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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浙电大办〔2018〕42 号 

 

关于公布第七届多媒体学习资源比赛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市、县电大，省直属学院（分校、教学点），校本部有关部门（中

心）、学院： 

根据《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关于举办第七届多媒体学习资源比

赛的通知》（浙电大资源函〔2018〕02 号）文件精神，经各单位

推荐、网上展示、专家评审和公示，并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比赛评选出系列微课组获奖作品 46 件，精品视频课组获奖作品

12 件，课件组获奖作品 6 件，2 个参赛单位获优秀组织奖（详见

附件）。 

希望各地电大加强学习资源统筹规划与管理，加大建设力度，

密切跟踪学习资源建设发展趋势，有效把握学习需求，创新学习

资源建设形式与内容，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为增

强学校办学水平和服务能力作出贡献。 

附件：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第七届多媒体学习资源比赛评选结果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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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第七届多媒体学习资源比赛评选结果 

 

一、系列微课组 

作品名称 主持人 单位 奖项 

斯托夫人自然教子法 颜芳 省电大 一等奖 

春晖白马湖，立达开明路——白马湖作

家群及作品赏析 
董燕 省电大 一等奖 

听故事 学经济 王红梅 省电大 一等奖 

多元文化环境之国际商务沟通 徐薇 省电大 一等奖 

生活中的趣味英语 岑红霞 省电大 一等奖 

基础会计实训 谷小倩 温州电大 一等奖 

“法在身边”法治微课堂(2) 陈艳 温州电大 一等奖 

《数据结构》小白入门系列 陶静烽 乐清分校 一等奖 

幸福婚姻家庭教育 项华 省电大 二等奖 

也谈统计陷阱 孔杏 省电大 二等奖 

农村电商发展中的金融服务与支持 毛愫璜 省电大 二等奖 

从零进阶--数据统计与分析 余燕芳 省电大 二等奖 

中老年人摄影入门 王泰健 省电大 二等奖 

杭州特色大学建筑赏析 曹晓萌 省电大 二等奖 

江浙创意农业 蓝泓 省电大 二等奖 

茶之语 徐琰 省电大 二等奖 

中国特色词语翻译一览 舒晓杨 省电大 二等奖 

微信带着你生活 金丹 温州电大 二等奖 

汽车销售流程及技巧 黄锋 湖州电大 二等奖 

企业安全生产知识 陈戍 嘉兴电大 二等奖 

新手学会计 周昌红 嘉兴电大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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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学前教育学家们 蔡静 台州电大 二等奖 

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的特征分析 夏泉永 富阳学院 二等奖 

中国工艺美术史 林中琛 工商学院 二等奖 

随心掠影——心理健康教育 马少军 省电大 三等奖 

西方油画欣赏——印象派 吴峰 省电大 三等奖 

浙江文化之概论篇 王文章 省电大 三等奖 

企业日常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 康萍 省电大 三等奖 

认识财务报表 丁丽华 省电大 三等奖 

网上开店基础 王珊珊 省电大 三等奖 

数据分析基础 赵艳 省电大 三等奖 

内容营销 曹利菊 省电大 三等奖 

城市昆虫的识别与防治基础 李芳芳 省电大 三等奖 

看故事 学管理 孙文袭 温州电大 三等奖 

老年人玩转智能出行 潘成峰 温州电大 三等奖 

出纳实战即学即用 胡珍薇 温州电大 三等奖 

买车、卖车——固定资产折旧计算 李军 嘉兴电大 三等奖 

邮票上的中国民居 王睿 金华电大 三等奖 

寻找那片别样红之金华篇 沈美英 金华电大 三等奖 

淘宝网店装修 DIY攻略 万明 金华电大 三等奖 

会计六要素跟我学 陈娟 衢州电大 三等奖 

幸福的秘密——心理学漫谈 寿明鹤 平湖学院 三等奖 

老年养生秘诀 郭连俊 海盐学院 三等奖 

让普通照片“靓”起来——Photoshop

图像处理（风景照篇） 
付赛红 海宁学院 三等奖 

职场修炼秘笈 詹霞 海宁学院 三等奖 

轻松学懂宏观经济指标 朱旭阳 海宁学院 三等奖 

二、精品视频课组 

作品名称 主持人 单位 奖项 

千年珍品话龙井 姚宗顺 省电大 一等奖 

平湖风俗 邵志华 平湖学院 一等奖 

农产品电商案例分析 李芸 省电大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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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南湖 周纪奎 嘉兴电大 二等奖 

瑞安非物质文化拾遗 王清宁 瑞安学院 二等奖 

青田石文化 杨忠伟 青田学院 二等奖 

金华剪纸艺术 罗学艺 金华电大 三等奖 

婺州窑 金向阳 金华电大 三等奖 

严州小吃 舒绍华 建德分校 三等奖 

念唱瑞安童谣，学说瑞安方言 王晓寅 瑞安学院 三等奖 

永康锡雕 黄浩清 永康学院 三等奖 

缙云烧饼的历史传承 方素文 缙云分校 三等奖 

三、课件组 

作品名称 主持人 单位 奖项 

《经济法律基础》全媒体数字教材 陈虎 省电大 一等奖 

村官说法 张淑琴 金华电大 二等奖 

无土栽培 丁晓荣 德清学院 二等奖 

幼儿园课程的心理学基础 张颖 德清学院 三等奖 

基础会计专题小课件 周璐 长兴学院 三等奖 

财经英语——什么是公司? 於月红 黄岩学院 三等奖 

四、优秀组织奖 

温州广播电视大学、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平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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