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地市 学校 艺术特色项目名称

1 广州市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五小学 书法

2 广州市 署前路小学 合唱

3 广州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版画

4 广州市 广州石化小学 管弦乐 

5 广州市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红棉小学 书法-陶印（篆刻）

6 广州市 广州市番禺区珊瑚湾畔小学 非遗广彩画

7 广州市 天河外国语学校 语言艺术

8 广州市 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第一小学 舞蹈

9 广州市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云山学校 合唱

10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小学 管乐

11 深圳市 深圳市龙华区书香小学 绘本

12 深圳市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二小 藏书票

13 深圳市 深圳市光明区楼村小学 色粉画

14 深圳市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中心小学 美学园艺术课程

15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福港艺林学校 音乐（乐理+钢琴）

16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小学 “艺之莲”管乐团

17 深圳市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实验学校 戏剧

18 深圳市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中学 舞  蹈

19 深圳市 深圳市草埔小学 竖笛

20 珠海市 珠海市第十三中学 合唱

21 珠海市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成裕小学 美术（扎染）

22 珠海市 珠海市梅华中学 戏剧、合唱、手工

23 珠海市 珠海市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 舞蹈

附件2：

广东省中小学第五批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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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学校 艺术特色项目名称

24 珠海市 珠海市香山学校 班级合唱、剪纸、书法

25 珠海市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舞蹈形体礼仪、器乐、艺术设计

26 珠海市 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城小学 音乐（尤克里里）

27 珠海市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新堂小学 景泰蓝掐丝画

28 汕头市 汕头市金龙小学 小学器乐

29 汕头市 汕头市澄海广益小学 书法

30 汕头市 汕头市龙湖区龙泰小学 刺 绣

31 汕头市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明德学校 葫芦丝、木琴、折纸、剪纸

32 汕头市 汕头市潮南区育才实验学校 口风琴、葫芦丝、非洲鼓

33 汕头市 汕头市潮阳启声学校 音乐艺术

34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少儿广绣

35 佛山市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广东省陶艺艺术教育

36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新圩小学 少儿民乐

37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粤剧

38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戏剧（童话剧）

39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水头小学 粤剧

40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 书法

41 韶关市 新丰县回龙中学 纸浆画

42 韶关市 南雄市界址中学 民乐

43 韶关市 乳源瑶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书法

44 河源市 紫金县富士康希望小学 花朝戏

45 河源市 河源高级中学 合唱、书法

46 河源市 连平县第二小学 合唱

47 河源市 河源市源城区东埔中学 合唱

48 河源市 河源市正德中学 古筝

49 河源市 龙川县第一小学 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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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学校 艺术特色项目名称

50 梅州市 五华县河东镇第一小学 书法教育

51 梅州市 大埔县大麻中学 广东汉乐

52 梅州市 大埔县田家炳高级职业学校 客家山歌

53 梅州市 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书画特色

54 梅州市 蕉岭县蕉岭中学 合唱滋养心灵  艺术浸润人生

55 梅州市 五华县华强学校 舞动中国

56 惠州市 惠州市实验中学 艺术教育生活化

57 惠州市 博罗县福田中心小学 合唱

58 惠州市 惠州市麦地小学 软陶艺术

59 惠州市 龙门县平陵中心小学 戏剧

60 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惠州一中东江学校 戏剧语言艺术

61 惠州市 惠东县惠东荣超中学 街舞艺术

62 惠州市 龙门县永汉中学 龙门农民画

63 惠州市 惠东县平山中心小学 语言艺术

64 汕尾市 陆丰市东海龙潭中学 美术

65 汕尾市 陆丰市龙湖学校 书法

66 汕尾市 陆河县上护中学 美术

67 东莞市 东莞市虎门外语学校 管乐团

68 东莞市 东莞市石碣四海学校 书法

69 东莞市 东莞市中堂镇实验中学 陶笛

70 东莞市 东莞市常平第四小学 创意手工

71 东莞市   东莞市莞城建设小学 击趣精彩童

72 东莞市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实验小学 见人见物见生活 捏塑拼涂做传承

73 东莞市 东莞市道滘镇新城小学 “DIY立体纸艺”

74 东莞市 东莞市中堂镇槎滘小学 硬笔书法

75 中山市 中山市五桂山桂南学校 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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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学校 艺术特色项目名称

76 中山市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 书法

77 中山市 中山市南区竹秀园中心小学 合唱

78 中山市 广东省中山市实验中学 合唱

79 中山市 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 合唱

80 中山市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 舞蹈

81 江门市 开平市金山中学 书法

82 江门市 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 戏剧

83 江门市 鹤山市沙坪街道第七小学 管乐

84 江门市 江门市陈白沙小学 陶笛

85 阳江市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阳东学校 美术

86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阳东一问学校 陶艺

87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第四小学 舞蹈

88 湛江市 遂溪县黄学增纪念中学 书法

89 湛江市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书法

90 湛江市 廉江市第六小学 书法

91 湛江市 廉江市第五中学 美术、音舞

92 湛江市 吴川市沿江小学 诗歌

93 湛江市 廉江市第十九小学 艺术合唱团

94 湛江市 雷州市附城中学 艺术教育

95 茂名市 茂名市福华小学 管乐艺术教育

96 茂名市 高州市文明路小学 课间舞

97 茂名市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电白学校 书法

98 茂名市 信宜市华侨中学 书法

99 肇庆市 四会市四会中学 陶艺

100 肇庆市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小学 砚道教育

101 肇庆市 肇庆市第四小学 小学狮艺文化特色艺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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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肇庆市 怀集中学 书法

103 肇庆市 广宁县第一小学 艺术社团

104 肇庆市 肇庆市第一小学 书法

105 肇庆市 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真光中心小学 民乐

106 清远市 阳山县碧桂园小学 水墨画

107 清远市 清远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融入清城本土文化, 打造水墨特色校园

（水墨画项目）

108 清远市 英德市第七小学 版画

109 清远市 清远市清新区第三小学 葫芦丝特色校园

110 潮州市 潮州市湘桥区实验学校 潮汕童谣

111 潮州市 饶平县黄冈镇中心小学 儿童戏剧

112 潮州市 潮州市湘桥区阳光实验学校 潮州大锣鼓

113 潮州市 潮州市湘桥区城西中学 合唱团

114 揭阳市 普宁市流沙第一实验小学 版画工作坊

115 揭阳市 揭西县京溪园中学 美术

116 揭阳市 揭阳市榕城区仙滘学校 舞蹈

117 揭阳市 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硕榕中心小学 音乐

118 揭阳市 揭阳市揭东区第二小学 合唱

119 云浮市 罗定实验中学 硬笔书法

120 云浮市 罗定市罗城中心小学 丙烯画

121 云浮市 西江中学 手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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