tense 李淑欢 顺德区大良大门小学

scratch 第一课—小猫爱编

程
李洁雯 顺德区乐从小学

公民依法行使权利 李慧敏 顺德区大良凤城初级中学

What would you like？学习 黎晓敏 顺德区北滘三桂小学

明暗造型之--方体的表现 黎生财 顺德区杏坛镇林文恩初级中学

动词不定式作状语 雷 霜 南海区执信中学

Scratch 编程—漂亮的万花

图案
蓝细娜 顺德区乐从水藤小学

Photoshop做表情包 陈晓君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OCAM录屏软件操作简介 黄国颐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歌曲友谊地久天长》中的弱

起拍
韩莎妮 顺德区勒流梁季彝纪念中学

Unit4 My home 郭文凤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平地小学

基数词变序数词 古玉玲 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古文化常识之古代帝王常见

的称号
陈志昌 顺德区杏坛中学

拨打求助电话 陈玉阳 三水区启智学校

轻黏土：卡通小兔子 陈茵茹 顺德区美的实验幼儿园

溶解 陈奕芳 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

草船借箭 黄惠华 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小学

火车过桥 陈雁纯 顺德区杏坛光华小学

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相互转换 陈欣欣 顺德区龙江世埠小学

红包雨的制作 陈金宇 顺德区大良李介甫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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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258名）

作品名称 姓 名 单 位

作文微指导--比兴式开头 曾小娟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自感现象 李文洁 顺德区第一中学

桌上弹球 苏 文 顺德区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追及与避碰问题分析 唐志根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一次函数图象的性质探索 郑 敏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抓住三步骤，巧对评析题--评

析型历史主观题解题技巧
吴洁冰 南海区狮山镇高级中学

舟过安仁 杨淑意 禅城区下朗小学

中考完形填空题型之“雷”区

和突破技巧
唐如琛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第二初级中

学

中考实验复习之凸透镜成像规

律
朱惠团 顺德北滘莘村中学

置身诗境 缘景明情 吴文娟 顺德区乐从中学

校园运动会--插入影片和声音 区婉玲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一小学

制作“望远镜看风景”动画效

果--遮罩动画的应用
郭志敏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直角三角形 HL全等判定 谭庆坤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证明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田淑琴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第四初级

中学

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计算 黄展程 佛山市元甲学校

圆柱的表面积 张水兰 顺德区陈村碧桂花城学校

圆的中考复习指导 梁甘棠 佛山市第十中学

圆的认识 方晓如 佛山市启聪学校

圆的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 潘燕玲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学

圆的对称性 梁敏玲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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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时差 李慕唐 顺德区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有趣的拟人句 于飞鸿 顺德区大良世纪小学

有趣的量词
吴燕嫦

梁淑娴
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有关催化剂的实验方案设计 邓仪青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油画棒使用技巧 何少娟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用数对表示位置 吴向阳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用三角板画角 郑泳濠 三水区实验小学

用换元法求函数解析式 刘 昶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用程序告诉妈妈，我爱您—VB

程序设计入门第一课
邓绮妍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用“排除法”解数学选择题 蒋慧颖 南海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应用小数点移动的规律解决问

题
麦华丽 佛山市城南小学

英语倒装 袁 越 南海外国语学校

意象是诗歌的灵魂 罗 素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一年级识字方法 康丹丹 顺德区北滘三桂小学

一般句子改为拟人句 郑美妮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液体表面张力 何妹才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杨氏之子的“聪惠”是怎样体

现的？
莫月容 三水区西南中心小学

寻找历史的足迹--顺德龙江 张艳云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寻找北极星 曹麟光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雪绒花 苏声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学会一般过去时的规则变化 石 博 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学会调控情绪 钱可恩 三水区金本中学

学唱歌剧咏叹调你们可知道 褚芬芳 高明区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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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字之区分“清、晴、睛、

情、请”
梁花艳 佛山市同济小学花园校区

新西游记之南亚解惑 张炼娜 顺德区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写作技巧--写好肖像，以形传

神
甘木娇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写景作文·中心发散写具体 蔡紫琪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写话训练--我的一个好朋友 翁静霞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小青蛙学本领 黄嘉欢 禅城区环湖小学

小猫画图形 胡邱萍 顺德区伦教北海小学

想象说话与仿写 詹玉萍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线的认识 陈光豪 顺德区昌教小学

细节描写训练之动作描写 陈倩怡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析图辨位：判读亚洲在世界上

的地理位置
蔡耀纯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五线谱识读（一） 黄霖晴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白沛鑫 顺德区龙江里海中学

我的身体我做主 苏惠妹 顺德区北滘三桂小学

问路与指路 苏佩玲 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文言文断句的技巧 叶桂媚 顺德区勒流梁季彝纪念中学

文言特殊句式之倒装句的判定 崔柱良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望庐山瀑布吟诵 黄嘉瑶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图表类材料选择题的解题技巧 傅莹莹 顺德区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调动五官 学写童诗 李后见 禅城区南庄镇河滘小学

填数游戏 董慕桦 顺德区容桂红旗小学

体育特长生考试项目侧向推铅

球
李罗君 三水区金本中学

体积单位间的进率 陆丽君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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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毽子--盘踢（足内侧踢） 方 锋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探索单项式与多项式的乘法法

则
关金明 顺德区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酸碱盐的组成及溶解性 赵桂林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四年级数学租船问题 曾妙玲 禅城区东方番村小学

四季的天气 冯敏仪 佛山市实验学校

思维导图助力高三词汇复习 彭 洁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思维导图在惯性的应用 陈汝冬 顺德区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思维导图帮助下的模仿写作 陈德安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顺德新声--顺·德 戴书福 顺德区陈村镇新圩小学

顺德乡土音乐氹氹转 潘伟雄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

水循环的过程 岑叶玲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水是生命之源 林晓红 南海区丹灶镇罗行小学

水平三技巧肩肘倒立 梁国新 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

水槽三维实体建模
刘华伟

胡坤权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双字符键的输入 陈翠云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数字编码 何俊江 佛山市惠景小学

书法反馈（天地人） 龚子勤 禅城区霍藻棉小学

守恒法在高考化学计算中的应

用
何 薇 南海区桂华中学

识字方法小结 陈文贞 南海区桂城街道夏东小学

识送别意象，悟惜别之情 张艳红 禅城区玫瑰小学

时间介词 in,on,at的用法 卢颖诗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声调快乐学 罗仪欢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生男生女的概率是均等的 周晓彤 顺德区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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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黄 玲 顺德区龙江坦田小学

生活难免有挫折 潘燕芳 南海区西樵镇樵北初级中学

神奇的莫比乌斯带 欧焕银 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什么是商品 邹文红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身份证号码的奥秘 胡杰良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设置无线路由器
何国兴

麦梓朋
顺德区北滘碧江小学

上圆的面积 梁颖欣 顺德区大良环城小学

善学陈情表“骈”出文采范 邓水茹 顺德区乐从中学

山地的形成--褶皱 赵建华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三省六部制的运行及演变 劳洁莹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三句话掌握昼夜长短变化规律 庄春梅 顺德区杏坛中学

三角形边的关系 夏小飞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如何写邀请函 冯翠梅 高明区荷城街道德信实验学校

如何评价女皇帝武则天 陈巧媚 顺德区杏坛梁球琚中学

如何利用思维导图写好自我介

绍 Me主题写作
罗晓丹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溶解度曲线 杨岳峰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认识轴对称图形 黄 丽 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

认识钟表 吴晓敏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认识指南针 董 夏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认识情态动词 can
周晓彤

黄敏清
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认识前滚翻 陈敬驱 顺德区大良顺峰小学

认识排比句 区燕芳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认识方向例 3 刘泳嫦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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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办包围结构的 6种形态 何瑞巧 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人物描写之外貌描写 杨敏清 南海区狮山镇官窑中心小学

确定圆的条件 周勤燕 顺德区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区分 b和 d
梁翠婷

李紫梅
顺德区北滘马龙小学

氢气的化学性质 杨绮琳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巧学对联 梁 捷 顺德区容桂容边小学

巧解测量性实验误差题 陈清珠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巧解“含碳燃料电池”的负极

反应
谭德鸿 南海区第一中学

桥 谭丽爱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气体发生装置的优化 黄宏文 顺德区容桂四基中学

奇妙时光机--认识角度 林 悦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沏茶问题 冯婉华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七年级成绩统计系统的使用 曹中华 高明区荷城街道富湾中学

普查和抽样调查 何素欣 南海区西樵中学

排队问题 1 胡诗敏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农业区位条件中气候条件的分

析
翁慧文 三水华侨中学

你知道和你不知道的岳飞 朱文秀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南亚气候特征及对农业影响 李建萍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张婉君 顺德区伦教周君令中学

面积与周长的习题讲解 邱慧中 顺德区龙江东海小学

棉花姑娘 崔佩英 高明区荷城街道富湾小学

幂函数 林惠贤 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美国农业特点及其分布 赖丽容 顺德区乐从镇沙滘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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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地书写左右结构的字 易 姗 南海区汾阳广豪学校

逻辑推理在议论文中的应用 邝少苗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龙舟歌会 黄小兰 顺德区杏坛南朗小学

六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 吴兴星 顺德区乐从中学

留言条的书写 谢江颖 南海区里水镇绿欣小学

两数之和的奇偶性 吴昭奋 禅城区环湖小学

利用内错角同旁内角判定两直

线平行
卢婉筠 三水区乐平中学

理解长难句，突破高考阅读 程丽娟 南海区执信中学

雷雨之理解词语 王小凤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雷雨 彭敏清 顺德区勒流扶闾小学

乐学节气歌 邓建虹 顺德区北滘坤洲小学

篮球技术--背后运球急停变向 张 驰 高明区第一中学

快速理解词语的方法--联系上

下文
刘小年 顺德区龙江叶霖佳小学

口语中字母 a的开闭音节教学 欧阳杏贞 顺德区均安南沙小学

口语交际之请你帮个忙 李 欣 禅城区澜石小学

看图写话（系列）

于 晶

付丽洁

刘 阳

顺德一中附小

近代世界时空构建思路 孔秀清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金属的化学性质-金属与酸的

反应
卓国香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诫子书歌诀体诵读 陈乙宁 顺德区沙滘初级中学

解决问题：求比一个数多几少

几的数
陈 玉 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解决排队中的问题 胡颖婷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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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课文故事讲解过去进行时 张翠蔚 顺德区龙江里海中学

键盘指挥机器人--认识键盘的

分区
张英华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键盘指法 梁润兰 顺德区均安天连小学

剪出缤纷的生活 卢嘉颖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李莎莎 顺德区第一中学

嫁女歌唱古人故事之混合拍子 董森炜 顺德区大良顺峰小学

家乡特产与我们的生活--南海

特色美食
刘凤勤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记录流动的时光--延时摄影 郭燕玫 三水区三水中学

计算机硬件组装练习 陈建东 佛山市第十中学

绘制萤火虫元件 苏 军 广东实验中学南海学校

绘制基本图形--正方形和正三

角形
张际红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绘本结构的奥秘 王李萍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会游泳的石头
周川雁

郭鹏飞
顺德一中附小新德业学校

话说凌汛 万芷源 南海区桂华中学

画神奇的多彩艺术图形编程猫

编程
欧阳瑶瑶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画奇数正多角星 叶 奇 顺德区北滘莘村小学

划线部分三步走 邓玉玲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花钟--第一自然段阅读教学 曹敏贞 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猴子的烦恼 潘淑雯 顺德区陈村镇吴维泰纪念小学

荷塘月色课后习题评讲 程凯君 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汉堡包结构写作的运用 周 欢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古琴知识介绍 卢志毅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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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性诗词创作赏析 邓露茜 佛山市第一中学

供给曲线、需求曲线专项讲解 罗树连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鸽巢问题 陈伍妹 高明区荷城沛明实验小学

放飞思维的翅膀：思维导图 林敏婷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方位介词的用法 叶卓珺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方方圆圆--森林狂欢派对 张润开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反问句与陈述句转换方法指导 林美妍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反问句与陈述句的互换 潘惠莹 顺德区勒流裕源小学

反比例函数（k的几何意义） 邓玉贞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多啦 A梦教你学习部首查字法 卓安瑶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对数函数及其性质 郭易萍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读好句末调皮的“啊” 陈洁琳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动生电动势的产生 林丽婵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电磁感应的应用--习题讲解 陈婵贞 顺德区均安中学

地震中的父与子--感悟父爱教

学视频
胡惠科 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地形地势对气候的影响 廖楚婷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的、地、得的用法区别 郭惠卿 佛山市第二十五小学

的、地、得的用法
陆欢弟

谢佳佶
顺德区北滘马龙小学

导数中含二次型函数的 单调

性讨论
蔡润芳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氹氹转 黄加玲 顺德区勒流裕源小学

单音与和声之个人意愿与集体

规则
梁莹滢 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袋鼠妈妈的口袋 邓景文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大气压力 黎智文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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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来排队 刘 媛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大国之痛—中国近代的海权与

海防
胡宏伟 高明实验中学

打电话 李俊敏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搭配中的学问 陈惠妍 顺德区勒流冲鹤小学

创意中国龙（陶艺） 陈健苹 禅城区怡东小学

传热比赛 邓燕玲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乘法分配律分类应用 陈国权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超重与失重 麦永良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谁干什么
张 蕾

卢 静

顺德区大良一中附小新德业学

校

病句的修改 陈锦仪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表情丰富的脸 张 蕾 高明区荷城街道德信实验学校

表格信息加工 唐 浩 南海区石门中学

表达“说服”的句型 桂偲佳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标点符号在写话本中的占格 温佩棋 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变幻的乐章--输出变量的值 何燕明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比较正方体与圆柱体的体积 何雪梅 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北魏孝文帝改革 岑国新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摆一摆，想一想 康 炜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英文学校

百家思想之儒家思想
韩秉政

杨诗影
佛山市荣山中学

把字句和被字句的互换 何韵琪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writing-my family 六年级写

作
宋静虹 顺德区龙江官田小学

Where is the cap? 余文诗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Where did you go ? 李敏贤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 18 —

What time 句型讲解 林洁敏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Unit5Let's spell 何燕媚 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北小学

Unit3 My Weekend Plan 周惠珠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Unit 5 Revision 骆文欣 禅城区环湖小学

Unit 4 What can you do？ 邵润莲 禅城区环湖小学

The Enormous Turnip 孔映仪 南海区里水镇同声小学

Scratch中随机数指令的应用 廖伟伟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Scratch图形编程课程--小猫

画图形
杨武颖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Scratch入门：弹球游戏制作 林锦莹 佛山市启聪学校

Photoshop综合实例：水中花 陈焕飞 顺德区龙江锦屏中学

PEP五下 Unit6 Read and Write 马思怡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PEP四上 Unit 2 Let's spell 陈 觅 顺德区大良云路小学

Office之邮件合并打印 李贵庭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My Holiday英语写作教学 苏燕利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小学

Module2 My Family 重点单词

讲解
陈宇宁 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It's与 It has 彭秋花 顺德区北滘坤洲小学

Introduce Your Family 卢倩贤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的主将

从现
高晓明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How to describe a person? 黄淑霞 高明区荷城街道德信实验学校

Flash动画 小鸟飞 洪 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外

国语学校

DNA分子的结构 陈玉龙 顺德区杏坛中学

David, who is always late 叶粉娥 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小学

be动词的使用 卢 莹 顺德区勒流裕源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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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钟读懂<杨氏之子> 吴楚怡 顺德区陈村镇石洲小学

5分钟带你玩转多元史观 吴海屏 佛山市荣山中学

20以内的进位加法--9加几 曾希贤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2017年广东中考第 7题讲解 杨 元 顺德区德胜学校

《卖炭翁》之人物形象分析 林志成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金色的鱼钩》：学习人物描

写方法
刘颖仪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咬文嚼字”作文审题法 方喜梅 顺德区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我”是 0 魏小玲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让人物活起来” 梁剑开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贝“的故事 周玉婷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What would you like? 邓晓婷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三等奖（489名）

作品名称 姓 名 单 位

做一个文明的小网民 吴敏元 高明区荷城街道富湾中学

最大公因数 张洛茜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足球--脚背正面运球 梁乃维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租船问题 李贵锋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租船问题 王细芳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租船（有余数除法的应用） 吴春苑 顺德区伦教永丰小学

走进顺德之美--在文章中插入图

片
李彩霞 顺德区北滘西海小学

走进比喻句 蒙少梅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字母组合 or发音 周小敏 禅城区环湖小学

自然全音（半音）与变化全音（半

音）
孙爱国 高明区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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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动画的使用 刘小彰 狮山镇横岗小学

篆刻-名章 范伊诗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专项句式训练 刘玉美 禅城区协同学校

专题：混合溶液反应后溶质的判

断
王小银 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抓题眼审准题 陈洁婵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主图制作之初级篇 艾 辉 三水区理工学校

轴对称图形的初步认识 黄冬婷 南海区里水镇同声小学

重复执行指令的使用 李观英 顺德区杏坛南朗小学

众数的概念 胡景辉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种群增长曲线之 J型曲线 江静文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缪海湄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中考专题复习之--溶解度与溶解

度曲线
赵小丹

顺德区杏坛镇林文恩初级中

学

中考体育足球绕杆 彭健聪 三水区金本中学

中考计算题的讲解 李爱玲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中考复习：实数复习 李翠英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 梁燕琛 南海区桂华中学

中国的位置 饶阳梓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剪纸教学 李丽明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中班绘本故事：咕噜和白云
何兴婷

傅春羡
顺德区美的实验幼儿园

掷一掷 陆丽君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质量守恒定律 陈映玉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制作并用显微镜观察洋葱表皮细

胞临时玻片
谭凯勋 佛山市惠景小学

制作“福”扣 莫志敏 南海区桂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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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 林楚标 南海区桂城中学

直线和平面所成的角 黄秋鸿 顺德区顺德一中实验学校

直线、射线和线段 旋卓雅 顺德区均安顺峰小学

正余弦函数的周期性 叶珍珍 顺德区顺德一中实验学校

正面眼睛的素描画法 范爱君 三水区华侨中学

正面排球双手垫球 李罗君 三水区金本中学

整式的乘法 3 骆 意 顺德区北滘碧江中学

找最小公倍数 张建锋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找规律综合练习 罗爱仪 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长方形周长 陈丽玲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长方形的认识 欧阳嘉俊 顺德区均安天连小学

长方形的面积 陆彩凤 顺德区容桂扁滘小学

长方体、正方体的认识 何晓燕 禅城区南庄镇上元小学

詹天佑视频 谭耀辉 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在数轴上表示无理数 罗少华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在 powerpoint 中插入和修饰表

格
何绮霞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阅读文本信息线索化-思维导图

应用
吕泽鑫 顺德区乐从中学

月相变化 蓝丽婵 顺德区容桂容边小学

圆的认识 刘斯曼 佛山市第一小学

语言艺术知识点 张 颖 佛山市第十三小学

语文园地二：识字加油站·认识

职业
罗文燕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幼儿园生活自理活动--我会自己

叠衣服
候慧慧 顺德区美的实验幼儿园

有余数的除法竖式 邓小瑜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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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数除法竖式的认识 翁莉敏 顺德区容桂红旗小学

有趣的谐音 余姗炫 禅城区环湖小学

有趣的拓印画 李学荣 顺德区容桂泰安小学

有趣的汉字 张清娥 南海区桂城街道夏东小学

用字母表示数 陈国权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用声音作文 黎云君 顺德区容桂南环小学

用曲线工具画表情 冯小君 禅城区奇槎小学

用错位相减法求数列的前 n项和 黄晓如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用乘法口诀求商 黎婉华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用按钮控制动画 陈桂华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用 3D软件制作我的小排箫 周 彦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用“影音制作”创作电子相册 茹月媚 高明区更合镇千禧小学

咏物诗鉴赏 刘庆华 高明区第一中学

咏柳 邓淑婷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音序查字法 陈嘉茵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音阶与调式 林 鹏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音高的变化 谭丽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

外国语学校

因数和倍数 胡亚京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英文学校

因式分解-提公因式法 黎志文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异分母分数加减法 林友纯 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已知概率逆推限定条件类遗传题

解题方法归纳
刘 塘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一张照片的故事 蔡敏华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一切景语皆情语 杜 鹃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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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过去时写作练习 黄纯果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

学

遥远的星空 向 蓉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仰卧起坐 李柱文 禅城区环湖小学

杨氏之子 陈锦仪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羊羊书屋感应灯 陶嘉敏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鸦片战争在文明史观下的新解读 李俊明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压强 朱其康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学写拟人句 苏 珊 高明区荷城街道石岐小学

学习音序查字 区丽钧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

学习绘本：别再亲来亲去 梁玉华 禅城区环湖小学

学习分角色朗读，有妙招！ 罗仪欢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学习比例尺 肖玉和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学会找通知要素 卢婉华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旋转的风车 林振旺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修饰文字 周影映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修改病句 李露露 南海区丹灶镇第二小学

休止符 易 洋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性别决定的方式 徐铭京 顺德区乐从中学

形式宾语 it 罗虹芳 高明区第一中学

形容词比较级的用法 区美兰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

学

形容词比较级的变化规则 陈榕蓉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形容词比较级 杨洁媚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形近字“清、晴、请、情”的区

分
卓苑兰 顺德区大良环城小学



— 24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气候 余坤宇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心理--贴标签效应 刘冬梅 顺德区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写人作文的指导 赵 晓 顺德区伦教培教小学

小学六年级英语阅读解题技巧 齐靖欣 南海区平洲夏北小学

小猫抓老鼠 张 科
顺德区陈村镇吴维泰纪念小

学

小节、小节线、终止线 陈华英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小龟练跑--学用 repeat命令 何国星 南海区盐步横江小学

小标点，大本领 简桂暖 顺德区北滘三桂小学

象形文字的联想 周 丹 禅城区环湖小学

向“世界”出发 梁丽萍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香港特别行政区 吴 茵 顺德区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相遇问题（用方程解决问题） 卢焕盛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李锦龙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现在完成时中短暂性动词如何转

换成延续性动词
陈翠梅 三水区健力宝中学

现在完成时—词语辨析 林丹虹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现在进行时小作文 冯翠梅 高明区德信实验学校

现在进行时基本句型结构讲解与

练习
钟俊英 顺德区乐从劳村小学

现在进行时的运用（一） 何思韵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现在进行时 伍结丽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细胞膜的功能 黄仙保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细胞核的结构 杨忠泽 顺德区均安中学

误差分析之等效法 李康超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物主代词的用法英语科 梁小燕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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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浮沉条件 陈捷琳 顺德区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舞剧音乐--场景音乐， 苏声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舞蹈中表情的训练与运用 龚玉萍 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

五线谱的简介与应用 许佩怡 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无敌孙大圣 李欣怡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我长大以后做什么 刘顺怡 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北小学

我们知道的植物 黎晓彤 南海区丹灶镇罗行小学

我们的校园 黄玉婷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小学

我的职业兴趣：探索自我与职业 刘明翔 南海区桂城中学小塘分校

我爱我家 孔淑文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文言文翻译方法指导 吴妹莲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文本信息的加工与表达(报刊类) 谢燕珊 三水区实验中学

温度转换 梁海秀 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位置与方向（二） 曾志红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维权守程序 邝绮媚 南海石门实验中学

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形态 陈华威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完全平方公式 胡敏仪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娃娃剪纸 李碧青 三水区实验小学

土地兼并 魏婷婷 顺德区乐从中学

图形中的规律 沓舜榆 顺德区伦教北海小学

图形的全等 黄汉欣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图像的合成 梁智成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同位素标记法 黄 蔼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通往理解的途径 岑春疆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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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谢同心 高明区纪念中学

跳圆舞曲的小猫 黄冰恒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调皮的附点音符 刘丽娟
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实验小

学

填数游戏 王彩玲 顺德区陈村碧桂花城学校

天气与气候 饶阳梓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天平的使用方法
马嘉碧

谢佳佶
顺德区北滘马龙小学

体积相等、底面积也相等的圆锥

和圆柱的高的关系
王卫华 高明区荷城沛明实验小学

特殊方法测未知电阻 李源贵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第四初

级中学

碳酸钠与碳酸氢钠和盐酸的反应 杨希惠 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探源五四爱国运动 庞玉姬 佛山市第一中学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SSS） 李耀培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中央集权

的冲击
吴凯琪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缩句小技巧 杜佩玲 高明区更合镇千禧小学

算法与流程图 刘娟凤 顺德区龙江龙山中学

宋元时期的都市和文化 何晓莹 高明区明城镇东洲中学

四分休止符 叶芷雅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思维导图助力三年级写作--以

《我的好朋友》为例
赵博娜 顺德区大良云路小学

顺德乡土音乐：顺德好 黄锦辉 顺德区大良凤城初级中学

水平一前滚翻成蹲撑 李诗聪 石门实验中英文学校

谁打电话的时间长--除数是小数

的除法
黄志明 顺德区伦教永丰小学

数学广角--推理（一） 李敏娜 禅城区南庄镇河滘小学



— 27 —

数学广角--鸡兔同笼 陶梓欣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手工皂“s”图形渲染技巧 陆晓芸 佛山市启聪学校

食物链和食物网 邓燕玲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识字 5动物儿歌 周瑞珠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生命 生命 余友好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生活中光的折射现象及光路图 梁敬贤 三水区健力宝中学

神奇的字母 e--字母 e在词汇中

的发音规律
覃施婕 南海区里水镇麻奢小学

神奇的体感世界 罗锦菲 顺德区北滘广教小学

什么是周长 王晓曼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设置图片环绕方式 林海花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三角形的中位线 梁顺冰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三角形的内角和 杜影楠 顺德区陈村镇庄头小学

三角形边的关系 张国华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三步分析断句法--文言文断句 林 素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如何掌握“替换”类题型 陆晓晴 顺德区大良环城小学

如何区分四大保护 刘 晶 顺德区容桂红旗中学

如何进行外貌描写 曾艳华 顺德区容桂红旗中学

溶质的质量分数 潘树英 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认识钟表 赵 越 禅城区协同学校

认识粤剧伴奏乐器 危嫣如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认识一元一次方程（1） 张秀华 顺德区龙江龙山中学

认识平面图形（长方形和正方形) 刘春妍 佛山市同济小学

认识东西南北 凌春球 顺德区北滘马龙小学

认识比喻句 黄紫霞 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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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scratch 欧浩明 三水区实验小学

人体的三道防线 施茵茵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人类对水循环的影响 周欣悦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让幻灯片动起来 曾得良 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染色体组的概念 陆姿霖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确定位置（一） 李斯拉 顺德区容桂红旗小学

确定起跑线 佘雪珠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全国人大的四大职权区分 赵楚洪 顺德区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趣味游戏学习比一比 薛 刚 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去年的树 梁晶晶 禅城区环湖小学

区分表现手法中的对比与衬托 陈振星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区分”青请清情晴睛蜻“ 苏永娜 南海区里水镇绿欣小学

区分“青、情、晴、请、清、睛、

蜻”
梁月吉 南海区大沥中心小学

求比一个数多几、少几的数 余丽娟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清明 张志荃 顺德区龙江龙山中学

秦的暴政 王琳冰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切开的果实 邓素娴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巧找工艺流程题中的可循环物质 方艳华 佛山市第十一中学

巧学宾语从句 韦经先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巧记政治知识点：以“中华民族

精神”为例
钱可恩 三水区金本中学

巧记心脏的结构 朱志山 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

巧搭桥•游灯湖--GoC编程之用变

量存放数据
何幸珊 南海区里水镇绿欣小学

巧辨 bdpq 卓安瑶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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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洗手法 王云女 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普查与抽样调查 阮嘉炜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平移与旋转 姚雪宜 禅城区环湖小学

平移和旋转 杨海岸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平均地权 郑汉杰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平方差公式 黄笑桦 顺德区龙江里海中学

拼音乐园 ai、ei、ui 邱学君 南海区里水镇绿欣小学

拼音教学 bpmf 陈婉梅 禅城区环湖小学

跑步的姿势 杨锦新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尿液形成 李丽红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六中学

你好，photoshop 的图层 潘巧意 顺德区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摩擦力做功计算与分析 张银燕 佛山市第三中学

名片的制作 吕艳利 佛山市启聪学校

妙笔生花，文采飞扬 张淦玲 顺德区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棉花姑娘 卢颖仪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美洲新大陆 王 仁 顺德区德胜学校

美丽的金鱼缸（Scratch 动画制

作）
曾永忠 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小学

美丽的海底世界 朱咏恩 禅城区环湖小学

买文具 邓芬娜 顺德区乐从罗沙小学

马路不是游戏场 汤雪梅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滤镜的使用 郑雪敏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锣鼓声声舞南狮 廖友弟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

罗马法的演进过程 杨 健 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六面怪脸 梁婷婷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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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春天--压花书签制作 黄舒娴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两个算式合成一个综合算式 谢玉玲 高明区荷城沛明实验小学

例谈含参三次函数单调性的讨论 代建云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利用旋转法解决带电粒子在有界

磁场中的运动问题
黄泽平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利用网络组装电脑 陈玉文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利用思维导图写作 梁桂媚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小学

立定跳远 潘健欣 顺德区勒流冲鹤小学

立定跳远 黄承学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历史知识记忆方法归纳 谭植华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楞次定律其实是一场爱情故事 王 鑫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篮球运球 钟庆和 南海区大沥中心小学

篮球三步上篮 黄 才 顺德区勒流大晚小学

来自相减 an--涉及 Sn和 n或 an

的数列求通项
李燕欣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快速椭圆命令 ee、e的使用 练小梅 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快速比较大小 唐志梁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跨越式跳高（左脚起跳为例） 张景纯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夸张的修辞手法 陆楚红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口语交际--我们的小制作 吴燕嫦 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可爱的休止符 谢利婷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科尔文手势及应用 伍勇毅 南海区桂城街道三山小学

看医生 何泳昭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看图写话方法指导 吴晓芳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看电影学对比 袁春杏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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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音节与闭音节的区分 王嘉慧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句子排序 邓子欣 南海区里水镇绿欣小学

进一法和去尾法 梁志敏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解题系列之数列的 sn与 an关系 何顺洁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解密天文奇观：超级蓝色月全食 邹 晶 顺德区均安中学

解决归一问题 唐海彬 禅城区环湖小学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加减消元法 魏伟清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解读“热心肠”一词 周振寒 南海区执信中学

解答原因类材料题 张陈扬 顺德区容山中学

截一个几何体 郑建荣 南海区西樵中学

脚背外侧运球 李润芳 高明区荷城德信实验学校

角平分线判定定理的应用--习题

课
刘 璐 南海区平洲第二初级中学

角的大小与什么有关 董艺涵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角的初步认识 巫胜蓝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键盘指法练习 林志权 顺德容桂泰安小学

键盘指法 徐敬洪 顺德区大良李介甫小学

简单电路-电路符号的识记和画

电路图
李仕俊 禅城区环湖小学

剪纸窗花--剪纸技法 01 陈伟阳 三水区实验小学

剪纸：老人头 卢贺华 三水区实验小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张美菊 南海区平洲第一初级中学

记叙文阅读--概括主要内容的 5

个法宝
张 莹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记叙类完形填空解题策略--以

2017年全国 I卷为例
李锦雅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集体经济 陈婉明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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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坐标法下的二面角的平面角

大小判断策略
郗坤洪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遗传

信息的翻译
王缙婧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鸡兔同笼 苏毅仪 禅城区玫瑰小学

活字印刷术 覃 捷 顺德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绘制正多边形 林丽芳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绘声绘影制作卡拉 OK字幕 何倩茵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绘画层叠的树木--认识形状填充 高毅勇 佛山市启聪学校

会用过渡句，文章妙处多 陆韵妍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回旋曲式-调皮的小闹钟 黄咏欣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画正多边形 计晗芬 顺德区北滘碧江小学

画小鸡群 曾淑媚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画小鸡 潘民华 顺德区勒流扶闾小学

画苹果 刘付海 顺德区容桂高黎小学

画杠杆的力臂
刘日红

黎 倩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画风 陈彦姬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画垂线 李梦婷 佛山市同济小学

画垂线 陆晓明 三水区实验小学

画菜篮子 黄智文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一小学

化学方程式配平 房宜彪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化学方程式的配平 梁碧云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中学

化学方程式的计算讲解 叶发选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花手帕 叶结莹 南海区狮山镇横岗小学

花卉与纹样 赵子平 顺德区大良南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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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格子小牛 邓晓萍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葫芦丝课月朦胧鸟朦胧 郑沛玲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后缀-ee -er的用法以及区别 刘佩雯 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河流袭夺 林秀珠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和小猪佩奇学用象声词 周冰欣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合金及性质 韩静静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行星的运动 李定朝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汉字--独特的精灵 严凤英 高明区德信实验学校

函数模型的应用举例 钟 斌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含有实意动词的陈述句变一般疑

问句

吴美华

伍小静
高明区荷城街道石岐小学

含有反义词的词语 刘先蕊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含有 be 动词的陈述句变一般疑

问句

伍小静

吴美华
高明区荷城街道石岐小学

果然和居然 黄铭超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桂林山水 何珊秀 顺德区勒流光大小学

光荣革命后，英国国王是如何失

去行政权的
田永蕾 顺德区杏坛中学

光敏电阻与继电器模块的电路连

接
张百睿 佛山市荣山中学

光的直线传播 张 铜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光的折射 曾亭亭 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关于古诗词中形象的考查 胡平贵 顺德区杏坛中学

古诗中的对联 范凯欣 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古诗三首 梁棣华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

共点力平衡条件之动态平衡问题

的解题方法
黄永森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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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为主体 黄春梅 顺德区陈惠南纪念中学

给句子化妆--比喻 何雁明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个性杯子制作 梁秀红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鸽巢问题（抽屉原理） 冼思敏 罗村街道联和吴汉小学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张海慧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杠杆力臂的画法 任 俊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感知音乐中的速度（一） 尹 婷 高明区德信实验学校

感知音的高低-音符 1（do)的学

习
丘爱玲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概括课文内容有“法宝” 曾妙娟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复韵母 ie 钟燕红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复习标点符号 李婷婷 禅城区环湖小学

分子总在不断运动 纪智哲 顺德区龙江丰华中学

分一分 何小平 佛山市顺德养正学校

分数的大小比较 梁永康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分数的初步认识—几分之一 杨亚娜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西小学

分数的初步认识 王晓曼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分数大小的比较 黎锦华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分扣子 陈婉莹 顺德区大良顺峰小学

非洲--高原为主的地形 余莎曼 顺德区北滘碧江中学

飞翔的纸鸟
林翠媚

蔡海辉
顺德区勒流裕源小学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2） 谢美仪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法律专题之法律的三大特征 杨雪嵩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初

中部

二氧化碳的性质 周燕芬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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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制与十六进制之间的转换 张惠姗 顺德区容桂四基中学

二进制到十进制的转换 郭燕玫 三水区三水中学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关系 梁 丽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儿童诗两首我想 叶韵诗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

学

俄罗斯的自然特征 潘素雯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初

中部

多种方法电压表测电阻 陆海荣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多角度解读诗歌情感 郑 丹 南海区执信中学

多角度解读 2017 年高中化学新

课标Ⅰ卷第 13题
林洁雯 南海区桂华中学

蹲踞式起跑技术 梁津杰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第一初级

中学

对未成年人的“四大保护”的区

分
龙伟可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对联小知识 杨彩梅 顺德区杏坛中学

对话中提示语标点符号的运用 程健宁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读懂词语有方法 郭小坤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定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之区别 余翠云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叠词巧记与运用 李馨俊 顺德区大良鉴海小学

电磁感应现象中的电路问题 叶志辉 佛山市第四中学

第九章第 1节压强 卢黎明 顺德区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等高线的绘制 何淑敏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等差数列 伍艳芳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倒叙开头这样写 区燕芳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倒数 吴柱国 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单元复习：克和千克 温智珺 禅城区环湖小学



— 36 —

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法则应用 郑 敏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单簧管的世界--入门 黄敏霞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打电话 佘雪珠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粗盐提纯 赵桂林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传统文化的表现 夏云刚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除数是小数的小数除法竖式计算 谭华焕 顺德区容桂容边小学

初三英语话题写作技巧指导--列

提纲
李金娣 佛山市第六中学

初步认识 200米跑 邓博允 高明区德信实验学校

吃饭有讲究 周巧丽 南海区罗村实验小学

程序框图 陈宝芳 南海区狮山镇高级中学

乘法分配律 黄秀娟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北小学

陈述句与反问句之间的转换 唐 烁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陈述句与反问句的转换 邓美君 顺德区容桂高黎小学

陈述句改反问句的方法
钟转梅

唐斯敏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常见植物生长现象的解释 韦程勇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常见运动软组织损伤的预防与处

理
田忠成 顺德区伦教中学

插花的基本构图 刘倩影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测量大树
陈松琳

洪 莉
顺德区美的实验幼儿园

藏书票 吴贵滨 顺德区陈村镇庄头小学

彩墨游戏 吕庆河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财政的作用 程腾飞 南海区桂华中学

伯牙绝弦 陈丽妍 佛山市城南小学

宾语从句专题学习 邓洪耿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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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从句-时态 李婉玲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标点符号争第一 高 敏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变形动画的制作 温成辉 高明区杨和中学

比尾巴 张金金 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比例尺的应用 李颖君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比例尺 区秀珍
高明区荷城街道德信实验学

校

比例尺 巢伯银 顺德区乐从劳村小学

被动语态基本结构和基本用法 温荣炳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内容和影响 罗瑞茜 顺德区龙江丰华中学

北京的春节 陈 燕 禅城区下朗小学

包装的学问 严小曼 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百变 be动词 赵小霞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白杨 陈嘉莉 禅城区海口小学

把字句与被字句互换 唐燕仪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把字句和被字句的转换 刘 荫 佛山市同济小学

把字句和被字句的互换 马燕媚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

八孔竖笛的入门认知 陈宇婷 佛山市城南小学

安史之乱 曾 琪 南海区和顺第一初级中学

ZCS复习课 罗伊婷 南海区大沥镇邵边小学

writing with be 陆瑞娴 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

Whose dog is it? 刘敏仪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what引导的感叹句用法讲解 黎彩婷 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What would you like?
卢秀婷

罗晓芸
顺德区北滘林头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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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an you do in.?I can 莫贤静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What are you doing ? 莫贤静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Weather 5种天气的单词教学 黄 莹
顺德区伦教熹涌陈佐乾纪念

学校

Unit3 At the zoo 郭晓莹 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Unit1 What's he like? 卢燕娴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Unit 5 Transportation 吴堤樱 禅城区环湖小学

Unit 5 Look at the Monkey 赵佩玲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小学

Unit 5 Dinner’ s ready
朱晓菲

马丹燕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Unit 4 What can you do? 杨 莉 南海区大沥中心小学

Unit 1 How tall are you？ 黄雅贤 顺德容桂海尾小学

Unit 4 What can you do? 邓晓婷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U1A Let's spell a-e 赵丽丽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this that these those的区别 林丽华 顺德区杏坛桑麻小学

There be 句型的用法讲解 黎佩敏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Then and now 廖雁娟 南海区丹灶镇第二小学

shopping 英语购物基本用语 黄小娟 顺德区容桂南环小学

PS制作个性化 T恤 廖 敏 顺德区梁季彝纪念中学

Photoshop 快速蒙版 何信乐 佛山市启聪学校

PEP五上 Unit5Read and write 唐斯敏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PEP 五下 U4 Two New Kittens 唐斯敏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on, in, under的用法 邓斯琴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My weekend写作指导 邓思恩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My week 李敏贤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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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choolbag Let's spell 李爱敏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My favourite season 写作指导 邓玉玲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My favourite season 冼丽平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My favourite season 朱嘉茵 南海区狮山镇光明新城小学

My favorite season 梁妹霞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My favorite season 陆小芳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M7U2：课前自学 李 韵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It's time to/for的用法与区别 梁艳娴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is 与 has 的用法区分 陈韵诗 顺德区北滘林头小学

If引导的非真实条件句 蔡 晔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How 问句大集会 夏杰群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Flash逐帧动画 钟育新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Flash动画之多种动画的应用 吕琴梅 顺德区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Flash动画 6个常用操作 吴照龙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DNA半保留复制的实验证据 冯雪芬 顺德区均安中学

Dinner is ready 刘若愿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be动词的学习与应用 林彩勤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小学

ABAC式词语积累训练 李丽婷 南海区丹灶镇罗行小学

5种表达方式你知多少 张 艺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中

5的乘法口诀 黄智明 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北小学

50米快速跑--起跑教学 张建强 禅城区环湖小学

2018年高考英语之七选五解题技

巧
张 洋 顺德区勒流中学

2016广一模七选五评讲 罗素勋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100以内数的组成 缪丽娜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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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以内加减法笔算常有的六大

问题
林永霞 三水区实验小学

《望庐山瀑布》赏析 伍小清 禅城区环湖小学

《送元二使安西》解题，平仄声

读法
黄昕茜 佛山市同济小学

《四季》知识点叠词 卓婉琼 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两只鸟蛋》：“听、唱”写字

教学指导
李秀萍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绝句》朗诵 何海清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绝句》教学 谢海云 高明区荷城街道泽英小学

《汉家寨》重难点 刘勇权 南海区九江中学

《关键处驻足，慢绘细微处--细

节描写》写作指导课
杨小霞 禅城区南庄镇江洲东村学校

《草船借箭》难点解读 陈金婵 佛山市同济小学

“微实验”解决习题难点--毛刷

“看”静摩擦力方向
李群英 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均摊法”计算晶胞中的粒子个

数
苏忠波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九宫格”解决欧姆定律在串并

联电路中的应用
陈艳萍 顺德区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的、地、得”的用法 郭璐瑕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的、地、得”的用法 张梦华 顺德区勒流裕源小学

Where did you go? 刘凤勤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Unit2 Last weekend 植丽娟 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on/ in/ under 词汇教学 林凤婷 禅城区南庄镇上元小学

let's talk 吴嘉欣 顺德区伦教北海小学

二、职业教育组

一等奖（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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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3Dmax网格建模 谢翠芬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客户群分类 江婉明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现金支票旅行记
刘礼菊

李 博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电话沟通的技巧与礼仪 曾文芳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零售商品销售的会计核算 周 玲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实用餐巾花制作 曹振翀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模具钳工--台阶孔加工之等

分圆划线
曾伟东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小件商品拍摄之布光技巧 刘奕丽 三水区理工学校

广交会成长记 梁颖怡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水槽三维实体建模
刘华伟

胡坤权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光纤的热熔 胡文辉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消毒 许淑梅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礼仪的基本姿态 麦绮莉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百度文库推广技巧 梁敏娟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香菇蒸鸡的制作 王俊光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认识仿古砖 梁金梅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沏泡铁观音，品味人生韵 曾兰兰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单向节流阀控制双液压缸的

同步回路
肖文杰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36名）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法律知识讲堂：预防电信诈骗 冯凤华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剪切粘贴”两步走 轻松搞 潘奕呈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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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强调句

90度外圆刀的仿真对刀操作 卢 民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Jobs：巧学妙记职业词汇 廖平好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PVC线管线槽
胡文辉

王 丽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Q版漫画上色图绘制 翟草霞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UG10.0做装配动画 朱夕青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vlookup函数多条件查找 骆令健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成本导向定价法之成本加成

定价法
王杜鑫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电动机的连续运转控制
李发莲

梁恒添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吊灯光源设置 杨伊纯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好题如好茶：新材料作文拟题 邓韶梅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煎煮中药有门道 陈可婷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进餐的礼节 张家英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精灵 3 切换大屏幕现场航拍

直播的方法
曾纯健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开店注册流程 曾洁贤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课程表的制作 邓俊英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门店促销操作九步曲 艾 丹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门店运营实务（系列）
曾洁贤

马舒琴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泡茶三要素茶量、水温、浸泡

时间的量化控制
邬苏梅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渠道的定义和意义 王杜鑫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入库管理：物品堆垛
陈春瑛

林 帅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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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作业操作流程 蓝锦和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商品价签管理作业流程 高翠英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商务沟通与谈判四大技巧 曾文芳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上肢自我牵伸技术 郑欢华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收货作业流程 马舒琴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双作用气缸的或逻辑功能控

制
林 蓉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淘宝美工中精致风格导航条

的设计
罗淑影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淘宝商品定价方法之黄金分

割定价法
刘奕丽 三水区理工学校

透明物体的拍摄技巧 邓洁莹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网络客户服务实务 01常见快

递物品的包装
王春桃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一级考-听力和口语技能

提升专题
陈乐君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在 PS中使用图层剪贴蒙板制

作双色字
郭 艳 三水区理工学校

指尖上的艺术--毛巾的蜕变
黄丽梨

李晓林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模具拆装（系列）
郑宇城

苏晋致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58名）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Dreamweaver站点的创建与管理 邓俊英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五点法”作正弦型函数的图像 王香妹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液压与气动》FluidSIM-P3.6

的使用
林 蓉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CorelDraw实例-清新荷花 谢翠芬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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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ALT+SHIFT+T在 PS中的运

用

周 游

卢英能
三水区理工学校

Excel函数游戏闯关 吴永聪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Excel习题闯关 刘大路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FR-E500变频器频率设置方法 吴坤海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Photoshop图层 郭 艳 三水区理工学校

PS动画
周 游

卢英能
三水区理工学校

Sunny Days, Rainy Days 张翠亭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vlookup函数
黄新艳

何燕霞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vlookup函数反向查找 骆令健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茶席设计之吉庆有余
陈春瑛

马启珍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常见快递物品的包装 王春桃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存货清查之歌
蒋俊岸

张 杰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钢笔工具绘制路径的方法 卢嘉玲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冠词的用法 黄春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光纤的冷接方法 胡文辉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交椅的成长之路 吴 琼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利用捕捉追踪快速绘图 张禹增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两分钟读懂土地所有制 江婉明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两角和的正弦公式、余弦公式的

推导
王香妹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螺旋酥的制作
马友坤

黄金淼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马斯洛需求理论及在销售中的

应用
江婉明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 45 —

名词所有格's形式 麦赛巧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片头动画制作微课设计 孙莹超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七步洗手法 许淑梅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七招激将法 丁文玉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沏泡铁观音，品味人生韵 邬苏梅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戚风蛋糕 麦绮莉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巧求终边相同角 伍智安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巧求轴线角的三角函数值 杨继武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清蒸鳜鱼的制作 王俊光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情态动词表示推测的用法 黄明霞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闪耀星芒的手表拍摄技巧 李婷婷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商品陈列作业 李庆振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商务礼仪-职场妆容 卢咏怡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十进制整数和二进制整数的转

换
罗 亮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使用 AI CS6绘制北滘职业技术

学校校徽
郭志杨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手柄的画法 马文青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数列求和之“错项求和” 伍智安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量传感器认知及应用 张晓明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数组的概念及简单运算
黄新艳

何燕霞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四大家族--交响乐队的组成 刘思豪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小儿推脊退热复式手法 郑 颖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形容词比较级最高级变化 黄明霞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虚拟语气-if条件句 郑宇筠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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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返回的单往复回路 李 莉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药物抽吸法 杨天菊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一般现在时的被动语态 陈艳冰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音乐课钢琴诗画 陈 静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用典分

析
陈少冰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元芳学人物分析方法
余金兰

谭晓霞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斟酒
马启珍

汪 燕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证明等差数列 伍智安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直线的投影 左秋娟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三、优秀组织奖（30个）

单 位 名 称 单 位 名 称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电教站 禅城区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南海区教育局电化教育站 高明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三水区教育局电化教育站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

佛山市同济小学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顺德区均安镇建安初级中学

顺德区乐从镇大墩初级中学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顺德区乐从中学

顺德区容桂红旗小学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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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高明区荷城街道德信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