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地市 学校 传承项目名称

1 广州市 广州市晓园中学 陶塑

2 广州市 天河区石牌小学 粤剧

3 广州市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培新学校 钉金绣

4 广州市 广州空港实验中学 广绣

5 广州市 广州市黄埔区沧联小学 扎染、锤染

6 广州市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富丽小学 水墨画

7 广州市 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小学 书法、篆刻

8 广州市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小学 古琴

9 广州市 广州市黄埔区会元学校 书法

10 广州市 广州市司法职业学校 武术

11 广州市 广州市南沙鱼窝头中学 传统南狮

12 广州市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潮州功夫茶艺

13 深圳市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第二小学 童味本草

14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福南小学 少儿漆画

15 深圳市 深圳市碧波小学 烙画

16 深圳市 深圳市南山区卓雅小学 国学经典诵读

17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龙西小学 岩彩画

18 深圳市 深圳市光明区东周小学 新水墨绘本

19 深圳市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香蜜校区） 武术

20 深圳市 深圳市龙华区华南实验学校 岭南非遗舞蹈

21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凤凰学校 书法

22 深圳市 深圳市盐田区乐群实验小学 国学传统文化

附件1：

广东省中小学第三批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学校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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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深圳市 深圳小学 书法（篆刻）

24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海韵学校 书法、深圳市非遗舞蹈课程

25 珠海市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中心小学 书法

26 珠海市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 创意版画

27 珠海市 珠海市斗门区白石小学 竹板山歌

28 珠海市 珠海市平沙镇第三中学 醒狮运动

29 珠海市 珠海市九洲中学 墨彩敦煌

30 珠海市 珠海市金湾区林伟民纪念小学 武术

31 汕头市 汕头市龙湖区西南小学 传统手工技艺（钩花）

32 汕头市 潮南区陇田镇浩溪学校 书法

33 汕头市 汕头市澄海澄华小学 蜈蚣舞

34 汕头市 汕头市新乡小学 武术

35 汕头市 汕头市潮阳区城南第五小学 潮阳笛套音乐

36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传美承德·少儿粤剧

37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中学 篆刻

38 佛山市 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第一小学 扎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39 佛山市 佛山市第二十五小学 佛山剪纸艺术

40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第二小学 以玉立德 精雕细琢

41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实验小学 乐陶·陶艺

42 佛山市 佛山市禅城区湾华小学 佛山十番

43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粤剧

44 韶关市 南雄市第二小学 传统手工技艺陶艺

45 韶关市 乐昌市坪石镇金鸡小学 书法

46 韶关市 南雄市黎灿学校 南亩茶花灯

47 韶关市 广东省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书法（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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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韶关市 乐昌市新时代学校 花鼓戏

49 河源市 河源市源城区康宁路小学 客家猫头狮舞

50 河源市 龙川县老隆镇第二小学 象棋

51 河源市 河职院附属小学 书法

52 梅州市 五华县第一小学 木偶戏

53 梅州市 大埔县大埔中学 花环龙

54 梅州市 蕉岭县镇平中学 客家舞蹈

55 梅州市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中学 书画

56 惠州市 博罗县罗阳第五小学 书法

57 惠州市 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 版画

58 惠州市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客家山歌（惠东渔歌、惠阳皆歌）

59 惠州市 博罗县园洲中心小学 粤曲

60 惠州市 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中心小学 咏春拳、醒狮

61 惠州市 博罗县榕城中学 书法、篆刻

62 惠州市 惠州市南山学校
书法—传统毛笔书法艺术与硬笔楷书

规范字的结合

63 汕尾市 汕尾中学 汕尾渔歌

64 汕尾市 香洲街道光明小学 非遗戏曲（白字戏）

65 汕尾市 陆丰市特殊教育学校 书法

66 汕尾市 陆河县水唇镇吉溪小学 书法

67 东莞市 东莞市沙田镇第一小学 莞草编织

68 东莞市 东莞市寮步镇河滨小学 金丝彩沙画

69 东莞市 东莞市道滘镇实验小学 少儿古琴艺术

70 东莞市 东莞市麻涌镇古梅中心小学 粤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71 东莞市 东莞市虎门镇金洲小学 书法

72 东莞市 东莞市大朗镇新民小学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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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东莞市 东莞市石碣实验小学
“身正则刚直，心正则笔正”书法教

学

74 东莞市 东莞市石龙镇中心小学西湖学校 书法（硬笔书法）

75 中山市 中山市沙溪镇云汉小学 醒狮

76 中山市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 东乡民歌

77 中山市 中山市大信学校 陶艺

78 中山市 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小学 陶艺

79 中山市 中山市三乡东华学校 民族民间音乐

80 中山市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第二小学 书法

81 中山市 古二小学 书法

82 江门市 台山市斗山镇浮石小学 浮石飘色

83 江门市 江门市新会陈经纶中学 葵艺

84 江门市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联育小学 醒狮

85 江门市 江门市紫沙小学 剪纸

86 江门市 开平市开侨中学 书法（篆刻）

87 江门市 台山市李树芬纪念中学 广东音乐

88 江门市 鹤山市沙坪街道第三小学 民乐

89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阳东中学 书法

90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中心小学 中华小四弦

91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实验学校 中国画

92 阳江市 广东两阳中学 书法

93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红丰镇塘围初级中学 书法

94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北惯镇中心小学 手工技艺

95 湛江市 遂溪县遂城第四小学 美术

96 湛江市 湛江市第七小学 传统乐器伴奏下的经典诗文吟唱

97 茂名市 信宜市第三小学 粤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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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茂名市 茂名市祥和中学 书法

99 茂名市 高州市南塘镇南塘中心学校 书法教育

100 茂名市 茂名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职德

育新形态

101 茂名市 广东高州师范附属第一小学 书法 粤剧 版画

102 肇庆市 四会市华侨中学 剪纸

103 肇庆市 广宁县第六小学
竹编艺术（竹编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4 清远市 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中心小学 清远本土非遗项目布贴画

105 清远市 连南瑶族自治县香坪镇中心学校 瑶族长鼓舞

106 清远市 连州市瑶安民族学校
瑶族高台小长鼓舞（广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

107 清远市 清远市清城区飞来峡镇第一初级中学 剪纸艺术

108 清远市 英德市华粤艺术学校 剪纸

109 潮州市 潮州市湘桥区城南中学 潮绣

110 潮州市 潮州市高级中学 潮州歌册

111 潮州市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庵埠小学 国画

112 潮州市 潮州市金山中学 民族民间音乐（潮州音乐）

113 潮州市 潮州市枫溪区枫二小学 泥塑

114 潮州市 饶平县钱东中学 潮州大锣鼓

115 潮州市 饶平县大埕镇中心小学 书法艺术

116 揭阳市 榕城区梅云街道办事处奎地小学 书法

117 揭阳市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潮汕民间美术

118 揭阳市 揭阳岐山学校 剪纸

119 揭阳市 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硕联小学 书法（篆刻）传承

120 揭阳市 惠来县溪西中学 潮汕英歌舞

121 云浮市 罗定市喜耀粤西学校 扎染

122 省直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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