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2019年教育实习优秀征文名单

序号 姓名 学院 题目名称
1 黄东涛 地理科学学院 教育情怀，走向未来
2 陈俊怡 地理科学学院 以爱之名
3 邱明丽 地理科学学院 教育征文
4 陆绮雯 地理科学学院 我的实习教育实践感悟
5 黄章楠 地理科学学院 凡心所向，独行愿也
6 郭倩钰 地理科学学院 实习心得
7 邵金莲 地理科学学院 班会课杂记
8 江涌芝 地理科学学院 学做老师
9 郑君如 化学学院 实习老师的那些勇敢与感动
10 欧嘉颖 化学学院 我对课堂教学方面的思考
11 胡润泽 化学学院 实习十二小时
12 赵童 化学学院 风雨无阻

13 黄淳华 化学学院
打磨课堂 提升技巧

——实习过程中课堂教学技巧的提升

14 林思丽 化学学院
腹有责任气自华

——给在秀中实习的自己一段回忆录
15 辛颖儿 化学学院 教师晋练——在学习中成长
16 林楚贤 化学学院 不忘初心，牢记心中教师梦

17 冼浩朗 计算机学院
让小课程激发大能量

——信息技术教学经验总结

18 黄梓晴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向生活所爱自由舒展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菊泉中学实习感怀
19 张敏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用真诚的钥匙打开学生的心灵之锁
20 杨展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实习征文
21 黄丽华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我的顶岗实习实践感悟
22 黄权根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我的坦洲教育实践之行
23 汪子涵 历史文化学院 我的教育实践感悟——关于如何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24 李可颖 历史文化学院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25 陈嘉梓 历史文化学院
落实学法教学，贯彻以生为本

——中山市第一中学初中部实习总结
26 王舒妍 历史文化学院 我的顶岗实习感悟
27 梁衍桥 历史文化学院 一些关于实习的思考
28 周雁珠 历史文化学院 我和我的小可爱们

29 余悦 美术学院
成长的旅程，邂逅新塘，品味菊泉
——回朔菊泉中学扎根四月光影

30 陈还珠 美术学院 美术课堂教学实践感悟
31 李远东 美术学院 我的教育实习感悟
32 杨海丽 美术学院 我的班主任工作感悟
33 陈嘉卉 生命科学学院 顶岗征文
34 王倩琳 生命科学学院 实习有感
35 李瑜 生命科学学院 于培英中学的点点滴滴
36 李超越 生命科学学院 我的成就故事
37 胡新娥 生命科学学院 点亮生物学习的灯火
38 李霞 生命科学学院 广东广雅中学实习之总结

39 黎雅倩 数学科学学院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教育实习总结

40 林小英 数学科学学院 实习征文
41 欧嘉诚 数学科学学院 实习有感
42 李文昕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我的实习故事
43 冯东晖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这个秋天
44 李颖欣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我的教育实习感悟
45 张思敏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初为人师 未来可期
46 黎树权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我的英语教学实践感悟
47 萧伟杰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我的教学感悟
48 涂珺 文学院 一课堂，一学习
49 庄志莹 文学院 昨天·今天·明天
50 卢逸蕾 文学院 心中笃定，来日可期



51 高愉茵 文学院
甘守三尺讲台，争做“四有”老师

——师魂
52 冯宇轩 文学院 实习感悟
53 冯婷婷 文学院 大同习记
54 詹晓悦 文学院 成长在路上
55 邵伟萍 文学院 致孩子们的一封信
56 赵家颖 文学院 雁过留痕 感动无声
57 曾赖碧 文学院 成风，乘风
58 沈慧 文学院 教育征文
59 黄敏婷 文学院 课堂教学技巧提升
60 黄绮玲 文学院 提升学科教学技巧
61 陈悦 文学院 那群“坏小子”们
62 邱璐 文学院 实习在路上：学中做，做中学
63 黄柔嘉 文学院 在东中起飞教师梦

64 姚甄渝 文学院
《故都的秋》：以文本细读走出文学作品阅读教学困境

——课堂教学实践感悟
65 蔡婉淳 文学院 我只是需要一个肯定
66 王翠 文学院 “草莓味的奥利奥很难买的！”
67 蔡少佳 文学院 我的顶岗实习感悟
68 娄钰瑶 文学院 我的教育实践感悟
69 艾青 文学院 一起去啊，到更远的地方
70 刘智恒 文学院 我的教育实践感悟
71 赵乐丹 文学院 青春路上，点滴皆为收获
72 彭楠楠 文学院 我与荔江
73 周兆羽 文学院 我的教育实践感悟
74 袁泳怡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亦师亦友，最默契的师生关系

75 梁勇全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相遇松湖，不负时光

——教学技能成长之路暨松山湖实验中学实习记
76 徐润恒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八百字心得，诉不尽八万分实习
77 黎绮镟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一朝白绿人，一世白绿情



78 徐润恒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未来课堂，课堂未来

——基于AI学的物理公开课授课心得
79 王晓莹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我的秀外实习感悟
80 周倩怡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农村教育实践感悟
81 曾锋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有收获，有遗憾，继续努力向前走
82 寇佳萱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物理智慧课堂和关于未来教学的审思

83 罗林毅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记天河汇景实验学校第六周教育见习

84 胡章伟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培英，谢谢你！
--我的实习故事

85 李琳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我的顶岗实习实践感悟
86 程丽桦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我的授课成长日记
87 刘小梅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我的教育实践总结
88 徐润恒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9 卢允聪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一些改变
90 徐润恒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以生情为导向，感受同课异构之美
91 黄嘉靖 心理学院 我的教学感悟
92 黄水清 心理学院 顶岗实习教育实践感悟
93 曾励华 音乐学院 春风化雨—在广雅实习的日子

94
杨伊珩

音乐学院
音乐律动教学在特殊学校的教学运用
——广州市云翔学校顶岗实习的经验

95 梅珂伟 音乐学院 实习总结

96 徐凯琳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岁月不言，奋斗不息

——徐凯琳教育实习总结
97 庞洁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世间美好与青春环环相扣
98 徐金婷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邝中故事——把美好事物纯真地走完
99 赵月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Pm250”的城郊教育实践感悟
100 廖浩生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你好，廖老师
101 何咏琪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夏花绚丽，秋日静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