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教师范〔2018〕80号 

各有关市、县（市、区）教育局，各有关高等学校，区直各有关

单位：

为贯彻国家、自治区教育信息化总体要求，全面提升师范生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我厅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全区师范生信息化

教学应用大赛。经组织专家评审、我厅审核，最终评出特等奖 6

项、一等奖 53项、二等奖 93 项、三等奖 142项，广西师范大学

等 19 个单位获优秀组织奖，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希望获奖的同学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进步。希

望各有关学校认真总结本届大赛的经验，深化信息化教学改革，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进一步加强师范生现代教育

技术能力训练，提升师范生信息素养和信息化教学能力。 

附件：1．2018年全区师范生信息化教学应用大赛获奖名单

 2．2018年全区师范生信息化教学应用大赛优秀组织 

奖名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18 年 12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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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特等奖（6 名） 

序号 作品类型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1 PPT课件制作 独特的民族风 王菲 彭西西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PPT课件制作 小鸟找家 陈小春 谢静、王飞 柳州市鹿寨职业教育中心 

3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认识时间 曾艳婷 连智平、庞璐宁 广西师范大学 

4 微课制作 One Day:一个白领的物联网智能生活 
罗婷亭、黄秋文、许闻达、

向丽华、黄子成 
朱艺华、张戟 广西师范大学 

5 微课制作 男孩与女孩 杨扬、黄岚 谢昌慧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6 幼教数字故事 大卫，不可以 
颜莹莹、玉丽莎、陈慧婷、

卢秀勤 
李茂存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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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1 PPT 课件制作 西出阳关无故人 李肖 彭西西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PPT 课件制作 数学广角—鸡兔同笼 李鑫 谭朝阳、黄日健 百色学院 

3 PPT 课件制作 黄河大合唱 杨丽 彭西西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4 PPT 课件制作 地球运动的一般特征 吴茂宇 贾艳红 广西师范大学 

5 PPT 课件制作 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象 徐杰 肖春梅 河池学院 

6 PPT 课件制作 圆的标准方程 刘美琪、钟琪琪 彭刚 广西师范大学 

7 PPT 课件制作 两种电荷 董秋虹、虞翔、任幼嘉 陆灵明 玉林师范学院 

8 PPT 课件制作 勾股定理 李炤德、陈媛、潘献凤 肖春梅 河池学院 

9 PPT 课件制作 陋室铭 李桐 刘肖、石群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0 PPT 课件制作 水调歌头 邹敏 侯英、乔沛昕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1 PPT 课件制作 找春天 韦敏婷 侯英、刘海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 PPT 课件制作 会唱歌的乐器 江琦 陈丽坚、乔芳芳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3 PPT 课件制作 梦想的力量 周金姗 侯英、杨翠云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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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14 PPT 课件制作 At the Pet Store 凌璇 廖俐、潘丽莎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 PPT 课件制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麽乜 梁青青、凌卉丹 刘小源、刘艳芸 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 

16 PPT 课件制作 扇形统计图 宁丹彦、苏艳梅 邹进明、洪基伟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17 PPT 课件制作 绿野寻踪——白头叶猴的小故事 梁丹丹、潘文宇 麦巧宁、冯瑾 崇左市职业技术学校 

18 PPT 课件制作 陋室铭 廖雪、陈洋、许名华 廖钊、谭惠丹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19 PPT 课件制作 小眼睛 亮晶晶 黄金月 罗敏、余晓霞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20 PPT 课件制作 中华传统美德——孝 潘文宇、梁丹丹 冯瑾、麦巧宁 崇左市职业技术学校 

21 PPT 课件制作 珍爱生命 严防溺水 覃小惯 余晓霞、罗敏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22 PPT 课件制作 我会过马路 黄翠芹、黄源、苏敏惠 张艳、唐爱凤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23 PPT 课件制作 安全防火我知道 黄小姗、黄兰脂 刘莹莹、黄筱彦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24 PPT 课件制作 牛顿第三定律 李燕甜 陆世良 平果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5 PPT 课件制作 望江南 余思颖 陆世良 平果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6 PPT 课件制作 有趣的动物折纸 钟小妹 唐丽、何欣佳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27 PPT 课件制作 护牙小卫士 曾金婵 罗敏、余晓霞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28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Fruit》第一课时 谢植金 廖倩、韦小铃 北部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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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29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小蝌蚪找妈妈 谢植金 廖倩、韦小铃 北部湾大学 

30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静夜思 莫柳艳 熊冬春 南宁师范大学 

31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秋天的雨 黄依婷、陈日梅 侯英、乔沛昕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2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声母 bpmf 刘晓 侯英、刘海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3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为人民服务 郑艳芬、李苗珍、张奕敏 江毅馨、张侠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34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小猴子下山 韦谢娟、石月莉、谢丽姣 苏小华、王燕归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35 微课制作 DNA 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虞翔、陈婵、王贺、梁曼华、

黄慧慧 
陆灵明 玉林师范学院 

36 微课制作 
以“龙”字为例——解说中国汉字的演变

过程 
盘龙怡、周平平、吴宇豪 谢立慧、景旭锋 广西师范大学 

37 微课制作 工笔枇杷的画法 曹如媚 王惠宁、刘应军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8 微课制作 
细胞核的功能——伞藻嫁接与核移植实

验 
甘欣灵、林晴晴、范秋霞 韦艳艳 广西师范大学 

39 微课制作 剪纸—小寿桃的制作 李晓琳 覃肖莹、韦玉礼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40 微课制作 “啊”的音变 梁毓、邱忆、张华英 李惠芳、杨诠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1 微课制作 简笔画：森林英语动物单词变戏法 谭雪芳、付玉配、韦芳棉 蔡晓乐、张小玲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42 微课制作 哇！魔法贺卡来啦！！ 韦春妮、张玉环、陈雨霄 蔡晓乐、张小玲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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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43 微课制作 你会刷牙吗？ 吴丽春、容小梅 曾俊荣、胡忠燕 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44 微课制作 纸盘时钟 
黄萍、苏春燕、李静、邹晓

玲 
陈业璋、邱亿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45 微课制作 神奇的磁铁 麻俏礼、刘盛琼 关建萍、谢威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46 移动 APP 教学应用 
基于天天练APP的电解质与非电解质课程

教学 
臧黎昌、郑冬连、劳智 刘宝 广西民族大学 

47 幼教数字故事 《小熊贝拉》原创动画 
李盼、张惠婷、秦维维、廖

梦丽、叶思娴 
吴慧源、覃军 广西师范大学 

48 幼教数字故事 地方文化原创故事：珍珠姑娘 
李华珍、李夏、童琳琳、陈

玲 
朱艺华、陈健滢 广西师范大学 

49 幼教数字故事 Beware of Strangers 周艳、江秋丽、吴婷芳 杨青、温敏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0 幼教数字故事 耳朵上的绿星星 
李晓常、李宝媛、陆秀琪、

梁莘 
李茂存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51 幼教数字故事 逞强的青蛙 梁倩、潘珏颖 张驰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52 幼教数字故事 小纸团回家 何宣佳、何倩岚 肖寒、关建萍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53 幼教数字故事 鲤鱼跳龙门 许梅丽 关建萍、谢威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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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1 PPT课件制作 认识梯形 谢婧 韦小铃、廖倩 北部湾大学 

2 PPT课件制作 细胞膜—细胞的边界 张宇婷 张霞 南宁师范大学 

3 PPT课件制作 三角形内角和 申石荫 苏建烨、张国玲 玉林师范学院 

4 PPT课件制作 雨巷 王小连、文家慧 
 

南宁师范大学 

5 PPT课件制作 元素周期律 唐进、李开富 李娜、陈慧蓉 北部湾大学 

6 PPT课件制作 春日 宁家威 韦德华 梧州学院 

7 PPT课件制作 感受中国古代恢宏的雕塑群 郑文茹 孔静 广西艺术学院 

8 PPT课件制作 相反数 黄萌 朱家荣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9 PPT课件制作 虞美人 王雨丝 熊冬春 南宁师范大学 

10 PPT课件制作 认识蔬菜 李欣、黄蓉 韦小铃、廖倩 北部湾大学 

11 PPT课件制作 解一元一次方程之合并同类项 柳灿坚 梁华、梁春贤 南宁师范大学 

12 PPT课件制作 文艺复兴 李玉燕 熊冬春 南宁师范大学 

13 PPT课件制作 意识的本质 刘秀、卜春媛、梁春丽 龚彦 南宁师范大学 

14 PPT课件制作 What would you like？ 秦丽莲 郭小锋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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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15 PPT课件制作 勾股定理 漆晶晶 肖春梅 河池学院 

16 PPT课件制作 平行四边形 张英明、韦克浩、林杨林 肖春梅 河池学院 

17 PPT课件制作 全等三角形 黄宪婷 卫银虎、肖春梅 河池学院 

18 PPT课件制作 荷叶圆圆 潘小婷 刘肖、石群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9 PPT课件制作 表情丰富的脸 刘芸 唐邕、闭春桂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 PPT课件制作 New Zealand 李晓丽 黄严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1 PPT课件制作 水果超市之 5的组成 莫冯英 骆艳、陈丽坚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2 PPT课件制作 静夜思 邓淑丹 杨诠、李惠芳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3 PPT课件制作 沉与浮 杜美勤 乔芳芳、陈丽坚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4 PPT课件制作 咏柳 王智媛 伍辉燕、高霞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5 PPT课件制作 花钟 黄慧婷 廖春艳、张侠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26 PPT课件制作 有余数的除法 彭洁、李佳颖 梁淑双、张侠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27 PPT课件制作 文具 李根美、李仁慈、杨节婷 马大洋、施雯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8 PPT课件制作 Four little baby ducks 陆秀娥、黄珊、叶燕洪 赵海梦、陈积裕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29 PPT课件制作 小蝌蚪找妈妈 
黄颖、林锐、韦钟委、邓夏

兰 
黄一魁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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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30 PPT课件制作 桂林山水 苏佳佳 陆世良 平果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31 PPT课件制作 小猴子下山 石月莉、谢丽姣、韦谢娟 王燕归、苏小华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32 PPT课件制作 神奇的衍纸 田爱莲、刘嘉玲、蓝柳娜 吴青霞、万英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33 PPT课件制作 预防感冒 罗秋 石登和、谢萍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34 PPT课件制作 中班艺术领域:对对歌 王春芳、梁艳艳 方婷 崇左市职业技术学校 

35 PPT课件制作 水果猜猜猜 陈玉炎 梁彬新、赖志明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36 PPT课件制作 比高矮 杨秋梅、黄明兰 陈新萍、梁俊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37 PPT课件制作 分一分——认识二分之一 苏林婷 何佳蔚 梧州市机电技工学校 

38 PPT课件制作 健康活动《生病了》 蒙惠靖 林楹、陈雪婷 广西华侨学校 

39 PPT课件制作 保护我们的眼睛 潘珏颖 张驰、李媛凤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40 PPT课件制作 十二生肖 庞雨昕、张思颖 叶苡辰、胡秋平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41 PPT课件制作 保护牙齿 罗雅丹、吕君容 范秋容、黄钰婷 平南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42 PPT课件制作 有趣的数字宝宝 李富钦、覃昌海 陈新萍、黄冰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43 PPT课件制作 认识小动物 黄姗姗、张怡琳 黄芮、伍丝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44 PPT课件制作 图形宝宝 劳琼满、傅滢方、顾全玲 马大洋、施雯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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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45 PPT课件制作 认识倍数 蓝曼红 唐佩强 马山县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46 PPT课件制作 小壁虎借尾巴 李砚英、韦锦妃 徐杨杰、邓宏明 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 

47 PPT课件制作 调皮的火娃娃 幸美琳 欧冬梅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48 PPT课件制作 小蝌蚪找妈妈 李湘、牙虹芹、廖堂莎 韦凤赛、覃彩霞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49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细胞中的元素和化合物 周小玲 
 

南宁师范大学 

50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钠与水和铁与水蒸气的反应 黄雪萍、黎晓琪、冉鑫 刘宝 广西民族大学 

51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金属钠的氧化 李跃、李美婷、廖桂慧 刘宝 广西民族大学 

52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分散系及其分类 杨倩、罗丹丹、李建伟 刘宝 广西民族大学 

53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象 徐杰 肖春梅 河池学院 

54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认识 杨勇琴 邓珍、雷淑蓓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平移和旋转 莫彬英 刘海英、杨翠云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6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We love animals 吴巧云、何静婷、言荣禄 苏琬婷、路丹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鱼游到了纸上 易雯、骆秋伶 周秋玉、张侠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58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My Body 
韦艳芳、宁兴慧、吴柳均、

马丽萍 
赵海梦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59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坐井观天 梁小妹、莫清淼 苏小华、刘卓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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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60 微课制作 logo设计速成法则 张赛赛、赵娟、张强 李慧真 南宁师范大学 

61 微课制作 3D无人打印车间：人工智能畅想 
黄秋文、罗婷亭、许闻达、

黄子成、何静 
朱艺华、汪颖 广西师范大学 

62 微课制作 亲近自然科学——溶解 朱希雅、梁文璐、孟子杰 朱艺华 广西师范大学 

63 微课制作 牛顿第一定律 黄慧慧、任幼嘉、虞翔 陆灵明 玉林师范学院 

64 微课制作 圆柱的表面积 邹灵杰、王青、覃文妮 唐剑岚 广西师范大学 

65 微课制作 点和圆的位置关系 韦明媚 梁丹 玉林师范学院 

66 微课制作 大学生人际交往准则-友善待人 陈佳仪 陆灵明 玉林师范学院 

67 微课制作 圆的面积 黄美凤、张应云 贾慧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8 微课制作 中班手工活动 胡萝卜 贺江阳、赵艺皇 陈丽坚、胡慧睿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9 微课制作 狡猾的狐狸和聪明的兔子 苏敏、吴金兰 潘艺艺、马品词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0 微课制作 不爱洗澡的小猪 
黎巧钰、赵美妍、吴惠珍、

韦春满 
李茂存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71 微课制作 可爱小章鱼 潘红眉 肖寒、关建萍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72 微课制作 纸盘猫头鹰 
李静、苏春燕、黄萍、叶小

琳 
陈业璋、许宜本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73 微课制作 孔雀开屏 
苏春燕、李静、黄萍、姚香

珠 
邱亿、陈业璋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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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74 微课制作 开心安全过暑假 黄颖欣 余晓霞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75 微课制作 纸杯小螃蟹 
黄萍、苏春燕、李静、叶少

莹 
许宜本、陈业璋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76 移动 APP教学应用 基于 101教育 APP 二氧化硫的性质教学 黎东桂、陈柳、陈胜 刘宝 广西民族大学 

77 移动 APP教学应用 基于 101教育 APP 的丁达尔效应教学 罗丹丹、杨倩、李建伟 刘宝 广西民族大学 

78 移动 APP教学应用 漂亮的大树 黎敏、苏婷婷、陈珊珊 杨炼里、陈斌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79 幼教数字故事 月亮的味道 
唐清婕、童琳琳、朱竟成、

李夏 
朱艺华 广西师范大学 

80 幼教数字故事 拇指家族爱环保 刘俊君、李严铃 梁春贤、游锦萍 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 

81 幼教数字故事 11只猫做苦工 陈玲、王可欣、李昊展 朱艺华、肖芸芸 广西师范大学 

82 幼教数字故事 打雷了，我不怕 熊燕萍、陈丽梅 连智平 广西师范大学 

83 幼教数字故事 不爱刷牙的小狮子 
覃水桃、张冬梅、梁日芬、

苏晓旋、张美倩 
李国颖、邓倩倩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84 幼教数字故事 不要随便摸我 贺江阳、孙燕清 陆海莲、陈丽坚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5 幼教数字故事 小猫一家的探险之旅 江琦、曾静 乔芳芳、陈丽坚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6 幼教数字故事 大树在唱歌 岑梦珍、王秋、蒙柳妮 蓝丹妮、张燕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87 幼教数字故事 你很快就会长高 卢雨彤、卢佳、韦晓梭 韦富腾、吴丽琼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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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88 幼教数字故事 拔萝卜 
赵美妍、黎巧钰、赵睿、黄

琪 
李茂存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89 幼教数字故事 耳朵上的绿星星 朱丽珍、包嘉燕 邹丽君、廖钊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90 幼教数字故事 拔萝卜 包明华、陈代玉 施雯、杨华军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91 幼教数字故事 小兔子智斗大老虎 丁滢滢、宁思原 李卿、李燕萍 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92 幼教数字故事 迷路的小鸭子 韦燕冰、张森昌 吴中林、李小梅 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93 幼教数字故事 哪吒闹海 罗兰、胡玉凤 谢威、肖寒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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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1 PPT 课件制作 中国古代山水画 杨超敏 陶泉 广西艺术学院 

2 PPT 课件制作 蔬菜宝宝的世界 杨柳芳、周敏 韦小铃、廖倩 北部湾大学 

3 PPT 课件制作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黄铱曼 
 

贺州学院 

4 PPT 课件制作 大气压强 任幼嘉、黄慧慧、陈嘉莉 陆灵明 玉林师范学院 

5 PPT 课件制作 图形的旋转 刘春朗、黄云彩、黄海妹 肖春梅 河池学院 

6 PPT 课件制作 美术家的表达 廖芷 陶泉 广西艺术学院 

7 PPT 课件制作 民间玩具 孙慈聪 孔静 广西艺术学院 

8 PPT 课件制作 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 彭铭俊 陶泉 广西艺术学院 

9 PPT 课件制作 送元二使安西 施春兰 
 

南宁师范大学 

10 PPT 课件制作 前鼻韵母 姚家怡、杨礼锦、杨冠璐 戴智鹏 南宁师范大学 

11 PPT 课件制作 多彩的艺术字 杨蓝 梁新艳 南宁师范大学 

12 PPT 课件制作 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 伍素菡 唐剑岚 广西师范大学 

13 PPT 课件制作 安全教育——别让生命之花在水中凋谢 蔡林莲 吴兰岸 南宁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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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14 PPT 课件制作 桃花源记 张丽冰 张霞 南宁师范大学 

15 PPT 课件制作 国宝——大熊猫 冯秋雁、林一帆、李景雯 张霞 南宁师范大学 

16 PPT 课件制作 金属的化学性质——”任性“的钠 冯俪 唐劲军 广西师范大学 

17 PPT 课件制作 记承天寺夜游 欧锦秋、曹霞、陆玉玲 张朝昌 贺州学院 

18 PPT 课件制作 长度单位 莫静静 屈慧洁、赵丹 广西教育学院 

19 PPT 课件制作 平行 陈梦梦、汤惠婷、李艳青 肖春梅 河池学院 

20 PPT 课件制作 体味建筑之美 汪紫菱 陶泉 广西艺术学院 

21 PPT 课件制作 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 赖舒欣 赵浩辛 广西艺术学院 

22 PPT 课件制作 中国古代水墨画(墨兰画法) 胡巧念 王惠宁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3 PPT 课件制作 我的大眼睛 刘美云 廖倩、韦小铃 北部湾大学 

24 PPT 课件制作 My day 洪素婷 郭小锋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5 PPT 课件制作 全等三角形 陈华麒 肖春梅 河池学院 

26 PPT 课件制作 小蝌蚪找妈妈 李依桐 覃丽、陈丽坚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7 PPT 课件制作 苗绣 经红 张帆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8 PPT 课件制作 可爱的线条宝宝 元诗淇 刘凝辛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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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29 PPT 课件制作 光现象 郭又平、朱燕敏 潘晓明、黄生学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30 PPT 课件制作 平移与旋转 张应云 肖宝莹、贾慧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1 PPT 课件制作 拉拉鼠和五色花 张维、邱洁兰、李雅婷 黄艳雁、潘丽莎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2 PPT 课件制作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 谢蔡洪 邓珍、袁志辉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3 PPT 课件制作 搭石 钟华娇 许红星、陶雪梅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4 PPT 课件制作 打字练习乐趣多 宁洪艳、覃静娴 侯英、刘海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5 PPT 课件制作 做个爱洗手的好宝宝 刘昌昊、蒙春梅 刘顺松、覃向庆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36 PPT 课件制作 圆柱 林少萍、谭开洪 梁淑双、张侠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37 PPT 课件制作 折纸-壮族姑娘 何飞燕、梁淑棉 黄宁敏、韦建苏 崇左市职业技术学校 

38 PPT 课件制作 第 11 个朋友在哪里 杨萱、韦静、林睿思 吴晓丹、苏小华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39 PPT 课件制作 秋天的图画 黄敦锋、黄文燕、廖梁婷 牙燕妮、韦联敏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40 PPT 课件制作 幸福的大桌子 李丹、陆剑青 朱颖、陈一鸣 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 

41 PPT 课件制作 下雨的前兆 谢冬妍、杨蕙祯 林翠云、蒙守霞 广西华侨学校 

42 PPT 课件制作 你很快就会长高 韦晓梭、韦毅、卢雨彤 韦富腾、吴丽琼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43 PPT 课件制作 剪纸文化 何佩姣 陈万玉、石登和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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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44 PPT 课件制作 神奇排列屋 潘依珊、陆泳冰、马喜珍 叶苡辰、胡秋平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45 PPT 课件制作 中班认识不同的汽车 江莹 黄瑛、万莹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校 

46 PPT 课件制作 身体“红绿灯” 冼萍萍 黄静云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47 PPT 课件制作 想飞小象 朱虹芳、李吉 余音、张安健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48 PPT 课件制作 认识交通标志 李孔兰 何佳蔚 梧州市机电技工学校 

49 PPT 课件制作 影子和我 利翠珍、黄珊珊 谭凤兴、钟秋红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50 PPT 课件制作 小猫的生日会 杨华倩 丘荣美、刘晓翔 
贺州市经济管理干部中等专

业学校 

51 PPT 课件制作 托班语言活动—五官歌 邓美婷 何媛媛、邱艳梅 
贺州市经济管理干部中等专

业学校 

52 PPT 课件制作 气球贺卡 莫李穗 谢威、肖寒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53 PPT 课件制作 有用的鼻子 秦泽、覃秋明、黄小丽 蓝萍、蒙世云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54 PPT 课件制作 生命之源-水 李丽斌、覃小娟 徐毅华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55 PPT 课件制作 数学活动《认识 10 以内的单数和双数》 蒋莲花 黄红 桂林市兴安师范学校 

56 PPT 课件制作 爱护我的小眼睛 何英仕、符晓戴、甘妮利 谢昌慧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57 PPT 课件制作 数字小动物 何瑶欣、黄海悦 梁碧永、卢萍荣 藤县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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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58 PPT 课件制作 神奇的“夹子” 黄馨 吴天元 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 

59 PPT 课件制作 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 魏晓萍 欧冬梅、黄冰冰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60 PPT 课件制作 保护眼睛 黄明兰、张芷燕 伍丝、黄筱彦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61 PPT 课件制作 消防安全知识 陈洋 廖烈斌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62 PPT 课件制作 纸杯娃娃 兰春美、罗红妮、李雪瑞 吴青霞、万英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63 PPT 课件制作 纸品乐陶陶 潘家益、冉思政、罗尹拉 吴青霞、万英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64 PPT 课件制作 小蚂蚁的生日会 苏汝兰 韦春梅、白海燕 田东职业技术学校 

65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正数和负数 李婵 欧启忠 南宁师范大学 

66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曹冲称象》第一课时 龙梅瑛 陈其凤、凌彩庆 百色学院 

67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丁达尔效应 徐亚群、李委芝 刘宝 广西民族大学 

68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长相思古诗词鉴赏 杨树翠、王小雨 梁华、梁春贤 南宁师范大学 

69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沁园春 雪 李婷 黄洁萍 百色学院 

70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桂林山水 黄钲期 邱明 广西教育学院 

71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青春有格 李燕 高越飞 广西教育学院 

72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亿以内数的读法 杨玉梅、莫丽莉、宁小芳 邓珍、雷淑蓓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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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73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三位数乘两位数笔算 姚贤和、徐志聪 邓珍、袁志辉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4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海陆的变迁 梁靖钒 侯英、杨翠云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5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图形王国 陈淑婷、唐丽婷、李显凤 邓庭伯、雷新桂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76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动物儿歌 段玲玲、杨秀秀、黄芳速 王燕归、苏小华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77 交互白板课件制作 爷爷和小树 林曼丽、韦纵喜 苏小华、王燕归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78 微课制作 《涉江采芙蓉》中“芙蓉”三重意象分析 刘学东、黄季飞、吴高辉 谢立慧、景旭锋 广西师范大学 

79 微课制作 椭圆的定义 李娟、陈家乐、蒋玉娇 潘俭、李丽洁 玉林师范学院 

80 微课制作 旋转 覃柳苗 朱家荣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81 微课制作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 黄贤、吴秀菲、黄彩玲 莫永华 南宁师范大学 

82 微课制作 PPT 中九宫格照片的制作及照片的分割 周小玲 
 

南宁师范大学 

83 微课制作 同月思乡学古诗 
黄晓雯、林柳清、玉氏名钗、

黄飞扬、李昊展 
朱艺华、朱敬 广西师范大学 

84 微课制作 澳大利亚的混合农业 衡云、曾静 陈慧蓉、刘敏 北部湾大学 

85 微课制作 中班科学活动：认识时钟 何玲玲 吴先勇、黄翠华 百色学院 

86 微课制作 让你的表格会说话 李婧璇、黎康雪、张沛琪 朱艺华 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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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87 微课制作 分数的初步认识 李依静 苏建烨 玉林师范学院 

88 微课制作 趣味童谣 焦天伟、俞莹 邓宏丽、陈梅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89 微课制作 多媒体课件之文本可视化 
潘水姐、莫健樱、莫子晓、

吕妙 
莫永华 南宁师范大学 

90 微课制作 叶绿体的结构与功能 覃焰、林晴晴、甘欣灵 韦艳艳 广西师范大学 

91 微课制作 鳄鱼咬咬的故事 李满园 廖俐、潘艺艺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92 微课制作 小香蕉 凌璇 廖俐、潘艺艺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93 微课制作 观察物体 黎芳萍、覃银湄、韦佳珍 侯英、刘海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94 微课制作 动物世界 蔡雯雯 姚金秀、黄艳雁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95 微课制作 十分钟教你 Word 格式调整 
陈幼君、石宇玲、黄少、农

梦妍 
乔沛昕、侯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96 微课制作 五彩缤纷的世界 谭一琼、韦燕 侯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97 微课制作 三角形内角和 蒙斯敏 肖宝莹、贾慧英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98 微课制作 会跳舞的小木偶 李雅婷 姚金秀、黄艳雁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99 微课制作 可爱的胡萝卜 廖海霞、吴榕霖、张素素 覃建达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100 微课制作 儿童贴画--壮锦 牙玉露、覃俏 韦昱秀、韦美艳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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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101 微课制作 风力小汽车 张湘婷 肖寒、谢威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102 微课制作 创意手工-蜗牛不倒翁 王梦仙、袁慧婷 曹东妮、赵坤兰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03 微课制作 纸杯变变变 黎秋莹、彭敏洁 杨炼里、陈斌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104 微课制作 幼儿歌表演摘果子 苏凝、王丽婷 黄艳、张滨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105 微课制作 小章鱼超轻泥制作 秦文敏 覃肖、谭璞 灵川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6 微课制作 坐着动车去旅行 黄玉鲜、吴金莲 谢威、关建萍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107 微课制作 瓶子熊制作 秦文芳 覃肖、谭璞 灵川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8 微课制作 可爱小章鱼 
李静、苏春燕、黄萍、杨其

清 
许宜本、邱亿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09 微课制作 眼镜里的大世界 黄雨棋 谢威、关建萍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110 微课制作 幼儿手工制作《可爱的小螃蟹》 刘家琪 陆潇原、杨珊 广西华侨学校 

111 移动 APP 教学应用 
基于天天练APP的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法

教学 
冉鑫、黄雪萍、黎晓琪 刘宝 广西民族大学 

112 移动 APP 教学应用 扫图说“画”开发与应用 
唐艳灵、朱博文、朱竟成、

黄子成、向丽华 
朱艺华、陆丽娟 广西师范大学 

113 移动 APP 教学应用 当马克思遇上 UMU 
严佩珍、肖家霞、朱明燕、

程瑜 
吴兰岸 南宁师范大学 

114 移动 APP 教学应用 He was in the kitchen. 林清秀、李惠惠、陈秋燕 左慧芬、胡兆欣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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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学校 

115 移动 APP 教学应用 美丽的小鱼 陈继梅、邹洁莹、方凤 杨炼里、陈斌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116 幼教数字故事 圣诞火鸡传奇 赵尉辰、龚圣媛、廖惠莲 连智平 广西师范大学 

117 幼教数字故事 淘气的小猪 潘中带 廖倩、韦小铃 北部湾大学 

118 幼教数字故事 对陌生人说不 周丽柔、谢植金 廖倩、韦小铃 北部湾大学 

119 幼教数字故事 壮族三月三的传说 梁琳、陈婵、王婷 陆灵明 玉林师范学院 

120 幼教数字故事 掉进书里的僵小鱼 吕鹤冰 廖倩、韦小铃 北部湾大学 

121 幼教数字故事 贪吃的皇帝 李念泽、刘赐英 廖倩、韦小铃 北部湾大学 

122 幼教数字故事 不要轻信陌生人 陈丽萍 廖倩、韦小铃 北部湾大学 

123 幼教数字故事 小马过河 陈英夏、李诗婷 黄永吉、韦小铃 北部湾大学 

124 幼教数字故事 青蛙妈妈找小蝌蚪 宁洪艳、覃静娴 侯英、唐红艳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5 幼教数字故事 妈妈发火了 杨湘琳、褚盛梅、王美娟 杨诠、李惠芳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6 幼教数字故事 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钟鑫、梁菁荷 李惠芳、杨诠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7 幼教数字故事 失落的一角 陈兴菊、文世英 韦新梅、冯小兰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128 幼教数字故事 鼹鼠的皮鞋车 邝积微、张小娇 赖绍珍、苏俭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129 幼教数字故事 饺子和汤圆 
江悦贤、李世香、杨佳丽、

莫婕婕 
阮玉立、梁丽萍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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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幼教数字故事 我喜欢自己 张微、黄小小、陈姿羽 施雯、苏荣娟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31 幼教数字故事 小乌龟找家 张森昌、谭冬华 张婷、包其玲 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32 幼教数字故事 小象找妈妈 杨康露、何荣允、庞小茵 蒙世云、蓝萍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33 幼教数字故事 猴子捞月 侯梁、陆彬彬 甘益仪、刘栋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134 幼教数字故事 小蜗牛飞上天 李景欣、郑冬敏 包其玲、曾俊荣 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35 幼教数字故事 雨中的小红伞 陈丁荧、韦海珍 张驰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136 幼教数字故事 好饿的小蛇 张裕琴、邓湘川 蒋紫娟、李柏良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137 幼教数字故事 骄傲的马 黄珊月、梁云爱、韦桂鸾 吴晓丹、苏小华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38 幼教数字故事 咕咚来了 韦彩拢、谢金婷、韦毅 韦富腾、吴丽琼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39 幼教数字故事 坐井观天 林曼丽、韦纵喜、蓝艳程 王燕归、何流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40 幼教数字故事 逞强的青蛙 黄海艳、李明霞、农丽婷 胡秋平、叶苡辰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141 幼教数字故事 两只笨狗熊 江梅花、杨梅 叶苡辰、胡秋平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142 幼教数字故事 小壁虎借尾巴 韦锦妃、李砚英 徐杨杰、陈日柱 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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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师范大学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北部湾大学 

玉林师范学院 

河池学院 

百色学院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轻工技师学院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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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