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二届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征集征集
入选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

直辖市）
课程资源主题名称 作者

装备课程

资源

吉林
增强保密自觉，争当国家安全“小卫士”—

—创客动漫初体验
杨早苗

江苏 3D 眼中的家乡美 潘蓉

浙江
小农场大智慧 张孙海

AIRBLOCK 智造无人垃圾清理 罗进步

甘肃 STEAM 广域课程传统文化单元 刘博静

学校课程

资源

北京 北斗探秘 张洋洋

天津

珍爱我们的眼睛 陈德强

走进天津民间艺术 邹亚浩

关于传统文化楹联的研究 张慕菁

探究生活指示标 李达

云游博物馆 王真真

河北

梦穿衡水老城
邵晓民、周亚

美

玩落叶 王翠伟

手上的旋律
贾向华、巩小

娟、董丽颖

《器皿凉冷烘烤升温》 马冰冰

溯源大名创造未来 杨子鹃

粽艾香里话端午 段李娇

影子的故事 刘海霞

信息技术带聋生走近历史名人 张雁雁



走进心灵的窗户——眼睛 朱红梅

我是治理垃圾小能手
孙丽艳、毕俊

柱

花样小窍门 杨晓颖

内蒙古

由“染”而生 王敏

手冲咖啡入门秘籍 曹媛

自制净水装置 计欣欣

辽宁

设计印制热转印手机壳 王文艳

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 张爽

瓦楞纸变身农家院 卢颖涛

少年行，看家乡 孟祥群

巧手制作走马灯 白洪亮

纸飞机飞行的奥秘 张严

我是小小面点师——坚果酥 李菲

有趣的小恐龙 任妮娜

吉林

3D—汉服艺术 田宇

《新冠病毒疫情数据分析》 张亮

一心“移疫”，从我做起 潘术波

快乐的味道 彭吉

《相约咏秋天》 朱丹

水果拼盘 孙晶莹

绘制脸谱 感受国粹之美 张秀梅

珍爱生命之源——水 张海燕

化学物质与健康 王淑芬

神奇的种子 张琳娜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传染病蔓延 杨立娟

《手机与我们的生活》 马艳君

快乐学校种植园——汽开区长沈路 陈力宁

爱听音乐的绿植 李沛



设计汽车标志 杨丹

零食与健康 刘慧

《“防护”为先，实践首选》 徐海军

趣味折纸 卫悦

炫炫校园里的植物朋友 李颖

认识三角形中的“小胖子” 曲猛

草编基础技法之平编法 李雪娇

探寻饺子的味道 赵海侠

江苏

创建金字塔 李松叶

沉浮知多少 马珍珍

保护我们的眼睛 庄大明

有趣的动物汉字 李琪贺

是真的还是假的 刘倩

美味炫彩蛋 乔艺昕

蚕宝宝要上山 何新华

植物色彩 张晓兰

三语话中国--外卖风云 刘静娴

蔬菜总动员 张叶

盐城湿地 探秘芦苇 陈晓祥

浙江

植物敲拓染 王晓琴

珍爱生命 防震减灾 陈必东

制作个性化影像杯 朱兴忠

指尖上的文成 赵沛龙

寻虫记 卓雅倩

家乡贻贝我代言——贝宝拍摄记 高麒英

DIY 刻橡皮章 李薇裔

安徽
小小 3D 设计师-座椅设计

陈明、姚勇、

洪霞

水——生命之源 王彪



我为疫情出份力 刘红

神奇的蛋 殷花

交通安全进校园 李影

以梦为马——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 谢莉

长毛的豆腐 周国红

与白鹭同行 周结华

黄梅戏巧传承 叶明

探究水火箭
徐进忠、张玲

雅、时军

关注身边生活垃圾 何正舟

我爱拍校园 白素娟

饮料与健康 余瑞莹

能量的收集与转化——开发新能源小车 容兰

气象观察我能 梁攀登

我和树枝有个约定 刘亚楠

拓汉砖余韵 姜嘉颖

《地球家园》 蒋金涛

探访无为名人 走进“米公祠” 刘来顺

健康小卫士——口罩 申丽妹

《风筝飞上天》 张甜甜

我要发芽 孙长敏

小小蒲公英的大价值探索 刘尚华

花之千面 韦玉馨

巧手做灯笼 任楠

福建

剪中有情 助力抗疫--抗疫主题剪纸创作单

元课程
温莎

《古韵书香 爱书藏书》综合实践课程 苏林婕

武平中山军家话调查与传承 王胜祥

悠悠粽香 黄军韩

谣言止于智者 王颖、龚燕



走进灯的世界 王顺清

山东

探访家乡气象站 刘瑞生

村庄的名字有故事 刘晓蓉

创意植物肌理 曹诗薇

葫芦烙画 王德中

我是情绪小达人 赵丽斐

创意手工---自制饮水机 夏丽君

小小水火箭发射大梦想 王欣欣

制作收纳盒 吕宁宁

放飞梦想
李燕、冯钰

焜、 刘晗晗

口罩的秘密 董西美、高天

馍的蜕变 李鑫

“盘丝洞”探秘 王泽银

创意面灯 李佳

水果的奥秘 史艳艳

我爱冰雪运动 初玮玮

有趣的陶艺之旅 苏花

《生活镜头下的美丽世界》 李敏

探秘家乡剪纸中的吉祥符号 毕淙淙

河南

防控疫情，做防疫小卫士 邢德焕

光的折射 薛慧芳

奇妙的绳结 周莉

校园传染病预防 王琴

变废为宝 杨青燕

立定跳远 蒋孟冉

守护爱的记忆——关注阿尔茨海默病 李娜

HMS 创意足球 刘元

四大怀药的调查与推介 马正利



绿水青山，我们在行动 周杰

广西

赤道日晷的制作
李自恒、陆富

兰

我想成为“快乐小天使”
李兰、谭泽

华、 刘桂庆

重庆
舌尖上的重庆 邓常梅

奇妙的绳结 刘莹云

四川

有趣的泥巴 何春梅

大蒜宝宝爱穿衣服吗？ 张敏

缅怀先烈 保护文物 岳界

探究污水的净化之旅 牟丽

认识家乡的桥 李秀文

废报纸时装秀（聋校） 肖敏

筝奇斗艳 宾莎

水果派对 江冀玲

穿越荔枝古道的无人机 饶化桥

家乡的土坯房 罗亚林

探寻安仁板凳龙 何晓娅

“粽”夏端午 洋汉林

贵州
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土家油纸伞的制作

与传承

熊宇、丁红

芳、秦丽、刘

爱丽、周栩

云南

希罗喷泉 赵晓东

对金鸡口袋豆腐“口袋”成因的探究 官崇志

学画漫画像 娄泰道

小学生近视防治 姚建昌

中草药课程实践活动设计方案 雷娜

《养蚕》教学设计 李苹

校园植物调查 鲁婷

我的秘密花园 张琪

认识我自己 徐晓婷



陕西

我成长了 张楚依

零用钱大作战 段静

理财小能手 张严琼

神奇的集烟器

穆艾嘉、黄安

琪、申珅、刘

佳、 陈霞

创客智造 丁会

观测天气 魏娟

甘肃

水中火山
汪龙君、王瑞

峰、陈建文

彩陶纹样探究与文创拓展 冯梅溪

智“绘”抗疫故事 赵萍、毛天荣

生涯探访 李婕

探寻太阳系的奥秘 邓飞

基地课程

资源

河北

KEVA 创意搭建--我们的家园 高云娜

微生物探究之旅 石丽娜

禁毒先锋 陈萌

探究材料中的魔术师——变形材料 吴惠子

山西
我是桥梁设计师

马婧婕、陈金

凤

百虎园 董哲媛

内蒙古

科乐思建筑模型创意搭建 付珊珊

创业梦工厂
徐翾、张荣、

张争争

家庭火灾的预防及自救 刘晗菁

用二维设计与激光雕刻制作多功能收纳盒 张蓉芳

辽宁
冲浪纸飞机的制作放飞 姜珊

化学在生活中的实践应用 齐文

江苏

太公钓鱼 石玉美

筷子桥的设计与建造 鲍小虎

眼与镜系列课程 柴燕华

一根山芋粉丝的旅行 张静波



折叠剪纸设计与制作 季利梅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温立标

豆腐制作综合实践活动 侯伟

神奇的叶子 柴燕华

黄豆变形记 朱爱梅

浙江

搭建庇护所 周晓远

小小机械师 侯晓辉

环保小创客——垃圾分类 scratch 创作 陈爱丹

乐清竹编 薛丹

活字印刷 蔡文华

战时防空 刘振杰

衢州孔氏家庙模型制作 钟琦

签语签寻——书签制作 姜飞

护手霜 DIY 钱亚芳

我来学养生·神奇的生姜 林莉雯

毒品知识与预防 吴晓燕

油菜花的一生 吴晓东

走进温州米塑 黄琼瓯

校园简耕 林甲特

创意门环 张澎涛

我是小小检测员 俞忠琴

防化服里的学问 钱亚芳

走进豆腐坊 李淑一

安徽

机器人创意搭建
娄明、吴平、

郭玲玲

小小电烙笔，绘出多彩大世界 马荣祥

桃花源记 谢莉

创意软陶相框 王秀丽

福建 寻味上下杭 刘明艳



我和果蔬有个约会
魏敦亮、吴金

花、许峰

团结合作我快乐
许传红、许

峰、魏敦亮

山东

争做学农小卫士
林玉青、孙倩

楠

冬小麦种植与管理 邵新刚

创意环保时装设计与展演 郇华

超级马里奥遇到定格动画 杨娜

沙画绘古诗 刘建波

多功能游乐园 张越杰

交通安全学习与模拟体验 张保来

活字印刷走进课堂 庄梅芹

银饰 DIY 段爱萍

电烙木板画 王旭晖

软陶制作 高妮

收音机电路的组装调试 王海萍

素质拓展训练 王晓静

无线电“捉迷藏 段效来

摘果小能手 李翰

中国古代文物的 3D 打印 倪艳君

河南 探秘红枣王国 张家瑞

湖南 数位屏绘图——屏幕主题壁纸设计 宋紫英

广东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左宪枝

探究一粒黄豆的神奇转化 谢国番

广西 桥梁的物理与数学 龙斌东

重庆 我是新闻小记者 魏利

四川 探秘画溪野生金花茶 魏容

贵州 校园气象侦察兵

田佳丽、王国

平、伍苏、李

腾龙、陆治军

云南 探寻永子 杨晓东



甘肃
机械搭建—无电娃娃机 常小伟

KEVA 创意搭建——螺旋塔 陈娟

新疆
当衍纸遇见笔 胡红

翻滚吧!“美食菌” 黄鹭

研学课程

资源

北京 航天员的太空生活 韩娜

天津 血液的故事综合实践活动 王静

山西 煤与生活 张燕丽

内蒙古 探秘绿洲 沙漠研学 卢鹿

江苏

走进盐城湿地 蔡书山

仰望湿地星空 孙玲玲

探秘“科博”，访贤立志 王飞

探究“黄桥战役”，传承“红色文化” 奚志敏

探访眼镜城 孙晓梅

茶颜悦色 倪万燕

浙江

走近历史，走进圆明新园 周艳艳

忆江南系列•科技江南行 谢进

走近王十朋 张建芬

小君子小淑女 周艳艳

非遗入我心——乐清蓝色非遗之旅 林晨梦

“寻访钱江源头 探秘浙西生态”研学实践

活动
赵丹

观奇山异景，研衢州地质 徐宇航

问道文成 智慧伯温 程一冰

重走长征路，励志人生成长 周艳艳

安徽 我做小导游 王景

福建 亲近自然，野蛮体魄 刘勇如

山东

探寻法律知识，做守法、护法公民 潘秋菊

春和景明 步游梨园 马洪涛

循将军遗志承将军遗风走进许世友将 孙晓光



蓝色海洋 梦想扬帆 孔祥云

周村古商城古商业研学 孟成刚

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传承蓝印花布技艺 赵荣民

河南

博物馆寻宝记 郑侠

“中国文字博物馆”文化研学 高瑞国

访三圣之乡 品周易文化 徐红莉

传承红色文化 争做红色传人 刘永庆

广西 简瓦之端话传承
李践实、赵纯

玲、韦楠

四川
灵性的咪咪羊 张保珍

守望盐业文明.传承工匠精神 肖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