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八届师德主题征文及微视频征集活动获奖作品名单
幼儿园组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李观正 深圳市罗湖区云景梧桐培知幼儿园 无爱不教育 一等奖

2 蔡美君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欣悦欧景幼儿园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等奖

3 余智君 珠海市启源幼儿园 幼教之路，幸福满满 一等奖

4 林津谊 珠海市横琴中心幼儿园 教育，把“事故”变成了故事 一等奖

5 杨秀娟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盈富幼儿园 一路花香，只因心中有爱 一等奖

6 刘骏芳 梅州市梅县区实验幼儿园 他们本来就很美 一等奖

7 邹雪妙 惠州市机关第一幼儿园 议幼儿园师德师风的建设,铸师德之花 一等奖

8 谭润芳 东莞市望牛墩镇中心幼儿园 一园之长，重在责任担当 一等奖

9 李文森 湛江市第二幼儿园 我是一名幼儿男教师 一等奖

10 文火谏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第二幼儿园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用微笑对待工作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郑爱丽 广州市海珠区保利红棉幼儿园 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尊重 二等奖

2 饶娜云 广州市天河区骏景稚乐幼儿园 爱是激励，爱是唤醒 二等奖

3 吴铁贞 广州市增城区第一幼儿园 让爱滋养“低调”的孩子 二等奖

4 曾阿祉 珠海市香洲区唐家中心幼儿园 做孩子最真诚的朋友 二等奖

5 陈  华 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城幼儿园 无悔的选择 二等奖

6 林  苹 汕头市中山幼儿园 我与星儿有个故事 二等奖

7 邓群兰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沙头中心幼儿园 坚守立德树人，成就最美 二等奖

8 巫金秋 河源市源城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从心开始，用爱教育 二等奖

9 黄雪梅 东莞市塘厦镇中心幼儿园 用心教书，用爱育人 二等奖



10 汤艳娟 东莞市莞城第一幼儿园 我认真，我骄傲 二等奖

11 欧光文 东莞市石碣镇中心幼儿园 幼教之路 无悔选择 二等奖

12 谢小燕 江门市第一幼儿园 爱是教育的灵魂 二等奖

13 刘艳云 江门市鹤山市建委幼儿园 爱，让孩子喜欢我、信任我 二等奖

14 罗洪洁 阳江市第一幼儿园 点亮心中的那盏灯 二等奖

15 唐江文 湛江市第六幼儿园 我骄傲我是一名幼儿教师 二等奖

16 温洁珍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幼儿园 我们眼中的黄秀萍老师——永远知心的“大姐姐” 二等奖

17 刘少玲 潮州市兰英第一幼儿园 浅谈幼儿德育的有效途径 二等奖

18 罗泽娟 揭阳市普宁市第二幼儿园 做孩子的聆听者 二等奖

19 黄  丹 揭阳市揭西县坪上镇中心幼儿园 遇见你，遇见更好的自己——用“心”爱孩子 二等奖

20 刘锐卿 揭阳市揭西县龙潭镇中心幼儿园 幼有所育 师德为上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吴静萦 华南理工大学幼儿园 从一次美工区活动中看“教与学”的充分互动 三等奖

2 李  燕 广州市天河第三实验幼儿园 不忘初心，以爱育爱 三等奖

3 郑永梅 广州市番禺区直属机关幼儿园 不忘初心，幸福继续前进 三等奖

4 陈启利 珠海市香洲区蔚海幼儿园 用家的温馨陪伴美好童年，用爱的教育创造最佳开端 三等奖

5 郑晓烨 珠海市桃园幼儿园 四季之歌——我和孩子的故事 三等奖

6 李结华 珠海市斗门区第一幼儿园 怀揣匠心精神，做专业的园丁 三等奖

7 廖瑞园 珠海市唐家湾共乐幼儿园 用妈妈的角色去诠释师德 三等奖

8 张晓明 珠海市横琴中心幼儿园 不忘初心，绽放精彩 三等奖

9 纪俊玲 汕头经济特区中心幼儿园幼教集团 做幸福的彩烛 三等奖

10 吴  玲 汕头经济特区中心幼儿园幼教集团 在“三维”互动中锻造师德 三等奖

11 黄丽珍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湖涌幼儿园 用爱践行 润泽童心 三等奖

12 关绮娴 佛山市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心中有爱，所以会好 三等奖

13 区艳婷 佛山市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她是一名幼儿教师 三等奖

14 陈春霞 韶关市始兴县罗坝镇中心幼儿园 爱是幼儿教师最美的语言 三等奖



15 林  静 河源市东源县第二幼儿园 春华秋实，引于耕耘 三等奖

16 练海燕 惠州市机关幼儿园 我在教研组的那些事 三等奖

17 黄丽嘉 惠州市惠城区金山湖花园第一幼儿园 立德树人，陪伴成长 三等奖

18 欧阳园园 东莞市樟木头镇蓓蕾幼儿园 平凡岗位铸师魂 风雨兼程潜育人 三等奖

19 陈斯斯 东莞市长安镇第二幼儿园 做幸福幼教人 三等奖

20 陈淑贞 东莞市厚街镇涌口幼儿园 畅享师德建设“三部曲” 三等奖

21 林丽红 东莞市塘厦镇中心幼儿园 每个天使都是值得爱的 三等奖

22 铁梦婷 中山市南区精彩童年幼儿园 让师德在平凡中闪光 三等奖

23 白伟杏 中山市小榄镇第三幼儿园 我是幸福的守望者 三等奖

24 黄剑楠 江门市教育第一幼儿园 教育如雕塑 三等奖

25 李子娟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幼儿园 走进孩子 快乐成长 三等奖

26 谢美琦 清远市实验幼儿园 阳光正好，静待花开 三等奖

27 盘爱兴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中心幼儿园 用爱养育，以爱换爱 三等奖

28 李思英 清远市连州市第一幼儿园 爱是教师最美的奉献 三等奖

29 杨晓虹 潮州市兰英第一幼儿园 胸怀大爱 孜孜不倦 三等奖

30 梁雪梅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第三幼儿园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三等奖



小学组征文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屈  瑛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小学 师德建设的“五驾马车” 一等奖

2 郭  慧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潭山小学 倾注心血为教育，谱写爱乐为树人 一等奖

3 赵丹丹 深圳市元平特殊教育学校 特教梦 一等奖

4 温  蓉 珠海市香洲区甄贤小学 不为“光环”遮双眼，学霸也需要被关注——另类学霸，别样成长 一等奖

5 袁  琳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惠州大亚湾第二小学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我的为师之道 一等奖

6 谭映雪 江门市台山市台城第三小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一等奖

7 易秀清 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范 一等奖

8 蔡玲玲 潮州市湘桥区城西中心小学 与道德结伴同行 一等奖

9 李壮伟 潮州市潮安区沙溪镇下西林小学 立德树人 岁月芳华 一等奖

10 江伟容 云浮市郁南县宋桂镇中心小学 情倾教坛立师德，青春无悔育桃李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文  冰 广州市荔湾区康迪学校 深其深，浅其浅，做快乐特教人 二等奖

2 张  萍 暨南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爱的回音壁 二等奖

3 胡碧云 广州市天河区前进小学 “痴线大师” 二等奖

4 周丽华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前锋小学 九尾草也能点缀春天 二等奖

5 张  玲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 一切源于爱 二等奖

6 丘艳荣 梅州市蕉岭县长潭镇上村小学 开出朵朵雪绒花——人生导师程小鸥 二等奖

7 江润浓 惠州市河南岸中心小学 唤醒天使，创造奇迹 二等奖

8
黄少华
黄辉胜

惠州市特殊学校 雷锋精神铸师魂，修德育人守初心 二等奖

9 李翠莲 惠州市实验中学附属学校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谈教师传道之道 二等奖

10 黄铁霞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惠州大亚湾小学 教育教学小故事中的大哲理 二等奖

11 刘婉华 东莞市莞城中心小学分校 立德树人路，几度夕阳红 二等奖

12 张  严 东莞市望牛墩镇中心小学 一棵树的故事 二等奖



13 周敬川 江门市新会圭峰小学 方圆有致,潜心育人 二等奖

14 敖惠娇 阳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冈镇中心小学 初心铸师魂 德高香桃李 二等奖

15 庞晓梅 湛江市第七小学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他 二等奖

16 谭芋君 湛江市霞山区培智学校 丹心献特教，爱心扶幼苗 二等奖

17 邓明均 茂名市桥南小学 和风细雨育春苗 二等奖

18 郑佳倪 潮州市湘桥区昌黎路小学 只愿一生育桃李 不问辛苦为谁忙 二等奖

19 蓝俊鹏 揭阳市普宁市赤岗镇赤岗山小学 心无旁骛 甘守三尺讲台 二等奖

20 蔡伟军 揭阳市揭西县龙潭镇龙文学校 米兰花香深山处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孔德铨 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小学 最美的白布鞋 三等奖

2 杨丽梅 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小学 让孩子的心理内力真正觉醒 三等奖

3 刘成燕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第二小学 用爱谱写教育的芳华 三等奖

4 黄友强 深圳市盐田区盐港小学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的“书信德育模式”初探 三等奖

5 曾功熙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六约学校 读古之圣贤 做新时代“四有”教师 三等奖

6 潘恒磊 深圳市光明区楼村小学 立德树人“四行”谈 三等奖

7 李  雪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 我像雪花天上来，甘为桃李沁芬芳 三等奖

8 林雪云 珠海市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我的教育故事 三等奖

9 何瑞妮 珠海市三灶镇中心小学 以生为本，是教育的诗和远方 三等奖

10 姜月红 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城小学 一堂“臭”课 三等奖

11 张华兵 珠海市高新区金鼎第一小学 甘守三尺讲台 品味教育快乐 三等奖

12 杨曾鑫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沟湖学校 平凡的人，美丽的心 三等奖

13 刘钦钦 韶关市新丰县第三小学 用真情和智慧享受教育 三等奖

14 欧清凤 韶关市武江区西联小学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三等奖

15 罗彩如 梅州市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 为了明天的太阳灿烂升起 三等奖

16 马游花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南实验学校 立德树人，师爱相伴 三等奖

17 林宝玲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霞涌第一小学 从“心”开始，扬帆起航 三等奖

18 颜圣柳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南实验学校 挑灯照亮学生成长之路 三等奖



19 江思敏 东莞市常平镇第一小学 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三等奖

20 卢欣瑜 东莞市道滘镇小河小学 做一名幸福的“老师妈妈”——教育路上，我与一群孩子的修行故事 三等奖

21 陈小眉 湛江市第三十三小学 三尺讲台，四季人生——我用爱感化“四季生” 三等奖

22 劳晓兰 茂名市福华小学 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 三等奖

23 郑思嘉 潮州市实验学校 洒向教坛总是爱——记我的师长洪娟娟老师 三等奖

24 邱  秀 潮州市湘桥区集德启智学校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砥砺前行二十载，不忘初心再出发 三等奖

25 柯妙虹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大埕小学 以德为源 三等奖

26 郑壁珊 潮州市潮安区赤凤镇松水小学 我愿化身红烛守山区 三等奖

27 杨  静 潮州市潮安区沙溪镇刘畔小学 师者之路，师德先行 三等奖

28 黄少丽 揭阳市惠来县青山青坑小学 耿耿园丁意、拳拳育人心  身于深山处、孕育兰花香 三等奖

29 范志学 云浮市郁南县河口镇中心小学 秉承师道，弘扬师德 三等奖

30 林友杏 云浮市云安区镇安镇中心小学 一碗面——以爱以信，立德树人 三等奖



中学组征文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付思婷 广州市增城区第一中学 静守讲台，不辱使命 一等奖

2 黄泽娜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学校 爱要留一半 一等奖

3 郑文佳 珠海市红旗中学 养鱼 一等奖

4 陈夏雯 广东汕头华侨中学 当好学生的“引路人”——浅谈如何做一名“四有”好班主任 一等奖

5 侯名扬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守红线，立高标，正己树人彰师德 一等奖

6 王怀伟 汕尾市海丰县赤坑中学 春风化雨，用爱去教化学生 一等奖

7 龙月媚 茂名市官山学校 流转的菊香 一等奖

8 彭家玲 茂名市育才学校 庭前翠竹衍万代 一等奖

9 李  斐 潮州市潮安区龙湖中学 心向高山景行，梦当桃李成林 一等奖

10 朱卫娴 揭阳市揭西县棉湖第二中学 一切源于爱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初  丹 广州市番禺中学 做个兢兢业业的教育人 二等奖

2 李启柱 广州市113中学 宽严有度 因人而异——浅谈中学生批评教育的策略 二等奖

3 周亚华 深圳外国语学校（龙华）高中部 我愿是一只风筝 二等奖

4 徐晓花 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二等奖

5 陈丽桃 佛山市荣山中学 风雨无阻来接你——记我在普格支教的日子 二等奖

6 吴敏婷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和中学 给孩子一片天空，还我们无尽精彩 二等奖

7 何燕珍 河源市正德中学 师如荷莲 品高行廉 二等奖

8 张开贤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 二等奖

9 徐建明 惠州市惠东县大岭中心学校 铃兰花香弥漫山野——记惠东县首届班级管理模范班班主任陈慧玲老师 二等奖

10 刘利玲 东莞市松山湖实验中学 平凡中追求卓越——记松山湖实验中学万飞校长 二等奖

11 肖  山 东莞市厚街湖景中学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特殊学生的特殊教育 二等奖

12 戴  嫱 中山市西区初级中学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二等奖



13 陈  东 广东两阳中学 “女神”，我爱你们！ 二等奖

14 许北光 阳江市阳西县上洋中学 不忘初衷，扎根树人 二等奖

15 陈小花 湛江市第七中学 教育是场暗恋 二等奖

16 李梅芬 湛江市坡头区第一中学 先生 二等奖

17 卢胜友 茂名市高州市第四中学 师爱无垠，师导有方 二等奖

18 陈佳娜 揭阳市榕城区仙桥街道办事处紫贤中学 用心坚守三尺讲台 二等奖

19 王跃旋 揭阳市普宁陈宝文学校 师德，爱也 二等奖

20 刘石磊 云浮市新兴县田家炳中学 谈教师如何做到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王思颖 广州市南海中学 随时播种，香花弥漫 三等奖

2 詹玮宜 广州市第四中学 幸好，我们彼此都没有放弃 三等奖

3 曾伟良 深圳市新华中学 一载援疆行，一生高原情 三等奖

4 赵而庆 深圳市罗湖区深圳中学 从教二十年感怀诗 三等奖

5 文  戡 深圳市大望学校 身为教最美，知行不可分 三等奖

6 马  跃 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 一只小猴子的成长 三等奖

7 胡智源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中海怡翠学校 做有爱的老师，爱学生，爱自己 三等奖

8 熊光祥 珠海市实验中学 高中化学教学中的育人之道 三等奖

9 王淑霞 广东汕头华侨中学 心之所向，梦之所牵——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学生“引路人” 三等奖

10 李  欣 汕头市第一中学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关于教师角色定位之我见 三等奖

11 吴  虞 广东北江中学 当青春遇上我，我定让花开灿烂 三等奖

12 黄爱华 河源市源城区东埔中学 别让坏习惯成为孩子一生赎不了的罪 三等奖

13 江云秀 河源市源城区啸仙中学 背影 三等奖

14 陈纪昌 梅州市蕉岭县华侨中学 为师莫做匠 三等奖

15 张瑞芬 汕尾市陆丰市金厢中学 爱的守望，让生命安然成长 三等奖

16 李  轶 汕尾市陆河县河田中学 中国梦，我们的梦 三等奖

17 罗见红 东莞市万江中学 照亮心里的一米阳光 三等奖



18 徐  岚 东莞市松山湖实验中学 我愿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三等奖

19 何凤英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灵魂的工程师 三等奖

20 李金宣 台山市台师高级中学 高尚师德的认知与表现 三等奖

21 罗妙嫦 江门市开平市开侨中学 芝兰得气一庭秀 桃李成荫四海春 三等奖

22 黄雪婷 阳江市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学校 常怀四心，传道施爱 三等奖

23 何泽伟 湛江市特殊教育学校 仰望星空 特教铸魂——我的特殊教育心路历程 三等奖

24 黄润弟 湛江市坡头第二中学 遇见你，我们一起成长 三等奖

25 周聪宵 茂名市博雅中学 与“后进生”成长，静待花开 三等奖

26 宋  旭 潮州市高级中学 为师授万物，以德渡四时 三等奖

27 吴奕玲 潮州市湘桥区城西中学 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 三等奖

28 彭碧湘 揭阳市揭西县纪达中学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三等奖

29 詹健伟 揭阳市惠来县第一中学 把班级工作做到学生的心坎上 三等奖

30 周婉钰 云浮市邓发纪念中学 “我”班主任说 三等奖



中职组征文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张  宇 广东省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校 让自己成为一名无悔的引路人 一等奖

2 温颖文 星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为你打开审视世界的积极方式——教育来自与学生地位对等谈话 一等奖

3 黄巡子 广东省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为师者，应如蒲公英... 一等奖

4 张日威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用“四有”镜子正衣冠 做“四有”标准好教师——结合个人经历析“四有” 一等奖

5 罗茹静 梅州市梅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见物，见人，见道——从点滴小事中感悟教育幸福 一等奖

6 周  妍 惠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建筑学校） 苔花如米亦芬芳，梦想花开致青春——青年教师师德修养之我感 一等奖

7 黄  玲 东莞理工学校 当语文教学与师德相遇 一等奖

8 吴倩贞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师爱无声 菥火相承 一等奖

9 廖意文 鹤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爱在左，情在右，让每一位中职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一等奖

10 陈力生 阳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大山的梦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王穗红 广州市贸易职业高级中学 三十载教师生涯，五十年人生春秋 二等奖

2 周  萍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有志者奋斗无悔 青春更显光彩 二等奖

3 宋燕娜 广东省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德至重 二等奖

4 叶敏怡 广东省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一片冰心在“教坛” 二等奖

5 曹景屏 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立德树人“三”用心——那些我与“174”的故事 二等奖

6 李焕珍 广州市从化区高级技工学校 工作着是美丽的——我的微信日记摘录 二等奖

7 李海霖 深圳市行知职业技术学校 青灯古卷立师德 二等奖

8 黄  臻 深圳市宝安职业教育集团第一校区 海边的风车 二等奖

9 以慧文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不负芳华，无问西东 二等奖

10 邱燕群 珠海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板凳甘坐十年冷，一颗纤尘不染心——追忆我的外爷陈镜钊先生 二等奖

11 叶  俊 珠海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为人师表的“三重修炼” 二等奖

12 武青帅 佛山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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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13 何韶兴 韶关市浈江中等职业学校 中职老师的辛与幸 二等奖



14 何小真 惠州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带着梦想，在教师的讲台发光 二等奖

15 叶翠萍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夜空中最亮的星 二等奖

16 黄秀玲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不忘初心，逐梦前行 二等奖

17 张卫涛 中山市坦洲理工学校 仰望师德，守望师魂 二等奖

18 欧阳丽芬 阳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愿辛勤耕耘，许春色满园 二等奖

19 何向东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辛勤耕耘三分责任田 做接地气的教师 二等奖

20 黄岱霞 揭西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爱与坚守，我的平凡教师梦——记我二十二年从教经历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曹小华 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 润物无声，我愿成为那支“成灰泪始干”的蜡烛 三等奖

2 刘俊怡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 三等奖

3 曾丽智 广东省食品药品专业技术学校 暖阳润弱苗，活水清奴心——中职学生德育教育的点点滴滴 三等奖

4 谷海玲 广东省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与爱同行，潜心立德照亮前行之路 三等奖

5 戴继芹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高原铸师魂，共绘教育蓝图——在西藏林芝教书的60天 三等奖

6 李馥智 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陪伴——班级管理的良方 三等奖

7 陈瑾香 广州市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一片冰心在玉壶 三等奖

8 刘益畅 汕头市澄海职业技术学校 立德树人，关注学生综合素养发展 三等奖

9 朱慧兰 汕头市潮阳区职业技术学校 立德树人 三心铸魂 三等奖

10 易朝东 佛山市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破蛹成蝶飞天舞，终有时——谈谈师德师风对学生成长的影响 三等奖

11 刘翠娥 韶关市曲江职业技术学校 小爱细微 架构沟通的桥梁 三等奖

12 廖益红 翁源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 三等奖

13 邓秀琼 河源市卫生学校 用心谱写爱的赞歌 三等奖

14 章盼伟 梅州市梅县区第一职业学校 丑小鸭也可以变成白天鹅 三等奖

15 郑夏平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我”想有个家 三等奖

16 林嘉慧 惠东县惠东职业中学 为你，我愿努力变优秀 三等奖

17 陈望哲 东莞市商业学校 做一束柔光 三等奖

18 谢卫平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用星星之火点燃职教之光 三等奖

19 王旭丽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甘守平凡，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陪伴者 三等奖



20 高会斌 东莞市商业学校 为师最怕负师名 三等奖

21 苏瑞冰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8年教师节，我许了一个愿 三等奖

22 梁天佳 鹤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我用青春汗水，书写育人故事 三等奖

23 胡秀娟 江门市荷塘职业技术学校 春风化雨，逆光飞行 三等奖

24 张欢荣 阳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呕心沥血铸职教师魂 三等奖

25 张  坚 阳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幸福，源自爱与责任 三等奖

26 张婉辉 揭阳市产业园龙尾职业技术学校 为师者，当全力以赴 三等奖

27 黄东生 揭阳市空港区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静待花开 三等奖

28 任春华 揭阳市揭东区玉湖职业技术学校 诚心修德 潜心育人——记忆深处的老师 三等奖

29 梁红英 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 心暖花开，书香致远 三等奖

30 陈美英 新兴县职业教育中心 有爱，就有感动 三等奖



高职高专组征文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宾婕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师传千古，德育天地 一等奖

2 曾炫云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从科大到开大 一等奖

3 江  琴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感悟“师道”——帮助学生“找寻自己” 一等奖

4 贺文锦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追随 一等奖

5 黄宇飞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风雨无阻 砥砺前行——记2018数学建模培训与竞赛及广航院建模教师
团队

一等奖

6 赖志聪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径途尽是欢笑 一等奖

7 吴  罡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学生教我做“四有”好教师 一等奖

8 李  华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这辈子做个“四有”优秀教师 一等奖

9 刘  豫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荷塘随想——清华精神里的浸润 一等奖

10 李勇辉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师德师风影响校园文化的结构方程实证研究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胡  冰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时代责任 二等奖

2 尤玉钿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扬工匠之精神，立树人之美德 二等奖

3 郑晓绵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践行“工匠精神”，成就“四有”良师 二等奖

4 陈  淼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自媒体，教师立德修身的一面镜子 二等奖

5 邵引印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我们，辅导员 二等奖

6 叶世慧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师与生之间的摆渡 二等奖

7 汤  艳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亦师亦友，共同成长 二等奖

8 孟  彩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以生命影响生命，三戒三要勤修身 二等奖

9 叶惠美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感恩吾师 传承师德 二等奖

10 黄玉君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守望初心，世济其美 二等奖

11 吴延晴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你沉默如星，寂静而明亮 二等奖



12 乔伟丽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用爱守候，静待花开 二等奖

13 邓永红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遇见 二等奖

14 冯幸兰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用爱打开学生的心灵窗户 二等奖

15 曾丽英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师德师风——老师，你公平了吗？ 二等奖

16 薛广禄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的“四重”修炼 二等奖

17 龙瑞兰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微时代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模式的立体构建 二等奖

18 张梅娟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在“真知•真信•真行”间践行一名思政教师的师德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崔  聿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四个统一” 三等奖

2 张昆鹏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以师德之力，塑前行榜样 三等奖

3 谌亮军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一句话 几多情 三等奖

4 黄昊晶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教师之法和育人之德——致我的十五年教学生涯 三等奖

5 李小花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但知行好事，定要问前程 三等奖

6 赵翠芳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三等奖

7 郑宇丹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孜孜不倦习业 拳拳赤诚育人 三等奖

8
高  燕
冯冰清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初心不改园丁意，冰清玉洁育人心——记基础教育学院冯冰清副教授 三等奖

9 韩晓华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春风化雨、巾帼扬帆——三八红旗先进集体教育事迹纪要 三等奖

10 刘  玲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我愿成为一束光 为你引路指方向 三等奖

11 詹雪梅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三等奖

12 徐  蕊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抛开尘世浮华，不忘教育情怀 三等奖

13 王兆熊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温暖·温情·温心——做一个有温度的老师 三等奖

14 郭伟欣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在历史进程中筑梦，让薪火永相传 三等奖

15
王  福
程榕钧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语言服务类项目组的故事 三等奖

16 张丽君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 三等奖

17 王利民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生如璞玉，熏陶渐染，琢以大成 三等奖



18 邓晶晶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心向阳光，躬身育人 三等奖

19 王  婕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做一名自己满意学生满意的好老师 三等奖

20 喻江玲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修身养德 做好新时代大学生的“引路人” 三等奖

21 杨  婷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杨老师正青春 三等奖

22 宋晓清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用心陪伴，为爱前行”——记软件学院辅导员张雅静老师 三等奖

23 陆芸婷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为人师表,不忘初心——记信息技术研究所科研团队 三等奖

24 吉  洁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德爱法能，彰显教师风采 三等奖

25 张靖嫔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双德”师者，细润桃李 三等奖

26 钟晓璇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以爱为本，以笔谈心 三等奖

27 王  磊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培养家国情怀,潜心立德树人 三等奖

28 郭飞羽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当“90后”教师遇上“95后”学生，如何表达师爱？ 三等奖

29 彭秀林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一个高职外语教师的情怀 三等奖

30 陈晓燕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职院校师德建设实效性的研究 三等奖

31 郑夏平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沟通，一座能带给人幸福的桥梁 三等奖

32 陈  林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师德之歌 三等奖



高校本科组征文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程夏敏 华南农业大学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布衣院士”卢永根的无言大爱 一等奖

2 林春大 岭南师范学院 立德树人视角下岭师三十年援藏路与师德厚植路径研究 一等奖

3 张  科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三全育人”视域下隐性教育资源挖掘的新思考 一等奖

4 白东艳 广州中医药大学 弘扬科学道德教育，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一等奖

5 黄  耀 惠州学院 教育是不放弃的爱 一等奖

6 张鸿梅 广东培正学院 涓涓细流汇长河 萤萤烛火耀师德——一个教学团队的素描 一等奖

7 聂秋红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The Best Luck One Can Have Is to Have a Good Teacher
（人生最幸运的事是遇到一名好老师）

一等奖

8 赵  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艰难绝阻之缘，成汝人生之果——致新生 一等奖

9 王心悦 深圳大学 我的研途 四季如歌 一等奖

10 刘鸿吉 深圳大学 为科研事业鞠躬尽瘁——缅怀恩师牛憨笨院士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陈洁瑜 南方医科大学 医者仁心，春风化雨——记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罗仁教授 二等奖

2 黄  瑶 南方医科大学 罗深秋：上课是一门艺术，学生是永远的牵挂 二等奖

3 游  莹 广东海洋大学 弘烛炬之明辉，沐桃李以修德——关于自身师德培养的二三认识 二等奖

4 邓来胜 岭南师范学院 门环上的百合花 二等奖

5 刘茉琳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春风化雨，无问西东——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二等奖

6 刁惠婷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用心育人，静待花开 二等奖

7 贾未舟 广东财经大学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与广东财经大学金兰细读会 一等奖

8 李玉贤 广东财经大学 “严”传与“深”教 二等奖

9 蔡  妍 广州体育学院 强党性，在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中铸师德——一名新入职辅导员的成长 二等奖

10 黄燕平 广州航海学院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新时代师德建设之我见 二等奖

11 黄  健 广州中医药大学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梁雪芳主任教书育人事迹 二等奖

12 江春儒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做新时代有温度、有高度、有力度好教师 二等奖



13 李卫宁 华南理工大学 三尺讲台，师者匠心——记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蓝海林教授 二等奖

14 刘思广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信仰行路人：明道·信道·传道 二等奖

15 谢广桓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辅导员该给学生一杯什么样的“水” 二等奖

16 王秀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生命陨落 光芒永存——忆徐友光老师 二等奖

17 吕  诗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一名高校辅导员真实的动态画像 二等奖

18 吴文宙 深圳大学 引路之人——我的导师肖海涛教授 二等奖

19 张翠桔 深圳大学 引路学术，立德树人，研途桃李春风——我的导师陈雪梅、莫蓓莘 二等奖

20 陈旭华 五邑大学 把对学生的这份爱捧在手心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黄  瑶 南方医科大学 杨杏芬：钟情公卫事业 卅载初心未改 三等奖

2 何  懿 南方医科大学 我和导师的“十一年” 三等奖

3 周永煌 韩山师范学院 加强师德修养 提高育人水平——论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性 三等奖

4 许美娟 韩山师范学院 甘守三尺讲台，争做“四有”老师 三等奖

5 伍时杰 广州体育学院 秉承师德 立德树人 三等奖

6 张  威 广州体育学院 浅谈高校师德建设 三等奖

7 杜丹婷 广州美术学院 践行美育使命，探求教育真谛——跨界型戏剧教师王意迦与她的“伦理剧场” 三等奖

8 于龙飞 广州航海学院 师德教育下的“轮机学习一条龙”——新形势下文理兼容式工科教学实践纪实 三等奖

9 杨火枚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以“四心”让彼此心心相印 三等奖

10 戴俊威 韶关学院 高校教师立德树人要做到的四个方面 三等奖

11
陈  席
王东旭

暨南大学 也谈师德与师风 三等奖

12 燕维英 华南理工大学 道德文章励后人 永远的师表——冯秉铨先生 三等奖

13 鲁忠臣 华南理工大学 一生专注一件事：坚定的工训“心” 三等奖

14 郑立贤 华南理工大学 我眼中的三种师德观 三等奖

15 徐淑芳 华南理工大学 师德的力量 三等奖

16
杨新荣
黎超

广东白云学院 “教师人格”及其塑造 三等奖

17 官千翔 广东培正学院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漫谈师德的三个境界 三等奖

18 伍晓莉 广东科技学院 我是母亲，也是老师 三等奖



19 郑永涛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写给未来自己的教师信 三等奖

20 李红星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关于加强教师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三等奖

21
周肖树
刘  丽
路良刚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基于全程导学育人新模式的师德建设——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计算机学院为
例

三等奖

22 陈  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爱的福报 三等奖

23
史可可
冯国艳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何以谓师、如何为师、为师作甚 三等奖

24 孙  涵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大山深处 三等奖

25 史  娜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立德树人，以尊重学生为先 三等奖

26 莫  寰 广州大学 平凡但不平庸——教师的幸福 三等奖

27 刘莹莹 深圳大学 自爱铿然曳杖声——我的导师汪田霖 三等奖

28 陈翼翀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以心相传——记老年开放大学的老师们 三等奖

29 曾庆响 五邑大学 传道授业 修身树人 方为人师 三等奖

30 黄  骁 五邑大学 大学教师之“和” 三等奖



微视频获奖作品名单

中小幼组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作者 等级

1 有声与无声 广州市绿翠现代实验学校 广州市绿翠现代实验学校 一等奖

2 花海的守望者 东莞市东坑丽晶小学 余思琳 一等奖

3 最美妈妈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附小
严晓春、张雄记、李瑞琴、张太禄、张健、尚秋竹、严
晓春、张孝平、林超、邓邦、欧创燃、唐韵清

二等奖

4 九尾草也能点缀春天 广州市石碁镇前锋小学 周丽华 二等奖

5 无声的舞姿 汕头市聋哑学校 陈弘洲 二等奖

6 春华秋实二十载，行为世范一辈子 清远市佛冈县振兴小学 范光明 二等奖

7 书·信 深圳市光明区东周小学 王莉 三等奖

8 援疆女教师——童兰芬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钱小容 三等奖

9 爱的力量 汕尾市城区捷胜镇中心小学 林秋燕、何循奎 三等奖

10 孩王的幸福 中山市圣狮小学 王中美 三等奖

11 特别的梦想 阳江市阳西县特殊教育学校 李童落 三等奖

12 平凡的坚守 阳春市实验小学 杨秋映、张国新、刘海雁 三等奖

高职高专组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作者 等级

1 第一件校服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 时间对白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齐霞、周静茹、金琳、田加知、王松洋、张英特、贾甲
麟、余君龙、林岚、曾郁

一等奖

3 余博士的一天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曾忆安、林昭绚、李飞龙、薛阳 二等奖

4 师道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罗羽婧、唐雄、周莹莹、林伟杰、席铖炜 二等奖

5 德艺双馨，桃李芳华 管春玲老师宣传片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刘琼、阿锋、王晓清 二等奖



6 等号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徐家伟、邓家平 二等奖

7 我的职业幸福感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李露娜 三等奖

8 德馨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刘喜民 三等奖

9 立足岗位 践行师德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陈茂 三等奖

10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杨珩 三等奖

11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卢仙凤、杜健、张朝华、敖飞扬 三等奖

12 张方阳老师的风采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张方阳 三等奖

高校本科组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作者 等级

1 古稀之年 不忘初心 广东海洋大学 杜春国 一等奖

2 礼物 广州大学 刘强、李云宁 一等奖

3 不忘讲台初心，方得师道始终 南方医科大学 朱钦文 二等奖

4 中医脑病开拓者——刘茂才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 黄燕、王立新、华荣、刘文琛、孔抒帆 二等奖

5 教学质量十佳教师——周军 肇庆学院 肇庆学院 二等奖

6 三尺讲台——塑造我的学生的艺术 暨南大学 张世君、林文旭、林倚竹、陈嘉健、章善洋 二等奖

7 扎根粤西十数载、勤教力学传师道 岭南师范学院 岭南师范学院工会 三等奖

8 为人师表 立德树人 韩山师范学院 陈福刁 三等奖

9 普通的平凡 平凡中的伟大 广东药科大学
刘红秀、冯博华、林锐佳、戴家卫、成玉婷、余志威、
段政

三等奖

10 大爱吾疆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房亚兴、梁海华 三等奖

11 树德育人·段淳林 华南理工大学 段淳林 三等奖

12 你的成长，乃我之所求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邓安康、郭蔚童、杨芷茵 三等奖



第八届师德主题征文及微视频征集活动
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1 广州市教育局

2 深圳市教育局

3 珠海市教育局

4 汕头市教育局

5 汕尾市教育局

6 东莞市教育局

7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8 茂名市教育局

9 清远市教育局

10 揭阳市教育局

11 广东药科大学

12 广州体育学院

1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4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5 华南理工大学

16 广东白云学院

17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18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