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2023 年度教育科学课题开题报告活动安排

组别 主题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单位 协调员 地点

1

课堂

教学

研究

共同

体

初中道德与法治大单元视域下复习课的策略研究 王秀芳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岳志华
郑州四中

实验学校

新课标下改进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评价的探索 杨淑莉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深度学习策略的实践研究 杜朝霞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素养导向下道法学科项目式学习策略的实践研究 李娟 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素养立意下初中地理试题命制的策略研究 倪婷 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小学科学教学策略研究 杜丹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小学中段学生实验现象描述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付萍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思政教育融入小学美术教学的实践研究 王云 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小学

“双减”背景下小学美术大单元教学探究 李晓东 郑州市惠济区毓秀路实验小学

2

课堂

教学

研究

共同

体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小学数学大单元教学有效性探究 李亚男 郑州市惠济区铁炉寨小学

关红燕
大河路中

心小学

基于核心素养小学数学高段命题设计的研究 靳璐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数与运算一致性”视角下的单元整体教学行动研究 崔静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数学计算能力的培养策略研究 李航 郑州市惠济区绿荫路小学



基于新课标下创编数学游戏在小学低段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屈梦如 郑州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思维导图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和阅 郑州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大班数学区域活动中教师的指导策略研究 张珂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幼儿园

两位数加法和减法算理理解的实践研究 吴亮 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3

课堂

教学

研究

共同

体

跨学科视域下小学数学主题式学习的教学策略研究 孔欣欣 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第一小学

谢留娟
区实验小

学

农村小学低年级学生体能发展的实践研究 李明芳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与数学融合创设高效课堂的实践研究 马灵敏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音乐课堂中创设学习情境的策略研究 张羽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路小学

小学音乐欣赏课的教学策略研究 金翠霞 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小学音乐小钟琴进课堂的教学策略研究 黑亦曙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新课标下小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生词处理的策略研究 于娜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实验小学

多模态话语分析在小学中段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裴永辉 郑州市惠济区青寨小学

4

课堂

教学

研究

共同

体

基于大概念的小学高段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策略探究 李佳霖 郑州市惠济区弓寨小学

孙惠玲 惠济一中

美术元素对小学高段学生英语学习能力提升的策略研究 南景霞 郑州市惠济区绿荫路小学

基于情境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设计实践与研究 陈姜红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初中英语单元整体设计实践与研究 孙惠玲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依托乡土文化开发初中英语课程资源的策略研究 冯静 郑州惠济外国语中学



抛锚式教学下中职生英语词汇教学策略探究 李丹 郑州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双减”政策下小学英语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刘英 郑州市惠济区鹤立学校

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 许帅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中学英语素养立意下的试题命制实践研究 陶如意 惠济区第五初级中学

基于主题意义的小学英语综合实践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研究 侯明璐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5

课堂

教学

研究

共同

体

“双减”背景下小学文言文教学策略研究 葛佳佳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实验小学

任凯悦 新城路小

学

小学语文高段“整本书阅读”教学有效策略研究 刘硕 郑州市惠济区绿源实验小学

学习任务群视域下小学高段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策略研究 乔娜 郑州市惠济区薛岗小学

大概念视角下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实施策略研究 李贝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效渗透的实践研究 赵虹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实践探究

——以《西游记》为例
申林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小学语文基于学教评一致性的单元教学研究 程红霞 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小学中段开展趣味习作教学的实践研究 姚婧琦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路小学

6

班级

管理

研究

共同

体

基于班级共同体改善初中生学习倦怠的策略研究 张婉婷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吴亮 江山路第

一小学

小学高年级“五育”并举视域下班本评价体系研究 沈小贤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双减”政策下小学班主任班级管理策略探究 王靓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农村中小学班级管理中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 胡艳丽 郑州市惠济区第六初级中学



小导师制班级管理模式的实践研究 耿芳芳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生命安全教育融入小学班级管理的策略研究 许林露 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第一小学

“双减”背景下提升初中学生课余时间自我管理能力的策略研究 赵晓艳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在小学班队会活动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研究 陈娅兰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实验小学

农村小学新入职班主任专业能力提升的策略研究 李花蕊 郑州市惠济区绿荫路小学

中小学家校合作理念下的班主任管理策略研究 樊慧 郑州市惠济区锦艺实验小学

7

作业

设计

研究

共同

体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作业设计的研究 孙亚坤 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中心小学

张璐 艺术小学

体育家庭作业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实验研究 张惠茹 郑州市惠济区八堡小学

基于单元整体设计理念的小学英语分层作业设计有效性策略研究 杨珍珍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效果优化的实践研究 张璐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双减”背景下初中阶段名著阅读作业设计的实践研究 范香君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双减背景下初中语文单元预习作业设计与实施的策略研究 张倩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双减”背景下，农村初中数学提高课后作业效能的策略研究 郭丽恒 郑州市惠济区第五初级中学

“一题一课”模式在中考数学复习课中的应用探究 侯颖 郑州市惠济区第五初级中学

“双减”背景下地理实践力作业设计的实践研究 王华 郑州市惠济区第六中学

8

课程

建设

研究

古荥大运河文化资源在幼儿园园本课程中的开发与利用 王青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幼儿园
孟培

惠济六中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课程的思考与实践 沈子媛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中心幼

儿园



共同

体
二十四节气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实践研究 崔一阅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幼儿园

农村小学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实践研究 马倩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实光·成长”德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杨霄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小学劳动教育课程融合传统节日文化的实践研究 肖仪彬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美善家风”助力协同育人的实践研究 刘勤艳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班主任育人过程中渗透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 张昕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初中黄河文化研学课程网络评价实践研究 张红红 郑州市惠济区第六中学

《陶源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的实践研究 付珂 郑州市惠济区香山小学

9

教师

发展

研究

共同

体

基于学习任务群的小学中段语文阅读指导策略研究 邹媛媛 郑州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刘媛 79 中

农村幼儿园主干家庭家园有效沟通的实践研究 赵慧 郑州市惠济区春熙路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中师幼互动的研究 田松丽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中心幼

儿园

思辨能力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中有效运用的实践研究 郭智慧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幼小衔接视角下怎样提高小学低段家长陪伴孩子能力的策略研究 王文端 郑州市惠济区国基路小学

“四有”体育助力篮球技能掌握的实践研究 王仁静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小学语文第一学段多文本阅读议题确立的策略研究 王娜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问题链在初中英语深度阅读中的实践研究 李梦梦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10 学生 习作自评提高小学高段语文写作能力的实践研究 杨广莉 郑州市惠济区胖庄小学 武贞 金山路小



成长

研究

共同

体

学学科融合视域下学生阅读能力提升的方法研究 史风云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初级中学

区域活动中促进幼儿自主性发展的策略研究 贾妙倩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幼儿园

小学生小组合作学习中“假合作学习”现象的研究 王琛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开展民间体育游戏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实践研究 崔慧莹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积极行为支持”用于培养小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实践研究 孙琳 郑州市惠济区金山路小学

初中地理后进生课堂学习动机激发的实践研究 张金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八年级数学学习兴趣提升的策略研究 李敏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11

学校

发展

研究

共同

体

小学德育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贾盈盈 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第一小学

金翠霞

区实验小

学（纪元

校区）

小学“五全阅读”体系的建构与实践研究 李晓培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幼小衔接背景下大班幼儿劳动品质培养的实践研究 冯静 江山路街道办事处中心幼儿园

小学低年级班级文化建设实践研究 李娇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兴隆校区

幼儿园食育课程背景下教师对家庭食育活动指导的策略研究 邹凤梅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幼儿种养劳动能力的培养研究 甄蕾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惠济园区

区域材料投放中幼儿自主意识培养的实践研究 王乐乐 郑州市惠济区天地湾幼儿园

12

学生

成长

研究

共同

提升初中生课堂表达能力的实践研究 刘素珍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韩欣里

区实验

（英才校

区）

高中生化学学情分析实践研究——以元素化合物主题为例 陈瑞敏 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在游戏中提升中班幼儿合作能力的策略研究 房小艳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幼儿园英才园区



体 小学生习作表达能力提升的研究 赵杰 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基于教材文本提升学生习作素养的策略研究 马玉红 郑州市惠济区香山小学

13

综合

性研

究共

同体

跨学科项目化主题活动的实践研究——以甲骨文记事刻辞为例 李云霄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宋彬彬
东风路小

学

初中数学教学中跨学科素材的开发和应用实践研究 张晓利 郑州市惠济区第五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跨学科实践活动课程案例研究 王杰 郑州市惠济区第六中学

大班幼儿叙事性绘画活动的实践研究 贾亚洋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幼儿园祥云园区

提高幼儿园小班一日生活中过渡环节有效性的实践研究 台晓莹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惠济园区

基于 STEM 教育理念的小学体育社团活动教学研究 朱臣宇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路小学

深度学习下初中数学教师“错题资源”利用的实践研究 王怡楠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