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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第十二届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
教师教学技能大赛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第十二届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教师教学技能大赛

自开展以来，共收到来自全省48家单位121位教师的参

赛论文。经评审、公示，共有63名教师获奖。其中，一

等奖11名，二等奖21名，三等奖31名。

希望获奖教师再接再厉，不断提升青少年校外教育

活动设计能力，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各单位以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积极营造良好的环境，为

青少年校外活动开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步提升教师活

动设计水平和素养，更好地服务全省青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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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后登录http://dzjz.

qsng.cn/static/web/dl.html进行下载，不再另行颁发纸质

证书。



附件： 第十二届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教师教学

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浙江省青少年宫协会 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2023年1月12日



附件：

第十二届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教师教学技能大赛

获奖名单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作品

1 卢婷婷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千古风韵·诗画浙江”杭州市第四届
少儿诗配画大赛

2 李佳 平湖市青少年宫
“红领巾”与“蓝朋友”的安全之约

—— xxx青少年宫2022年全国消防日
专题活动

3 叶朱萍 松阳县青少年宫 “我是列车助力官”职业梦想体验营
活动方案

4 崔雯雯 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
务指导中心） 红领巾记者团青少年日活动方案

5 姚毅 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
务指导中心） 少年军校“海空雄鹰”夏令营活动

6 何清 湖州市少年宫 “小小农夫成长记”——2023年XX市少
年宫快乐农场四季研学营活动方案

7 桑阳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温暖你我快乐同行” XX市红领巾志愿
服务队助残体验活动

8 胡语轩 宁波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宁
波市少儿活动中心）

“智创科探童享未来”科技主题月
活动方案

9 叶春晖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一心跟党走，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

10 俞洪 富阳区青少年宫 “红领巾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争章活动方案

11 金灵妙 丽水市青少年宫 放飞梦想遨游蓝天
——科技进校园活动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作品

1 程易舒
康绿野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红领巾浙里寻运脉”少先队主题探究

活动

2 茅菁文 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
务指导中心）

“家乡风物美 传创我能行”
——X市青少年视觉创意活动

3 潘家升 宁波市青少年宫高新发展中心
虫虫趣味小王国，玩转科学大发现
——少年科学院“虫虫圆梦记”科普研

学活动方案

4 张江祥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寻找记忆中的年味

5 余艺娜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增强文化自信传承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游戏嘉年华

6 张莉娜
吕蔡玲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未来新闻人之“你好，中国红”活动

7 陈晓虹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儿童友好“绿”造未来，“果娃”在行动

8 张子君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寻历史印记拓金石墨韵

9 周洁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宋韵大绘”首届浙江省青少年古诗词
国画大赛活动

10 张吟 钱塘区青少年宫
“中华美食小当家”劳育系列活动设计
——“五育”融合背景下新时代校外教

育活动设计实践

11 叶亢 金华市青少年宫 “乘上轨道交通 共赴信仰之路”
一日营活动方案

12 应婧怡 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知历史风云探耕作之路扬垦荒精神

13 仲维杰
梅晓虹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童趣话传承”非遗主题活动

14 刘婷婷 金华市青少年宫 “婺暖人心共话非遗”我是婺剧代言人
美术项目式研学活动方案

15 陈李怡 丽水市青少年宫 古韵新风处州味——黄米粿



16 徐超霞 松阳县青少年宫 “明清古街探秘记”——XX县青少年宫
金话筒社团（课程）活动方案

17 雷晗茜 遂昌县青少年宫 悠悠茶韵四溢清香

18 周娜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未来火星城”设计与制作活动

19 阳牵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迎亚运·SHOW宋韵”系列活动——绘
宋记·寻宋记·秀宋记·游宋记

20 王佳维 宁波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宁
波市少儿活动中心） “小小少年·寻史问迹”系列活动方案

21 万晶滢 余姚市青少年宫 “红领巾喜迎二十大实践成长在路上”
活动方案

三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作品

1 鲍茶美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探寻非遗文化 体味劳动之美——校外
教育菜单式劳动实践活动策划案

2 王静文 海曙区青少年宫 “红色根脉·绿色守护”植树节活动方
案设计

3 王少军 嘉兴市青少年宫 快乐“衣架艺”木质衣架制作活动方案

4 郝赟斐 湖州市少年宫
“红色童心迎亚运 大展宏‘兔’闹元宵”
2023年**市少年宫元宵节欢乐亲子游园

会活动方案

5 章夏浩 安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探秘白茶
劳动实践活动

6 楼格思 萧山区青少年宫 共同富裕未来乡村寻访活动方案

7 徐小丽 镇海区青少年宫 稻花香里说丰年——红领巾学院研学
活动方案

8 徐平 新昌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孩子眼中的共同富裕”主题实践活动

9 金晶 遂昌县青少年宫 小骨干引领示范云端集结共入队



10 刘晖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中小学生“红色印记”微视频征集活动

11 张佳男 宁波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宁
波市少儿活动中心）

筑牢思想之基，传承红色基因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活动方案

12 吴全伦 乐清市青少年宫

共忆红色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参观
乐清市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纪
念馆暨游击总队“红色记忆”话剧表演

活动方案

13 王筱俊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走进陆游祖居品味宋韵文化”——行
走的思政课堂“研学活动

14 宁璐欣
毛肖飞 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知农辛助农情携手奔共富——2022年
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农耕研学活动

方案

15 朱凯雁 海曙区青少年宫
“红色堡垒”忆往昔薪火相传守初心
——红领巾学院队长学校红色研学

活动方案

16 王颖 镇海区青少年宫 “红船依旧•不忘初心”--红领巾书法社
团走进街道活动

17 余心一 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跟着名师玩科学》科普系列网络课
程活动方案设计

18 林慧莉 温岭市青少年宫 桥见大国智慧

19 龚秋萍 钱塘区青少年宫
传承法治文化，助力法治共富——花
式普法游园，“典”亮法治共富梦公益

实践项目

20 蔡慧婧 温州市少年宫 红领巾社区研学营活动方案

21 徐芸萍 嘉兴市青少年宫 红船红领巾假日营-情绪管理营
活动方案

22 曹梦晶 嘉兴市青少年宫 承嘉禾文脉•颂嘉人意韵”系列活动方案

23 徐莉莉 湖州市少年宫 “小手拉大手环保心连心”活动方案

24 赵斌玺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显“绳”通，“绳”飞扬——绳结主题红色
研学一日营

25 夏云燕 岱山县青少年宫 ““沙雕寄童梦•共筑未来城”青少年创意
沙雕主题活动

26 秦仁杰 湖州市少年宫 爱水节水我先行——省校外教育教师
活动方案设计



27 许馨心 诸暨市青少年宫 “寻根文化境重温革命史”红色研学活
动方案

28 王宁 义乌市青少年宫 爱劳动促成长——带着孩子“村”游去

29 吴燕芸 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时代的传承：带你沉浸式体验“改变
世界”的宋代科技文化——百人广场游

园活动设计方案

30 沈沁予 嘉兴市青少年宫 “大艺术小玩家”社区儿童艺术节
活动方案

31 朱琳 丽水市青少年宫 落叶知秋——走进自然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