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教育学会2020年优秀学术成果获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主持人 所属专委会/市教研会
获奖
等级

1 中职艺术课程混合式教学——中西方艺术鉴赏与实践 范健华 中职艺术与设计专委会 特等

2 广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转型发展实践探索 刘荣秀 中职幼儿专委会 一等

3 和合创生：普通高中生产劳动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建构 周丽红 中小学劳动教育研究专委会 一等

4 特殊幼儿自主游戏活动教师介入的实践研究 朱阳 特殊教育专委会 一等

5 基于STEM教育的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 邓云玉 实验教学专委会 一等

6 气象防灾教育:“八个一”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罗柳青 中学地理专委会 一等

7
基于荔乡文化传承的中小学书法教育教学课程的开发与

实践
陈杰 中小学美术专委会 一等

8 “民间文学”非遗资源引入小学思政课的应用研究 张智坤 小学品德专委会 一等

9 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导学设计 刘丽华 小学英语专委会 一等

10 小学高年段英语写话训练常见问题及应对策略 李益华 小学英语专委会 一等

11 数字化创新实验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彭娟 小学教育专委会 一等

12 《道德与法治》有效运用情境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马佩仪 小学品德专委会 一等

13
“利用广州红色资源开展思政课教学” 

研究报告 
罗笑 小学品德专委会 二等

14
《小学语文习作类微课资源的设计与应用研究》研究报

告
吴晓芳 小学语文专委会 二等

15 用STEM理念创建木工实践课程的研究 杨升东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专委会 二等

16 《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报告 陈泽勉 中小学美术专委会 二等

17 基于STEM教育的小学科学辅助教材开发的研究 陈莹 小学科学专委会 二等

18 基于计算思维培养的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实践与探索 范谊 信息技术专委会 二等

19
基于新课标的培智学校沟通与交往训练课程开发实践研

究
万莉莉 特殊教育专委会 二等

20 指导小学生家长运用微博辅助亲子阅读的实践探索 刘佳彬 家庭教育专委会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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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1+N劳动课程，发展学生综合素养 包丽丽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专委会 二等

22 教育科研资源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关系研究 苏皑 教育政策研究专委会 二等

23 基于主题探究活动培养小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 陈佩凤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专委会 二等

24 幼儿园体验式微型图书馆项目 吴雅玲 幼儿教育专委会 二等

25
《农村中学校本课程体系构建与学校特色发展研究》课

题研究报告
姚朗建 小班化教育专委会 二等

26
基于增城区乡土资源的小学校本特色课程体系建设的研

究
张冠锋 教育政策研究专委会 二等

27
基于信息化环境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管理平台的设计与

应用研究
黎智 中学德育专委会 二等

28 GNSS测量技术与应用精品课程建设成果 刘晓燕 中职建设与园林专委会 二等

29 “宽银幕”德育模式创新发展研究报告 卢岳飞 中学德育专委会 二等

30 和合教育：从方式转型到文化重塑 吴培森 小班化教育专委会 二等

31
STEM理念驱动下基于建筑模型的通用技术项目式教学活

动实践研究
李小丰 中学通用技术专委会 二等

32
中职环境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以南沙区岭

东职业技术学校为例
赖倩瑜 中职思想政治专委会 二等

33
构建区域0-3岁婴幼儿科学养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实践研

究报告
田美萍 教育政策研究专委会 二等

34
基于学生素养的“劳动故事”综合实践活动特色课程开

发与实施研究
陈桂娉 小学语文专委会 二等

35 语言模因论视角下的小学生习作教学研究 沈玉桃 小学语文专委会 二等

36 小学生科技思维与实践创新 陈妙姬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专委会 二等

37 学生学习起点”视域下的农村小学数学教学建构与实践
欧阳伯

祥
小学数学专委会 二等

38
小学道德与法治（中年段）情境体验式课堂教学策略的

研究
谢少燕 小学品德专委会 二等

39 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学习故事的应用研究 蓝小冰 幼儿教育专委会 三等

40
幼儿园STEAM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以积木建构游戏为例
袁丽君 幼儿教育专委会 三等

41
广州市天河区幼儿园国防教育著作--《种下一颗爱国的

种子，幼儿园国防教育教师指导用书》
关瑞珊 幼儿教育专委会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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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立项课题研究报告 梁颖怡 中职财经与商贸专委会 三等

43 信息技术助力线上线下融合课堂的个性化学习实践研究 张展辉 中学通用技术专委会 三等

44
课题《中职学校小班化教育的可行性及试验研究——以

花都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为例》研究报告
高惠华 中职思想政治专委会 三等

45
以“东中之星”评选活动助推综评，促进学生全面而有

个性的成长
李后鹏 教育政策研究专委会 三等

46 微课在小学劳动教育中的运用 李结明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专委会 三等

47
在科学学科低年段教学中运用STEM课程理念和方法的研

究
曾晓丽 小学科学专委会 三等

48 实施“无边际德育”，打造“无围墙学校” 梁健 家庭教育专委会 三等

49
广州市番禺区普通学校特殊教育教师资源的供给与需求

调查
陈海苑 教育政策研究专委会 三等

50 初中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探索 汤少冰 小班化教育专委会 三等

51 《会计软件应用》教材 林敏莉 中职财经与商贸专委会 三等

52 游戏式教学在低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罗秀文 小学品德专委会 三等

53
基于新型家校联合办学模式视野下的家长学校模式优化

研究 -----以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家长学校为例
黄翠婉 家庭教育专委会 三等

54 巧乐童 图解英语单词 列海娴 小学英语专委会 三等

55
在小学低年段利用Sight Words视觉词提升小学生阅读

能力的实践研究
李薇 小学英语专委会 三等

56
研究报告：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幼儿园课程改革理论

与实践研究
谭加颖 幼儿教育专委会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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