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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青 少 年 宫 协 会
文件

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浙宫协联〔2022〕19号

关于公布第九届浙江省校外教育“好玩的知

识”微课展示活动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第九届浙江省校外教育“好玩的知识”微课展示活

动共收到来自全省45家单位的284件参赛作品。经评

选，共有141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29件，二等奖

44件，三等奖68件。

希望各位获奖教师再接再厉，精益求精，进一步提

高业务水平；希望各单位认真学习先进经验，为教师教

学能力提升创造条件，更好地服务我省青少年健康快乐

成长。

现将本次展示活动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本 次 活 动 颁 发 电 子 证 书 ， 请 于 11 月 3 日 后 登 陆

http://dzjz.qsng.cn/static/web/dl.html进行下载，

不再另行颁发纸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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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九届浙江省校外教育“好玩的知识”微课

展示活动获奖名单

浙江省青少年宫协会 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2022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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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九届浙江省校外教育“好玩的知识”微课展示活动

获奖名单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作品

1 李楠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感悟新时代，双语助亚运，

共“通”向未来

2 黄重文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做红船——学党史”

3 夏舒虹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榜样教育之手抄报教学

4 张超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交通信号灯我来做

5 陈肖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弹力小火箭

6 叶翎朏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不一Young的新中国——奋进

十四五，擘画新蓝图

7 茹姜浩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非机动车安全篇

8 丁张靓 上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火箭，大梦想，新征程

9 汤晓彬 钱塘区青少年宫 中国书籍的线装式

10 田沅鑫 钱塘区青少年宫
携手助力迎亚运，钱塘少年

展风采

11 谢懿琳
建德市新安江青少年

活动中心

“版”“画”相融，

爱达未来

12 鲍茶美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淳安竹马

13 吴晨嫘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1年航天科技成就

14 王雍荧 海曙区青少年宫
跟古人学礼仪——传统文化

系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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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佳煜 海曙区青少年宫 一出好戏——玩转趣味皮影

16 俞敏敏 北仑区青少年宫 洗洁精吹泡泡——趣画青莲

17 陈圆圆 温州市少年宫

中国梦，来自浩瀚星辰的召

唤——中国航天观景立体

手工

18 刘伊玲 温州市少年宫 消失的色彩

19 李炳利 温州市少年宫 神奇实验室之乐高悬浮术

20 张丫丫 温州市少年宫
走进人工智能——智能垃圾

识别与分类

21 徐莉莉 湖州市少年宫 亚运莲花

22 何清 湖州市少年宫 童心迎亚运 争当小主人

23 李晟恺 金华市青少年宫
一起向未来——用声势为歌

曲伴奏

24 胡梦婕 金华市青少年宫
与大师对话 毕加索的立体

主义

25 李坤 金华市青少年宫 五线谱基础常识

26 王恺颐 金华市青少年宫 汉唐舞蹈的前世今生

27 余佳 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迎亚运 展新姿 扬梦想

28 朱倩倩 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致敬海空卫士 砥砺强国之志

29 王东梅 丽水市青少年宫
语言表达小课堂

——“停顿”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作品

1 潘冲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学课堂乐器之音条琴配器

2 吴姝萱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寻访古村”剪贴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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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聪婕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以风雪沧桑，鉴中华之光

4 程易舒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触摸百年历史，争当强国

少年

5 汪怡婷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神奇变变变·动物园

6 李佳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太空之旅

7 蒋聪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神秘的透明人

8 梁丹丹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小升旗手

9 徐伊帆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宇宙的答案在哪里

10 吴飞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筑起防疫墙 守护你我他

11 王欣欣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制夏日荷花香茶 承文化自

信之美

12 王嘉钰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生动演讲的四部曲

13 陈佳艳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你不知道的二师兄

14 李铖 西湖区青少年宫
scratch高级应用之浅谈重力

系统

15 余海洋 拱墅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趣味说唱素描

16 虞至诚 临平区青少年宫 屋顶上的鱼

17 肖建娣 临平区青少年宫
植物敲拓染——定格新时代

的美丽时刻

18 王滢 富阳区青少年宫
民族艺术瑰宝——苗银纹饰

之美

19 吴佳怡 富阳区青少年宫
“感悟新时代，探寻美丽家

乡”好玩的微课——徽章制

20 刘诗婷
建德新安江青少年活动

中心
拉丁舞伦巴滑门步

21 章露云 桐庐县青少年宫 诗歌朗诵《感动中国》

22 徐思涵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怎样才能唱好《万疆》——

声乐练习系列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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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琳慧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综合剪贴创意画——战疫下

的“大白”

24 厉欣妍 钱塘区青少年宫
配音剧场《狮子王》中文配

音微课

25 张勤 海曙区青少年宫
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的制作与

飞行

26 张爽 海曙区青少年宫
向大师学习系列——遇见蒙

德里安

27 蒋颖 北仑区青少年宫 好玩的杯子舞——少年

28 陈碧君 奉化区青少年宫 川剧脸谱

29 鲍飞 余姚市青少年宫 scratch编程绘制五星红旗

30 潘飞鹏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会“魔法”的液体

31 林日志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并脚跳短绳

32 黄子豪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认识色轮，

掌握六大配色法则

33 蔡吟雪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不会摔倒的冰墩墩

34 张崇真 海宁市青少年宫 神奇的装饰柱

35 郭燕 海宁市青少年宫
浙东唐诗之路之一：

诗路概览

36 王筱俊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纸浆

画制作

37 叶志平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亚运”知多少——心心相

融，@未来

38 叶亢 金华市青少年宫
中华传统艺术瑰宝——十五

巧板

39 陈倩 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我的祖国》立体绘本

40 李悦 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蜡染——纸上生花，创新

时代

41 庞欣瑶 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哇塞！飞舞的雪糕棒

42 李雯静 丽水市青少年宫
红领巾 心向党 ——少儿舞

蹈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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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陈秀彦 丽水市青少年宫 教师节贺卡

44 曹晓旦 松阳县青少年宫 识茶品茶，争做小小茶艺人

三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作品

1 来天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团扇的章法

2 夏菲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我的“航天梦”飞天小火箭

制作

3 俞嘉宸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团旗飘飘

4 张纬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感悟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主题手抄报设计

5 陈永胜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以“红色拓片”献礼党的二

十大

6 刘璐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硬币消失术

7 郑猛达 西湖区青少年宫 泥塑课《映日荷花别样红》

8 王佳 拱墅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母亲们“莓”天开心，顺心

9 丁勤 拱墅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蛋”触手——精准无比

10 谢肖丹 萧山区青少年宫 有趣的礼花

11 鲍思远 萧山区青少年宫 趣味手眼训练组合

12 施玲琳 萧山区青少年宫 仙女魔法棒折扇教程

13 许俏媛 萧山区青少年宫 蜡笔肌理画

14 杨诗琪 萧山区青少年宫 红色歌曲浏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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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梦甜 临平区青少年宫 有你就幸福

16 李力 临平区青少年宫 小提琴的连弓教学

17 陈子臻 富阳区青少年宫 地名来历小知识

18 何佳天 桐庐县青少年宫 书法微课堂——扇面创作

19 王玲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陶艺课——泥条盘筑

20 严黎翠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识重音记号——扬红星精神

21 项静璇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劳动小课堂——木制鱼

22 王君 钱塘区青少年宫
趣味配音小课堂

《冬奥会你知道多少》

23 林芳圆 钱塘区青少年宫 云肩之美

24 吴邦辉 宁波市青少年宫 带上浆板去浪吧

25 张燕 宁波市青少年宫
科学小知识——空气铸成的

墙壁

26 王静文 海曙区青少年宫 咔嚓，我的春天！

27 童依娜 海曙区青少年宫
非遗趣味手工——掐丝珐琅

画

28 王喆 海曙区青少年宫 万物皆可塑之石塑黏土篇

29 黄璐妮 北仑区青少年宫 创意书签画——腾飞的时代

30 张侃 余姚市青少年宫 有趣的杯鼓

31 郑思思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创意拓印画——玫瑰花

32 程以琳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三个和弦弹奏美妙《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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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蒋少明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下一个解锁大师是你吗

34 王蓓蓓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创意生活 文明分类

35 张璐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红领巾爱学习，灯光点亮长

征路

36 林进通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少儿编程的多线程应用

37 戴丽丽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一分钟学会三阶魔方花式

38 阮熙倩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好玩的影子

39 吴蓓蓓 温州市少年宫 QQ醋蛋

40 董丹弟 温州市少年宫 百变水果

41 任宇 温州市少年宫 手机摄影：静物拍摄篇

42 黄超慧 温州市少年宫 扭扭棒大变身

43 王佳 湖州市少年宫 迎亚运——手绘立体小人

44 郑志聪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国防与兵种知识

45 周青 海宁市青少年宫 敲起鼓儿，跳起舞

46 陆唯一 海宁市青少年宫
浙东唐诗之路之四：

诗路探秘

47 顾雯怡 海宁市青少年宫
浙东唐诗之路之二：

诗路前身

48 洪敏依 海宁市青少年宫
琵琶小课堂——左手连贯

练习

49 张琦 海宁市青少年宫
浙东唐诗之路之三：

诗路风华

50 金思思 海宁市青少年宫 谁是真正的“乐器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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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周蓓蓓 海宁市青少年宫 有趣的空间方位练习

52 徐哲锋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24节魔尺——巧拼四叶草

53 钟青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党在我心中

54 梅淼婷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湖与海的区别

55 郦银祥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吹气陀螺

56 何青 金华市青少年宫 停不下来的“她”

57 李雯 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巧用碎纸片

58 朱翊君 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字画的新衣——书画装裱初

体验

59 王文馨 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星辰大海 征途万里

60 黄艳 普陀区青少年宫 变废为宝——纸浆画

61 余心一 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串色衣服的洗涤

62 罗永国 温岭市青少年宫
挑战不可能——三根竹签能

否悬空挂住雨伞

63 蔡斌斌 温岭市青少年宫
听世界第一环的故事，忆中

国核电发展史

64 严秀丽 玉环市青少年宫 让我们一起奏响民主之歌

65 陈李怡 丽水市青少年宫
学习先锋树榜样 浙丽少年建

初心

66 王亚妮 丽水市青少年宫
玩转studio——在线积木搭

建

67 蔡文婷 丽水市青少年宫 国花牡丹，向党而生

68 杨晓丹 松阳县青少年宫 拼搏吧！少先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