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汉语言文学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张怡帆 韶关学院 《孔乙己》 一等奖 惠转宁、刘大伟 

林梁成 华南师范大学 《端午的鸭蛋》 一等奖 周小蓬 

李思思 华南师范大学 《望江南》 一等奖 周小蓬 

王雯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春》 二等奖 石了英、孙琪 

李  爽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沁园春·雪》 二等奖 余新明 

王艳霞 广州大学 《饮酒》（其五） 二等奖 林晖 

张  莹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孔乙己》 二等奖 朱华英 

李梦霞 岭南师范学院 《我的老师》 二等奖 陈斐 

刘映秀 韩山师范学院 《爸爸的花儿落了》 三等奖 吴子兴 

罗晓纯 韩山师范学院 《再塑生命》 三等奖 罗小娟 

陈颖婧 深圳大学 《老王》 三等奖 郭琦 

刘喜平 嘉应学院 《邹忌讽齐王纳谏》 三等奖 刘义民 

蒙金研 广州大学 《蒹葭》 三等奖 温小军 

房晓华 肇庆学院 《爸爸的花儿落了》 三等奖 张世晶 

张  静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林黛玉进贾府》 三等奖 朱华英 

黄惠颖 嘉应学院 《祝福》 三等奖 古晓君 

杨  珂 惠州学院 《钱塘湖春行》 三等奖 欧治华 

 

 

 

 

 

 

 

 

 

 

 

 

 

 

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数学专业） 



参赛者

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蔡晓纯 华南师范大学 正弦定理 一等奖 何小亚 

黄靖怡 广州大学 等差数列的前 n 项和 一等奖 汤志娜 

朱黛娜 惠州学院 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 一等奖 陈益智、李鹏

汤燕玲 肇庆学院 勾股定理 一等奖 王传利 

钟庆欣 肇庆学院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一等奖 王传利 

陈珠珠 肇庆学院 
二元一次不等式（组）与平

面区域 
二等奖 王传利 

张慧慧 岭南师范学院 
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像

（一） 
二等奖 陈美英、李晓培

陈婷婷 嘉应学院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二等奖 侯新华、陈星荣

曹嘉芮 华南师范大学 曲线与方程 二等奖 苏洪雨 

梁嘉琪 嘉应学院 空间几何体的三视图 二等奖 侯新华、陈星荣

蔡宏志 华南师范大学 证明：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二等奖 姚静 

郭潼欣 韩山师范学院 三角形全等的判定 二等奖 张磊、欧阳伟华

杨静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代入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

程组 
二等奖 王爱珍 

丘学怡 惠州学院 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 三等奖 潘庆年、李鹏

庞健瑕 岭南师范学院 两点间的距离 三等奖 刘小松、李晓培

苏丽丽 肇庆学院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三等奖 王传利 

张楚滨 韶关学院 等比数列的前 n 项和 三等奖 罗静、官运和

潘晓琳 五邑大学 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 三等奖 盛业青、王喜建

陈惠文 韩山师范学院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三等奖 欧慧谋、肖红

罗珊 韶关学院 圆的一般方程 三等奖 罗静、官运和

吴月连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二项式定理 三等奖 车冠贤 

翟志宏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证明：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三等奖 马迎秋、刘思圆

杨洁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弧长与扇形面积 三等奖 张冰、梁海华

尹佩芬 华南师范大学 勾股定理 三等奖 谢明初 

何思媚 嘉应学院 探索与表达规律 三等奖 侯新华、陈星荣

汪周 惠州学院 
代入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

组 
三等奖 沈威 

 

 

 

 

 

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外语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吴嘉慧 华南师范大学 A Walk in Your Shoes 一等奖 黄丽燕 

雷小燕 华南师范大学  Ian Kierman 一等奖 徐曼菲 

张中原 华南师范大学 Coco Chanel 一等奖 刘晓斌 

蔡映婷 深圳大学  Ian Kierman 一等奖 陈锫 

霍晓榕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Ian Kierman 二等奖 朱凡希 

韩一静 深圳大学 A Walk in Your Shoes 二等奖 陈锫 

张钰宇 华南师范大学 A Walk in Your Shoes 二等奖 莫咏仪 

伍诗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Coco Chanel 二等奖 龙艳 

刘洁纯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Coco Chanel 二等奖 郭珊珊 

黄玲玲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Work Hard, Play Hard? 二等奖 张彦琳 

何浇桐 岭南师范学院 Coco Chanel 三等奖 古永辉 

钟欣彤 深圳大学 Coco Chanel 三等奖 陈锫 

周慧欣 广州大学 Coco Chanel 三等奖 苏远连 

杨丽莉 韶关学院 Work Hard, Play Hard? 三等奖 吴红岩 

谭月明 嘉应学院 Coco Chanel 三等奖 刘红梅 

朱瑜雯 惠州学院 Ian Kierman 优胜奖 蒲云玲 

游华 五邑大学 Ian Kierman 优胜奖 周庭华 

石斯琳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A Walk in Your Shoes 优胜奖 张彦琳 

陈晓霞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Ian Kierman 优胜奖 谢赛 

黄滨侨 惠州学院 Coco Chanel 优胜奖 刘文洁 

倪铭 韩山师范学院 A Walk in Your Shoes 优胜奖 张丽彩 

叶凌霄 东莞理工学院 Coco Chanel 优胜奖 陈玉珍 

林超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Coco Chanel 优胜奖 李锋 

谢洁婷 肇庆学院 Coco Chanel 优胜奖 张玉微 

张堉玫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Coco Chanel 优胜奖 吴林 

林晓琪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A Walk in Your Shoes 优胜奖 谢贤春 

赖斯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Ian Kierman 优胜奖 吕琳琼 

 

 

 

 

 



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物理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叶永鹏 华南师范大学 共振 一等奖 张军朋、王笑君

赖  君 华南师范大学 动量定理 一等奖 李德安、王恬

林  蕊 华南师范大学 磁感应强度 一等奖 詹伟琴、许桂清

张远思 广州大学 稳度 一等奖 朱长明 

肖  楠 韩山师范学院 常用机构 二等奖 吴浚浩 郑泽浩

周仰芬 广州大学 光的偏振 二等奖 皮飞鹏 

何文婷 韩山师范学院 涡流、电磁阻尼和电磁驱动 二等奖 陈洪财 冯胜奇

丘晓蕾 华南师范大学 划时代的发现 二等奖 王恬、李德安

陈泽楷 肇庆学院 互感 二等奖 李晓霞、赵肇雄

李锡均 华南师范大学 涡流现象及其应用 三等奖 张军朋、王笑君

詹璐璐 华南师范大学 认识交变电流 三等奖 许桂清、詹伟琴

肖惠铃 韩山师范学院 光的偏振 三等奖 付淑英、郭艳青

林雪吟 肇庆学院 楞次定律 三等奖 赵肇雄、李晓霞

苏耀杰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探究安培力大小 三等奖 吴登平 

张佳纯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涡流现象及其应用 三等奖 房丽敏，林佩珠

陈满浩 惠州学院 探究安培力 三等奖 叶凡、冯硕 

张思鸿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自感现象 三等奖 吴登平 

谢  程 岭南师范学院 毛细现象 三等奖 张道清、刘晓莹

许  俊 广州大学 电磁波的发射和接收 三等奖 朱长明 

李钰婷 嘉应学院 电容器 三等奖 解世雄、杨伟志

 

 

 

 

 

 

 

 

 

 

 

 

 

 

 

 

 

 



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化学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范婉贞 华南师范大学 电解质 一等奖 肖常磊 

陈秋伶 华南师范大学 浓硫酸的特性 一等奖 罗秀玲 

蚁蓉 华南师范大学 亚铁和铁离子的转换 一等奖 罗秀玲 

尹文霞 华南师范大学 铁盐与亚铁盐 一等奖 肖常磊 

穆旗旗 韩山师范学院 
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

素 
一等奖 潘慧 

黄丽娴 华南师范大学 氨的性质 二等奖 肖常磊 

甘茵 广州大学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二等奖 艾小红 

罗欢 惠州学院 探究氯水的漂白成分 二等奖 
尹艺青 

廖芳丽 

何礼嫦 肇庆学院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 二等奖 
闫鹏 

陈志胜 

赵珮妍 岭南师范学院 金属钠与水反应 二等奖 刘一兵 

温友红 岭南师范学院 盐类水解 二等奖 刘一兵 

李焕生 华南师范大学 金属铁的冶炼 二等奖 肖常磊 

刘碧容 韶关学院 铁盐和亚铁盐的性质 二等奖 
曾懋华 

王小兵 

孔繁萍 肇庆学院 乙醇 三等奖 
陈志胜 

王赵志 

蔡玉瑜 韩山师范学院 酸与碱之间的反应 三等奖 林燕如 

朱彩燕 韶关学院 硝酸 三等奖 
曾懋华 

莫云燕 

方漫华 广州大学 乙醇 三等奖 艾小红 

马丹婷 惠州学院 酸碱与指示剂 三等奖 
廖芳丽 

尹艺青 

王喆 岭南师范学院 
溶解时的吸热或放热现

象 
三等奖 刘一兵 

黄碧君 广州大学 钠的化合物 三等奖 艾小红 

陈浩漫 韩山师范学院 
不同溶液对原电池构成的影

响 
三等奖 衷明华 

郑佳玲 嘉应学院 氧气 三等奖 黄敏文 

张焕英 嘉应学院 二氧化硫 三等奖 黄敏文 

陈清雲 肇庆学院 氢氧化铝 三等奖 
梁巧荣 

李妍 



 

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生物科学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赖爱玉 韩山师范学院 传粉和受精 一等奖 唐为萍、杨胜远

李嘉智 华南师范大学 生长素作用的两重性 一等奖 李娘辉、林正眉

肖海霞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细胞免疫 一等奖 胡继飞、张爱玲

谢宇佳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简单反射与复杂反射 一等奖 吴 杰、陈 超

林 霞 韩山师范学院 鱼的呼吸 一等奖 唐为萍、张振霞

吴桂珊 华南师范大学 探索酶的本质 一等奖 李德红、张铭光

马佳仪 韩山师范学院 能量流动的特点 二等奖 唐为萍、马瑞君

徐铭蔓 广州大学 自由水与结合水 二等奖 陈健辉、潘顺波

陈惠如 嘉应学院 有丝分裂—分裂期 二等奖 刁俊明、温茹淑

庞 苗 广州大学 基因对性状的控制 二等奖 陈健辉、陈学梅

林佳柔 韩山师范学院 骨、关节和肌肉的协调配合 二等奖 庄哲煌、唐为萍

林晓瑜 韶关学院 有丝分裂的后期和末期 二等奖 陈燕飞 

林凯纯 华南师范大学 建构种群增长模型的方法 二等奖 王瑞珍、周先叶

陈静恬 韩山师范学院 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 二等奖 唐为萍、庄哲煌

周宝莹 嘉应学院 减数分裂第一次分裂 二等奖 刘惠娜、黄勋和

吴晓芝 肇庆学院 分泌蛋白的合成和运输 三等奖 焦少珍、蔡树培

彭神玲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尿的形成 三等奖 胡继飞、谢 婕

李明凤 嘉应学院 
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一)遗

传信息的转录 
三等奖 温茹淑、刁俊明

巫月莹 韶关学院 酵母菌 三等奖 马丽霞 

陈悦敏 广州大学 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转录 三等奖 潘顺波、陈学梅

罗俊莹 岭南师范学院 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 三等奖 文 静、宛淑艳

吕 娟 惠州学院 动物在陆地上的运动方式 三等奖 吴小明、张 玮

李 彤 华南师范大学 基因、蛋白质与性状的关系 三等奖 李雪峰、高 峰

邬红花 惠州学院 基因突变 三等奖 吴小明、张 玮

郑少洁 韶关学院 蛋白质的形成及多样性 三等奖 马丽霞 

王二梦 韶关学院 动物的繁殖行为 三等奖 陈燕飞 

潘静文 岭南师范学院 遗传病的检测与预防 三等奖 文 静、宛淑艳

陈荣荣 岭南师范学院 鲁门-卡宾实验 三等奖 宛淑艳、文 静

王静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呼吸道对空气的处理 三等奖 谢 婕、胡继飞

陶 睿 惠州学院 遗传与环境 三等奖 吴小明、张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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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思想政治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郑晓婵 韩山师范学院 《意识的作用》 一等奖 陈伟和 

王美麟 华南师范大学 《让生命之花绽放》 一等奖 何亮 

蔡少恒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多彩的消费》 一等奖 张小白 

廖钰婧 华南师范大学 《热心公益服务社会》 二等奖 赵艺 

杨乃杰 韶关学院 《货币的本质》 二等奖 袁华 

马嘉文 肇庆学院 《消费心理面面观》 二等奖 邓莉雅 

游雪茹 惠州学院 《认识运动把握规律》 二等奖 杨倩 

周绮琦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人生难免有挫折》 二等奖 蒋冬梅 

陈晓琦 华南师范大学 《市场失灵》 三等奖 刘石成 

朱丽姗 韩山师范学院 《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三等奖 钟广宏 

蔡嘉茵 韩山师范学院 
《坚持对具体问题做分

析具体》 
三等奖 余炳元 

梁健华 岭南师范学院 《网络上的人际关系》 三等奖 袁伟群 

蔡建超 嘉应学院 《情绪万花筒》 三等奖 张玉平 

张秀霞 肇庆学院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三等奖 方拥香 

黄玉兴 肇庆学院 
《日常生活自我保护的

方法和技巧》 
三等奖 方拥香 

柯雪呢 惠州学院 《诚信是金〉 三等奖 蔡江红 

何婉婷 广州大学 《和谐乐章》 三等奖 刘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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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历史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林奕銮 惠州学院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 一等奖 张小平 

黄凤琴 华南师范大学 《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一等奖 陈果 

周芎影子 华南师范大学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一等奖 周奋 

李敏 华南师范大学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二等奖 唐洪志 

黄恒略 广州大学 《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 二等奖 李芳清 

阎蓉 肇庆学院 《大众传媒的变迁》 二等奖 李怀顺 

余瑞德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 二等奖 黄叶坤 

钟璐瑶 惠州学院 《罗斯福新政》 二等奖 穆  静 

王朴芬 韩山师范学院 《古代商业的发展》 三等奖 魏志罡 

潘晓 嘉应学院 《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三等奖 侯聪玲 

杨冬冬 广州大学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三等奖 李芳清 

燕明亮 肇庆学院 《罗斯福新政》 三等奖 周  军 

蓝美玲 惠州学院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三等奖 关  威 

崔爱静 肇庆学院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三等奖 周  军 

林宜欣 岭南师范学院 《农耕时代的商业与城市》 三等奖 唐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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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广东省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地理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肖诗琪 华南师范大学 《工业区位因素》 一等奖 曾玮 

陈银淳 华南师范大学 
《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季节变化

规律》 
一等奖 曾玮 

胡永辉 韩山师范学院 《全球定位系统 GPS》 一等奖 刘丽荣 

林婕纯 华南师范大学 《大气增温的能量来源》 二等奖 张正栋 

林守京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区时与时差换算》 二等奖 温小浩 

陈奕娴 广州大学 《南极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 二等奖 李文翎 

程嵘 广州大学 《山地的形成—褶皱山》 二等奖 李文翎 

曹敏敏 华南师范大学 《世界城市化的进程》 二等奖 张正栋 

许宗流 嘉应学院 《世界人种》 三等奖 
李红、 

梁锦梅 

林越 韩山师范学院 
《季风的形成-海陆热力性质差

异》 
三等奖 刘丽荣 

黄植惠 岭南师范学院 《澳大利亚》 三等奖 
  邱雅楠、

尚志海 

翁锦娜 华南师范大学 
《黄赤交角与太阳直射点移动

范围的关系》 
三等奖 郭程轩 

赵深芝 岭南师范学院 《地图的阅读》 三等奖 
  邱雅楠、

尚志海 

许晓莹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地域类

型中的大牧场放牧业》 
三等奖 王志敏 

陈乔 嘉应学院 《气旋与天气》 三等奖 
  梁锦梅、

李红 

陈红妃 岭南师范学院 《热力环流》 三等奖 
  尚志海、

邱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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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美术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廖舒婷 广州大学 巧救小昆虫 一等奖 谌晓 

方银芬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象棋趣味造型 一等奖 华年 

李峥 华南师范大学 巧救小昆虫 一等奖 周耀威 

杨晓珺 韶关学院 巧救小昆虫 二等奖 赵胜利 

朱思涵 肇庆学院 走进意象艺术 二等奖 
梁方晓 

石杰洪 

刘梦恬 广州大学 中国象棋趣味造型 二等奖 吴泽锋 

郭皓曼 韩山师范学院 巧救小昆虫 二等奖 曾辉 

叶慧芳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巧救小昆虫 二等奖 周冬梅 

黄何华 华南师范大学 巧救小昆虫 三等奖 华年 

殷满伦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象棋趣味造型 三等奖 周耀威 

封宇婷 肇庆学院 中国象棋趣味造型 三等奖 
武东 

石景瑞 

毛艳媚 广州大学 巧救小昆虫 三等奖 谌晓 

周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走进意象艺术 三等奖 周冬梅 

陈松民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巧救小昆虫 三等奖 代亭 

刘淑贞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中国象棋趣味造型 三等奖 周冬梅 

叶诗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巧救小昆虫 三等奖 舒艳红 

李雨晴 惠州学院 巧救小昆虫 三等奖 彭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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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信息技术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颜敏纯 华南师范大学 初识 Photoshop 剪贴蒙板 一等奖 
况姗芸、

马秀芳 

宋楚欣 华南师范大学 体感技术 一等奖 
黄子谦、

尹睿 

詹雅芝 韩山师范学院 魔术颜料桶—金山画王倒色工具 一等奖 黄映玲 

叶子江 华南师范大学 警察抓小偷 一等奖 
况姗芸、

黄子谦 

吴鹏宇 肇庆学院 画不完的画—过程的递归调用 二等奖 陈岚 

刘晓猛 惠州学院 形状补间动画 二等奖 王健海 

卢婉玲 华南师范大学 信息的鉴别与评价 二等奖 邓志才 

余柔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Word 邮件合并 二等奖 
赵玉、吴

仕云 

叶丽纯 韩山师范学院 
帮助小伙伴—Flash 中神奇的引

导层 
二等奖 薛胜兰 

张锦华 肇庆学院 动作补间动画 二等奖 曾苗苗 

王锦芳 韩山师范学院 
我们都是一“表”人才—excel

中的图表 
二等奖 谢泽琛 

肖立岚 韩山师范学院 利用 Photoshop 加减图像人物 三等奖 林璇 

叶思梦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花香满园 三等奖 向军 

梁翠洁 肇庆学院 我是小小粉刷匠 三等奖 高娟 

任娜娜 嘉应学院 利用图标呈现分析结果 三等奖 李彦刚 

詹爽爽 韩山师范学院 
Word 文字处理—图文混排的设

计与制作 
三等奖 林璇 

胡楚佳 华南师范大学 智能机器人的“器官” 三等奖 邓志才 

梁波丽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遮罩动画 三等奖 
吴仕云、

周元春 

杨宝斐 韶关学院 图文混排的设计与制作 三等奖 吴保艳 

林安欣 嘉应学院 报刊类文本信息的加工与表述 三等奖 黄志强 

刘芳霞 深圳大学 机器人大搜捕—传感器的使用 三等奖 文冰 

高爽 深圳大学 Photoshop 中蒙板的原理和应用 三等奖 张永和 

 

 

 

 

 

 

 

 



 

第三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心理专业） 

参赛者姓名 所在院校 参赛题目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林文杰 华南师范大学 分享有道 一等奖 许思安 唐红波 

林梦兰 韩山师范学院 休闲，去哪儿啦 一等奖 孙悦亮 舒晓丽 

戴业恒 华南师范大学 Freed Your Mind 一等奖 许思安 罗品超 

李怀玉 华南师范大学 开启“希望”的金钥匙 一等奖 许思安 唐红波 

范  禹 韶关学院 天才第一步，自信去铺路 二等奖 王礼申 

黄莹映 华南师范大学 察言观色 二等奖 许思安 唐红波 

吴安妮 华南师范大学 巧定目标——抗挫妙招之三 二等奖 许思安 罗品超 

梁嘉晖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敞开心扉，有效沟通 二等奖 陈丽君 王国华 

陈映宏 韩山师范学院 让友谊住我家 二等奖 王贵林 吴文春 

林艾媚 韶关学院 多彩的情绪 二等奖 曾  灿 

欧佳雯 肇庆学院 情绪健康维他命 二等奖 岑延远 何秀华 

杨柔君 韩山师范学院 
原来，我可以更好——合理积极

归因 
二等奖 陈  洵 郑炜冬 

黎嘉焮 肇庆学院 掌声送给您 三等奖 张旭东 赵书栋 

钟瑞清 韩山师范学院 快乐魔法升级 三等奖 舒晓丽 吴文春 

陈明姣 广州大学 合理利用安排学习时间 三等奖 于锦花 

罗娜 岭南师范学院 
萌动的青春情——异性交往

ABC 
三等奖 白彦茹 陈秀芹 

陈梦蕾 韶关学院 善待生命 三等奖 廖素群 

叶景阳 嘉应学院 认识自我，悦纳自己 三等奖 赖雪芬 王艳辉 

吴漫芝 嘉应学院 勇敢面对校园暴力 三等奖 赖雪芬 张晓丽 

崔玉莹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认识自我与悦纳自己 三等奖 梁碧珊 

邓宇菲 深圳大学 学会沟通 三等奖 赵  群 

黄锦燕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考试，我不怕你——考前焦虑应

对 
三等奖 翟春艳 

卓培鑫 岭南师范学院 
做人生的魔法师——学会积极

自我暗示 
三等奖 李继波 韩芳芳 

罗斯妮 深圳大学 生气的危害 三等奖 赵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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