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惠济区2021年度教育科学结项课题暨获奖成果一览表

科研成果一等奖
序号 课题名称 成员1 成员2 成员3 成员4 成员5 单位

1 小学低段学生课堂倾听习惯培养策略的研究 魏欢 韩雪 孟仙梅 王蒙蒙 王超男 惠济区双桥小学

2 小学中段语文“学为中心”课堂评价实践探究 任丽霞 胡玉肖 郭艳坪 王慧婷 程康利 惠济区教研室

3 小学中段语文随文练笔有效性的实践研究 王 娜 朱晓莉 刘轲 兰金萍 李君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4 小学低年级学生写话训练的研究 王爽 王瑞娟 刘璇 王莉惠 马雅倩 郑州市惠济区香山小学

5 初中语文口语交际教学有效性的策略探究 晁凤月 高轲 孙梦佳 高雅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6 提高小学生课外阅读的有效性的研究 陆亚环 秦爱花 白莲蒂 朱书香 杨刘建 郑州市惠济鹤立学校

7 促进农村中学数学后进生转化的课堂评价策略研究 刘峡 杨艳霞 张佳凝 侯忻利 赵敏 郑州市惠济区第六中学

8 小学生数学计算能力的培养研究 刘晶 王海霞 武建平 王玉生 张蒙 郑州市惠济区岗李小学

9 小学数学作业设计的实践研究 杨然 朱晨辉 靳璐 王晗 吴亮 惠济区实验小学

10 提高小学高段数学语言表达能力的实践研究 付晨晨 王葆荣 贾培丽 李亚文 张培培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11 “学为中心”课堂评价“两个最大化”实现路径的实践研究 兑继华 闫欣欣 赵文静 崔靖雨 王怡楠 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12 基于语用理念下的小学英文歌谣教学实践研究 韩欣里 张彬 贾楠 韩青燃 孙媛媛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小学

13 “微视频”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康宁 张盛洁 景晓明 李旭佳 邓超男 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14 农村大班幼儿隐私部位自我防护意识培养策略研究 刘海燕 千慧君 岳丽娜 王新芳 张丽平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幼儿园

15 小学初任教师课堂管理能力提升的策略研究 张璐 杨丽梅 周贵晓 刘勤钰 李晓宇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16 偏远地区小学职初班主任班级管理的策略研究 魏窈婷 张红星 邵北 王慧贤 吕朋梅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实验小学

17 通过角色扮演对小学生进行生涯启蒙的实践研究 彭秋晨 许书亚 卫洁 郑州市京水回民小学

18 初中历史“学为中心”课堂中问题设计的实践研究 王莹 吕珂 何璐 李新瑞 李云飞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19 提升教师分析幼儿绘画作品能力的实践研究 薛  丹 张蔷薇 赵燕华 孙娟娜
惠济区实验幼儿园

绿源园区

20 基于政治核心素养下中学生劳动精神的培养研究 常腾飞 岳志华 索一萍 杜朝霞 马颖博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21 生活化教学策略应用于小学高段科学的实践研究 梁   纺 崔敬敬 郝晗妤 陈琼琼 曹富林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22 小学生学业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实践研究 王锡敏 陈玉霞 张硕 张国玉 王玉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23 农村小学劳动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研究   郭娉婷   闫晓文 王春玲 陈园园 张蒙 郑州市惠济区岗李小学

24 儿童本位理念下中班幼儿绘本剧的实践研究 王中华 张晓青 常凤丽 贾璐 杨丹丹
惠济区实验幼儿园

东风园区

科研成果二等奖

25 学为中心背景下学探展研模式应用于初中文言文教学的研究 刘玉玲 何彩红 张倩 吕梦柯 刘兰欣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26 小学高年级减少错别字对策的研究 张静 王延梅 史育红 李艳新 陈璐聪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27 小学语文高段高效教学文言文的方法研究 周梦娜 杨桂芳 杨雅文 李茜 南阳小学

28 小学中段基于“学为中心”课堂小组合作学习方式的实践研究 胡玉肖 王慧婷 杨晨 马玉红 任寒雪 郑州市惠济区香山小学

29 提高中段小学生识字兴趣的实践研究 刘丽 宋丽玲 符露 韩阳 任凯悦 长兴路实验小学

30 小学低段数学练习设计有效性的实践研究 蔺松栋 牛淑方 王瑜 冯妍 长兴路实验小学

31 提升初中数学复习课教学有效性的策略研究 刘彩霞 建晓宇 田振宇 郭艳娜 申奔驰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32 小学低段错题本有效性的实践研究 张会香 石攀攀 赵芳 左冰 马文瑞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33 小学数学课堂运用错误资源开展有效教学的实践研究 李银梅 丁慧洁 张楠 张璐 谢广明 惠济区黄河桥小学

34 小学数学低段学生课外阅读策略的研究 贾莹丽 张亚楠 宁宁 王爱丽 黄亚楠 长兴路实验小学

35 小学图形与几何教学中小组合作的有效性研究 张长粉 王德 王琳 杨丽纳 王洁 江山路第一小学

36 核心素养下农村中学英语有效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张晓艳 陶如意 李素萍 孙志娟 惠济区第五初级中学

37 信息技术手段在打造小学高效英语课堂的实践研究 宫海涛 阎鑫 侯方云 胡芳芳 史甜甜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38 郑州地方史融入高中历史校本课程的实践与研究 张亚男 刘景文 王云 郭占芳 田继梅 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39 小学体育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实践研究 李向辉 刘向前 贾丽娟 王静 白德慧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40 中小学班级管理中“因材施教”策略研究 薛彦 高松朝 王琼华 方婷 陈爱玲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41 黄河泥塑中教师指导能力提升的策略研究 蒋丽萍 王沙沙 赵彤 何英英 王旗 惠济区实验幼儿园祥云园区

42 提升城郊小学低段学生文明礼仪的实践研究 赵刘豪 宋俊英 冉小芹 王慧妍 弓宝珠 郑州市惠济区青寨小学

43 初中地理实践活动的校本资源开发与建设 蔡伟杰 申奔驰 王莹 李敬茹 建晓宇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44 以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科技创新制作能力的实践性研究 沈慧丽 孟明鑫 吴雪颖 惠济区第五初级中学



结项课题

45 《小学数学学习效果与布置作业相关性研究》 杨文姝 张金庆 王瑞青 张小霞 惠济区杜庄小学

46 《培养小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研究》 赵秋芳 杨薛 罗培 连玮 刘鑫 郑州市惠济区弓寨小学

47 初中数学分层作业设计策略的研究 何 昕 孙二永 何莉娟 郭红丽 侯颖 惠济区第五初级中学

48 小学高段数学自制学具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策略研究 靳璐 王葆荣 魏小丽 白雪 杨然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49 培养小学生数学学习中纠错习惯的实践研究 张宁 黄路菲 付小青 邢鹏娟 杜世华 长兴路实验小学

50 培养小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策略探究 武方园 李琳 胡建平 王莉霞 郑州市惠济区保合寨小学

51 小学低段数学课堂提问的现状与策略研究 吕婉璐 杜丹 魏小丽 胡乙星 杨然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52 小学高段学生数学语言表达能力提升的实践研究 王春芳 郭海黎 孙梦璇 孟仙梅 冯少姝 惠济区双桥小学

53 小学中段数学作业创新化设计的实践研究 杨杨 赵阳雪 宁宁 梁慧丽 长兴路实验小学

54 低年级绘本阅读中思维训练形式的研究 王娟 王新霞 申菲菲 张丽华 楚玉红 惠济区新城路小学

55 课外阅读对小学中段学生的心理影响 张明格 姬赛赛 张靖岚 刘伟 贺晨迪 郑州市惠济区薛岗小学

56 提高中职生文言文学习效率的策略研究 朱兆可 田安欣 王婷 刘二丽 吴秋霞 郑州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57 小学低段绘本阅读教学研究 孟仙梅 王春芳 魏欢 韩雪 孙梦璇 惠济区双桥小学

58 巧用小古文提升小学中高段学生对文化的传承与理解能力 焦素青 张宏华 田娜 刘青云 孔研 郑州市惠济区银山路小学

59 基于学科素养的小学生全科阅读实践研究 王玉红 张璐 王鹏君 王帅 刘鑫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60 课外阅读在提高小学生语言能力的作用  姬赛赛 何英英 张明格 徐献美 张靖岚 郑州市惠济区薛岗小学

61 围裙剧对提升幼儿语言能力发展的实践研究 邹凤梅 李超慧 冯甜田 房小艳 白万宝
惠济区实验幼儿园

英才园区

62 小学语文低段口语交际课堂教学的策略研究 王智坤 任娜娜 杜端阳 焦校丽 刘莉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63 农村幼儿园提高教研活动有效性的实践研究  马小艳  崔娟 崔一阅 王姗姗 朱俊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幼儿园

64 小学低段学生音乐学习兴趣培养的实践研究 刘怡杉 栗宇慧 董可心 于珂珂 秦赛赛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65 农村小学生厌学情绪的调查研究 梁真 金娜 武贞 武冰洁 冯晓 惠济区古荥小学

66 STEAM教育理念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张艺文 侯明璐 焦瑞 毛淑芃 王艳丽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67 制约中学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刘苗 吕梦柯 刘兰欣 张晓君 杜佩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68 初中分层布置英语作业的有效性研究 王欣 董淑锋 牛林 杜佩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69 信息技术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的有效运用与研究 马倩 宋影影 高嘉 秦婷 郑秋艳
    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办事处

中心幼儿园



70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提问有效性的实践研究 焦瑞红 孙晓雪 闫春敏 杨淇 路文明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71 农村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生生互动指导策略的研究 安文姣 王爽 李琦 李佳雪 柴智星 惠济区南王村小学

72 寓教于乐视域下节奏训练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的运用研究 岳双燕 张琪琪 朱琪琪 魏巍 孙飞 郑州市惠济区锦艺实验小学

73 小学生图形化编程提高逻辑思维能力的实践研究 董巧玲 王 磊 焦素青 王慧霞 刘青云 郑州市惠济区银山路小学

74 通过物理实验提升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实践研究 魏守玉 陈瑞勇 王俊英 高慧然 赖可 惠济区教研室

75 培养小学生实验技能的实践研究 赵京义 王彩霞 长兴路实验小学

76 小学低段学生劳动习惯培养的实践与研究 田二娜 胡晓 姬羽佳 陈琨 朱品品 郑州市惠济区胖庄小学

77 自制（教）学具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黄柏香 吕文峰 刘晓璐 李依格 王瑛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78 高中班主任与“问题”学生的诊疗策略研究 杨开幻 杨晓康 史玉芳 李艳青 帖帅 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79 “美善卡”有效使用的实践研究 范广全 王玉珍 董颖 李玲珂 赵帅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80 农村小学低段后进生的成因及转化策略研究 王瑞 冉小芹 宋俊英 张景荟 焦雪茹 郑州市惠济区青寨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