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惠济区 2022 年度教育科学结项课题

暨优秀科研成果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中心学校、局直中小学（幼儿园）、二十中及科专：

根据工作安排，惠济区教科室对惠济区 2022 年度教育科学

立项课题进行结项鉴定和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审。在各单位初评

推荐的基础上，区教科室组织评委对申报的结项课题进行了网络

查新鉴定和成果评审。经区教科室审核，准予结项课题 95 项，

评选出优秀教育科研成果 70 项，其中一等奖 29 项，二等奖 41

项。现将结项课题和获奖成果（见附件）予以公布。

附件：惠济区 2022 年度教育科学结项课题及获奖成果一览表

郑州市惠济区教育局教科室

2023 年 3 月 14 日



附件：

惠济区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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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策略研究 刘海瑞 原宁 王慧娜 王颍 刘炯炯 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小学

2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小学语文识字教学策略研究 张一帆 张瑞娜 刘兆芊 李琪 雷雯皓
郑州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

学

3 语文应用性文体教学中朗读弱化现象追因及改善策略实践探究 邵雨香 王捧 孙梦佳 张晓晨 申林 郑州市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4 依托“快乐读书吧”构建课内外一体化的阅读课程 赵杰 毛秋风 李丹丹 杨广莉 王娟 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5 小学低段语文大单元识字教学研究 任丽霞 周会会 靳梦娜 邹媛媛 王珍珍 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6 初中语文优化整合作业设计研究 王玉龙 祁冬梅 张凤兰 杨金梦 李洋洋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7 双减下一年级学生数学计算能力的培养研究 刘瑾钰 陈青 马琳 赵银鹤 候菊芳 郑州市惠济区南阳小学

8 小学数学有效使用演草纸的实践研究 李艳娇 王亚鸽 刘晴晴 闫烁烁 周倩 惠济区大河路中心小学

9 “双减”背景下优化小学高段数学课堂作业的实践研究 张艺帆 米稚静 武小贝 杨姗姗 邢惠娟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10 在小学数学活动中实施项目式学习的行动研究 翟桂琴 李亭 吕思思 霍小敏 张硕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11 “转化思想”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李艳青 罗旭 刘秀丽 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12 小学高段英语阶梯式写作教学指导在单元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张颖 侯明璐 王海霞 米杏楠 田争利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13 双减视角下初中英语分层高效作业的建构研究 张志华 陶如意 邵丹 朱成梅 杨瑞瑞
郑州市惠济区第五初级中

学

14
基于高中地理新教材培养高中生

资源保护观念研究
尚彩怡 王家楠 宋聪瑜 郑州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15 小学生学习幸福感提升的实践研究 杜思晗 靳爱萍 蔡平 欢钰然 王亚菲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16 "双减"视域下初中班主任学习力提振路径研究 孙惠玲 雷双粉 葛兰 张婉婷 马缨然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

学

17 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材料投放的实践研究 杨振威 张春晓 蔡宇飞 周瑞鹏 惠济区实验幼儿园

18 学校课题研究“阶梯式”行进的策略研究 宋彬彬 马俪 李倩 吴亮 谢留娟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19 在健美操社团设立男团提高男生参与率的实践研究 孟建花 张佳熙 马超 宋洁 樊月丹 郑州市惠济区胖庄小学

20 “双减”下的汉语拼音教学策略 李艳敏 张靖岚 徐颖超 张引引 王欣然 惠济区薛岗小学

21 幼小衔接背景下大班幼儿学习准备活动的实践研究 王姗姗 吴萌萌 师贵州 张阳 连燕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幼儿

园

22 小学科学课堂中控制变量法的教学研究 渠美娇 姚婧琦 李志英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路小学



23 小学中段学生实验现象描述能力提升的研究 付萍 李浩佳 吕海涛 李翠杰 周双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24 “双减”背景下小学低段英语单词作业设计的研究 谢金珊 李蒙 于娜 潘雅 李萌 郑州市惠济区南阳小学

25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英语学科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实践研究 张璐 任普 张毓 王俐 黄若男 郑州市惠济区黄河桥小学

26 新高考形势下以绘本为载体的高中美术课程实践与研究 伍成兵 闫晶晶 李慧静 李星樾 曹力予 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27 整校推进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实践研究 张迪 牛玉平 赵阳 王亚勤 刘林波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28 中学数学“学为中心”课堂教学有效形态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兑继华 王文山 刘沙 李娟 郑州市惠济区教学研究室

29 五育并举下的小学德育评价体系的研究 李燕芳 刘晴晴 李慧 王梦姣 韩晓莹
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中心

小学

科研成果二等奖

30 基于学科素养的小学生高段全科阅读实践研究 孙晓蓉 王帅 王梦伟 李一凡 冯晓慧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31 运用绘本开展小班幼儿情绪教育的实践研究 张晴 何琛 周洋 李梁青 汪倩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惠济园

区

32 小学高年级语文文言文教学优化的策略研究 李晓宇 王延梅 王靓 张静 陈璐聪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33 “双减”背景下小学高年级语文课堂气氛调动方法的策略研究 李帅星 李慧 曹亚平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实验

小学

34
提升农村初中语文作业设计有效性的实践研究

——以部编版八年级语文为例
米俊蕾 郑阿芳 张旭静 运永娜 康文博

郑州市惠济区第五初级中

学



35 “双减”背景下低段语文综合实践作业设计的研究 李娇 李林曼 青瑶 高洁 吴珂
郑州市惠济区兴隆铺路小

学

36 “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实践性作业设计探究 杜端阳 任娜娜 郭智慧 张玮 申倩粼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37 小学中低段语文绘本阅读与教材融合的实践研究 李珩 赵伟玲 石倩 汤贺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38 利用实践性作业发展小学中高段学生思维能力的探究 刘俊霞 罗培 赵秋芳 连玮 刘鑫 郑州市惠济区弓寨小学

39 在家园合作中提高农村大班幼儿数学能力的实践研究 千慧君 梁雪丽 刘海燕 王亚楠 王双
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街道

办事处中心幼儿园

40 “双减”政策下一年级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策略研究 刘征瑞 黄景洒 王梦珂 袁艳花 郭姣阳 郑州市惠济区金洼小学

41
“双减”背景下小学高段数学复习课从“碎片化”到“整体化”

的教学实践研究
田志豪 李圆圆 魏欢 韩雪 王蒙蒙 惠济区双桥小学

42 “双减”政策下小学低段数学作业设计策略的有效性研究 赵丽莹 李洁 李鸿黎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43 “双减”背景下小学低段数学非书面作业设计的研究 杨晓 王明霞 郭江艳 张美灵 兰莹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小学

44 “双减”背景下构建低年级生态课堂的实践研究 梁莉 郭静 麻苗苗 张翠 连宇婧
郑州市惠济区兴隆铺路小

学

45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学视角下幼小衔接教育有效性研究 李树凡 徐路恩 石攀攀 位汝豪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46 基于“出声思考”方法的小学数学解决问题教学策略研究 孙玉 吕思思 李亭 张硕 张国玉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47 依托中学数学课本“读一读”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策略研究
皇甫文

娟
崔志刚 马雪婷 李康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48 小学数学中“出声思考”辅助教学的实践应用研究 李华东 霍小敏 牛玉平 陈琼琼 张国玉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49 双减背景下小学英语高段课堂教学评价策略研究 尹冬丽 王玉红 牛丽聪 李佳 丁雪伟 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小学

50 双减背景下小学高段英语作业评价的多样性探究 李晨茜 李文君 李佳霖 郭益光 韩红娟 郑州市惠济区弓寨小学

51 单元整体教学与具体情境相结合促进中学生有效学习初中地理 张旭惠 崔丽慧 肖恒明 李婷 韦文雅 郑州惠济外国语中学

52 STSE 理念下的初中生物学大单元作业设计研究 崔建梅 姚晓寒 赵婉茹 许亚珍 张会勤 郑州惠济外国语中学

53 小班一日活动中幼小衔接的实践研究 朱水兰 宫斐斐 田松丽 沈子媛 王玥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街道办

事处中心幼儿园

54 本土文化再幼儿园泥塑活动中的实施研究 陈丹丹 朱倩 徐艺嘉 白潇然 阴亚男 惠济区实验幼儿园

55 在户外自主游戏中促进大班幼儿计划意识与能力的实践研究 杨净茹 周洋 张嘉琪 张冬静 贾紫晴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惠济园

区

56 “双减”政策下指导小学生科学管理课余时间的实践与研究 范英英 许林露 范玉靖 阴玉慧 赵春虎
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第一

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

57 小学高年级异质分组座位编排模式的实践研究 耿芳芳 青雅燕 赵利霞 孙璐 周会会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58 “双减”背景下小学高段班干部管理能力培养实践研究 付海瑞 沈小贤 徐梦倩 张玮 张瑞娜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59 小学高段学生坚毅力培养的策略研究 崔丽娟 张锦琳 张莉 朱改玲 弓璐璐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60
“双减”背景下项目式学习活动

对小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提升的实践与研究
李琦 安文姣 张传丽 王丹 柴智星

郑州市惠济区毓秀路实验

小学



61 家园合力做好幼小衔接能力与习惯的研究 李军燕 宋晓洁 陈莉芳 李京 李娜
惠济区江山路街道办事处

中心幼儿园

62 “双减”政策背景下增强班主任工作有效性研究 姬赛赛 姬赛赛 何英英 张明格 张靖岚 惠济区薛岗小学

63 “双减”背景下信息技术与学科课堂教学有效融合策略的研究 高慧慧 冉国旗 李璐 张凤晓 张晗 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小学

64 幼儿园中班幼儿生活活动中常规培养的策略研究 蔡宇博 王菁宇 张丁玲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第一

幼儿园

65 “双减”背景下小学班级合唱教学的策略研究 郑杨柳 许白雪 王雪颖 陈佩颜 王冠楠 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小学

66 课程融合背景下以“劳”育德的实践研究 孙乔雪 张红红 李臻 朱婷婷 李慧鹏 郑州市惠济区第六中学

67 幼小衔接视角下中班幼儿社会适应性提升的实践研究 刘彩云 李华东 陈心梅 徐杰 惠莉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幼儿

园

68 劳动教育融入小学其他学科教学的策略研究 禹晓 胡丽娟 李艳华 安梦鸽 李娜
郑州市惠济区绿源实验小

学

69 关于构建“唤醒课堂”课堂新样态的实践性研究 高淑萍 冯二伟 秦慧星 赵婷 李彩宏 惠济区安澜小学

70 园本教研中区域游戏材料有效性提升的策略研究 马小艳 崔娟 段锦锦 惠莉 崔一阅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幼儿

园

结项课题

71 利用情境创设提高小学高年级学生写作能力策略的探究 赵玲玲 轩伟刚 许倩 李文君 郑州市惠济区弓寨小学

72 “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中段分层作业设计的策略研究 李姣 孙灿 郭海黎 潘晓丽 孟仙梅 惠济区双桥小学



73
“双减”政策下农村中段小学生自主选择“语文单元作业自助

餐”的实践与研究
李丹丹 毛佳 赵杰 胡晓 弓倩楠 郑州市惠济区胖庄小学

74 农村小学低年级学生汉字书写规范性提升的策略研究 徐培 李岩 李红 刘康 郑州市惠济区保合寨小学

75 “双减”视域下小学高段语文作业优化设计的实践探究 王慧敏 袁凤云 赵佳华 王晓潇 王珍珍 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小学

76 双减之下中段语文分层作业设计有效性的研究 张丽华 王娟 郭贝丽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路小学

77 农村小学中高段语文课堂师生互动的教学策略研究 苑书霞 曹露露 李花蕊 刘铮 李楠 郑州市惠济区绿荫路小学

78 小学高段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研究 李晓娟 王宝丽 刘志芳 吴丽可 张文蓉 郑州市惠济区金洼小学

79 幼儿园中班幼儿阅读兴趣提升的策略研究 纪梦梦 陈莹 杨萌嫄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第一

幼儿园

80 “双减”背景下小学中段语文作业设计的研究 焦静怡 梁爽 李露露 黄佳佳 刘丹丹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81 延时政策下提升农村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研究 唐幸玲 孙莲
刘旭飘

冉
韩晓会 张闪闪 郑州市惠济区石桥小学

82 小学空间与几何教学中小组合作的有效性研究 王德 张长粉 王琳 王洁 乔倩玉
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第一

小学

83 提升小学低段数学利用画图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实践探究 户鸣风 刘冰 王爽 郑州市惠济区香山小学

84 农村小学数学高段分层作业设计的研究 应丹凝 刘芳铭 刘建森 孙璐 孔珊珊 郑州市惠济区胖庄小学

85 “双减”背景下小学高段英语学困生转化策略研究 王晓曼 周胜男 张博涵 惠济区铁炉寨小学



86 “双减”背景下小学英语作业体系优化的实践研究 韩青燃 韩欣里 刘艳珍 孙媛媛 孙莹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小学

87 英语教学中课内外阅读相结合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研究 曹宇 王丹华 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88 “双减”背景下思维导图在初中复习课的应用研究 付瑞 武凤梅 郑州惠济外国语中学

89 "思政一体化"背景下提升初中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实践研究 李瑞婷 徐慧峰 建晓宇 王莉荣 王祥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90 “双减”政策背景下班级文化建设研究 姬赛赛 毛燕 王靓 张璐瑶 耿沛 惠济区薛岗小学

91 小学音乐教学中开展体态律动教学的行动研究 李远莹 韩祎 薛彦 孙志红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92 新课程背景下小学信息技术教师教学胜任力研究 贺玲 刘琼 刘娟
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第一

小

93 九年级巧用小专题提升学生物理素养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李俊香 魏守玉 喻琪 孙慧敏 苗萌馨
郑州市惠济区第五初级中

学

94 文学素养对提高小学生歌唱情感表达的实践研究 周超强 李育淼 秦慧星 郭亚娟 惠济区安澜小学

95 利用“印章”进行信息技术学科过程性评价的策略研究 黄盼盼 安梦鸽 李娜 魏明月 李秋涵
郑州市惠济区绿源实验小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