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教秘基〔2022〕133号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2年安徽省基础教育省级

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通知

各市教育（体）局：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 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

通知》（教师函〔2022〕9号）和《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安徽

省 2022年基础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

荐工作的通知》（皖教秘基〔2022〕111号）等文件精神，经个

人（单位）申报、地市审核推荐、省级专家评选、委厅官网公示

等程序，确定 2022年安徽省基础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 143项（特

等奖 4项、一等奖 59项、二等奖 80项），现予以公布（名单详

见附件）。

本次获奖成果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经过多年努力取得的创造

性成果，充分体现了全省基础教育教学工作水平。希望获奖的单

位和个人深入总结经验，深化探索实践，进一步发挥引领、示范

和带动作用。各地各校及有关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认真学习借鉴和推广应用获奖教学成果，深入

推进基础教育教学领域各项改革，不断提升育人质量，大力促进

教育公平，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贡献。

附件：2022年安徽省基础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安徽省教育厅

2022年 11月 4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22年安徽省基础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持
人或主持
单位

主持人所在单位 成果持有者 获奖等次

1
开放课堂·活动育人·绿色发展：核心素养视域
下的初中地理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

陈  丽 合肥市第四十六中学
陈  丽 吴儒敏 吴大兵 徐作
尚 胡海光 冯  俊

特等奖

2
协同创构“悦纳课堂”实现“每一朵花都欣然绽
放”的探索与实践

阮成武 安徽师范大学
阮成武、王明芳、詹玉坤
、马  静、李  敏、许仁华

特等奖

3 加与减：黄梅戏儿童化的22年探索与实践 汪秋萍 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汪秋萍 方明惠 钱立青 王
俐 李睿 洪蕾

特等奖

4 知•行•创：中学科技创新课程建设的30年实践探索 方小培 合肥市第一中学
方小培 鲁先法 汤磊 钱立
青

特等奖

5 联合教研：指向高质量育人的深度教研实践范式 徐贵亮 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徐贵亮 朱成东 李应平王  
伟 徐  泓 柯志强

一等奖

6 区域性大规模线上教育教学安徽实践
安徽省电化

教育馆
安徽省电化教育馆  安徽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等奖

7 小学生责任担当素养培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邵春荣 合肥市梦园小学教育集团
邵春荣 吴晓娟 许晓红  方  
惠 但孝爱 徐  娟

一等奖

8 指向素养发展的中学语文项目化学习创新实践 辛卫华 芜湖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辛卫华、张  晋、樊  娟、
马晶晶、叶英英

一等奖

9
区域共享：构建劳动教育城乡共同体的“126”模
式

夏劲云 铜陵中学
夏劲云、江一新、马亮、
夏东、巫能亮、姚连军

一等奖

10
美育背景下“生活-情境-问题”美术教学体系建
构与实践研究

戴韵茹 合肥实验学校
戴韵茹  朱德义  钱立青 叶
传平 王建学 樊 珺

一等奖

11
合肥市普通高中学校全面育人评价改革16年的探
索与实践

王  勇 合肥市教育局
王  勇 叶传平 张勇健 李  
萍 王  妍 陈略韬

一等奖

12
易学•怡教•宜评:音频识字教学法的12年探索与创
新

冯  璐 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
冯璐 钱立青 傅洁 洪洁 许
治初 欧霞

一等奖

13 十七年内地西藏生数学思维培养的实践与创新 刘  丽 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刘  丽、董建功、管  艳、
刘  霞、张冬琴

一等奖

14
基于命题实践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化学试题质量
评估标准的构建与应用

徐泓 宣城市教学研究室
徐泓|朱成东、汪国华、魏
明贵、吴宣东、王娟

一等奖

15
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高中活动型思政课“四维三
度·双螺旋”教学路径

张立华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张立华、刘决生、高保卫
、侯新旺、程琦

一等奖

16
基于智慧学习空间的英语教学提质增效实施路径
的研究与实践

张  岚 合肥市第八中学
张  岚 赵  杰 刘和海 马爱
军  赵  明 张宇翔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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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凸显评价引领，培养创新人才——中学化学实验
教学的实践研究

马善恒 合肥市第六中学
马善恒、汪峰、朱成东、
徐伟、王后雄

一等奖

18 中学数学“误中悟”教育方式 唐录义 铜陵市枞阳县浮山中学
唐录义、陈良骥、朱贤良
、张君果、唐迎满、桂小
兵

一等奖

19
赓续延乔精神：高中信仰教育“4+”实践模式探
索

陈文贞 安庆市第一中学
陈文贞、舒兴庆、陈  垚、
黄姗姗、严雪梅、郑圆圆

一等奖

20
“一核七维四径”：普通高中教师专业能力智慧
评价系统构建与应用

蒋信伟 合肥市第一中学
蒋信伟 阮成武 王玉龙 张
大勇

一等奖

21 基于数字化实验的高中化学教学实践研究 任  峰 合肥市第一中学
任  峰 李友银 张典俊 郭孝
兵 陈中燕 武学良

一等奖

22 新时期中学语文点拨教学法的实践与研究 程丽华 芜湖市第一中学
程丽华、李平、许纪友、
李先虎、姜  丽

一等奖

23
以读促写 合作写作 自评互评——培养高中生英语
书面表达能力的实践研究

杨玉乐 合肥市第一中学
杨玉乐 王德美 刘晓静 吴
福军 朱丽君 胡晓娟

一等奖

24
智慧领航•双驱赋能•健康扬帆：信息技术与体育教
学深度融合及区域应用实践

张纪胜 合肥经开区社发局教研室
张纪胜 宋  旭 潘声福 袁圣
云 叶志强 余宏武

一等奖

25 “自育自学”育人模式35年研究与实践 张  琴 合肥实验学校
张  琴 方东玲 王轶敏  叶
传平 何  峻 王  强

一等奖

26 区域整体推进steam教育的持续探索与实践 田  钰 合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田  钰 陈明杰 光善慧 詹玉
婷 方  惠 胡  敏

一等奖

27
中学物理课程“教-学-评”一体化理论创新与实
践探索

陶士金 合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陶士金 邢红军 方  林 朱行
建 潘华君 邵  俊

一等奖

28 中学物理教学中数理融合的实践探索 杨培军 阜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杨培军、杨思锋、顾江鸿
、张士伟、杨海青、王伟
民

一等奖

29
素养导向的教学探索：指向语言能力素养培养的
高中英语三维语法教学研究与实践

侯姝琛 宿州市教科所
侯姝琛  杨娜  张玮蔚 李朴  
张姗姗   张艳艳

一等奖

30 写作教学设计案例开发与实践研究 杜红梅 阜阳师范大学
杜红梅、王从华、徐升、
毛新梅、李乐天、吕冰清

一等奖

31
区域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三位一体”实施
模式的实践研究

王  平
合肥市庐阳区青少年校外活

动中心
王  平 蔡  强 高  菲 彭  缨 
汪  娜 黄华清

一等奖

32
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精准教学系统的实践研究与
成效分析

章  伟 合肥市第九中学
章  伟 郭立军 朱光明 孙长
胜 王亚飞 张萍

一等奖

33
普通高中教学研评一体化课程建设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何  凌 安庆市第二中学
何  凌、鲍  睿、杨  春、
胡振中、田  捷、陈向华

一等奖

34
指向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培育的“数学画”教学
实践与探索

陈  昱 合肥市南门小学上派分校
陈  昱 刘珊珊 陶  红 徐芝
英 张  艳 朱素姗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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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智慧课堂环境下小学语文“3+X”教学模式实践
探索

朱林芳
合肥市高新创新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
朱林芳 陈连花 郭  萍 张雪
莲 许金芳 张  雨

一等奖

36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背景下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有效培育的研究

吴奇 阜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吴奇、徐淑红、刘雪娟、
丁艳、刘芳、刘大伟

一等奖

37
区域化中学数学青年教师专业发展“三三六”综
合素质培训与评价实践研究

许晓天 合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许晓天 张永超 胡善俊 陆  
勇 胡志杰 沐方华

一等奖

38
赋权、赋责、赋能：构建学生自主发展的生本课
堂的十年探索

郁培林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郁培林、骆正位、赵  耀、
宋  玲、严  慧、周雅萍

一等奖

39
蒙以养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体验式
教学探索

程志宏 淮北师范大学
程志宏、方明宝、王家云
、王冰、孙莉、丁珍珍

一等奖

40 新课程导读教学理论与实践 焦  斌 黄山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焦  斌 一等奖

41 故事语文——素养导向下的母语新课堂实践研究 李  霞 合肥市淮河路第三小学
李  霞 郭  勇 徐静雅  谈晓
英 臧学华

一等奖

42
名师工作室项目化推进：提升中小学师资品质的
合肥探索

吴申道 合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吴申道 钱立青 吴 蓉  王慧
珍 孙  佳 朱珮珮

一等奖

43
以传统戏曲之美，传中华美育精神：小学“戏曲
进校园”路径探索

姜涛 滁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姜涛 王育青 刘决生 黄政 
方芳

一等奖

44
AI背景下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作业、课后服务“
三位一体”的课改模式探索

刘维全 合肥市一六八玫瑰园学校
刘维全 武  树 许  静 杨会
谦  张红兵 刘  建

一等奖

45
文化润校 以爱育人——内地西藏班（校）“红石
榴”文化育人模式的实践探索

顾晓惠 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
顾晓惠 储  军 赵  峰   詹道
勇 朱俊飞 施小庆

一等奖

46
徽韵丹心•特色兴校•护遗育美：新徽派版画的传承
发展与美育实践

于  波 合肥市第五中学
于波 吴蓉 沈龙海 王岚 胡
小平 郭益

一等奖

47
基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研究性学习活
动实践研究

储炳南 合肥市第四中学
储炳南 周赛龙 储百六 王
和武 杨续亮 唐爱民

一等奖

48
核心素养导向的生物学深度学习教学路径探索与
实践

雕  玲 合肥市第九中学
雕玲 钟能政 梁蕾 梁华 汪
勇 汪文静

一等奖

49 中学语文教育中思维品质培养理论与实践研究 盛庆丰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盛庆丰、夏红梅、郭惠宇
、鲁峻

一等奖

50 基于学玩一体的幼儿木创课程建设实践研究 汤德华
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城关幼

儿园
汤德华、胡善琴、魏帮琴
、戴俐、黄爱琴

一等奖

51
基于新课程的古诗文“声情”教学法创新实践与
推广

桂芳 马鞍山市红星中学
桂芳、林敏菲、孟晓静、
柳晨晨、杨文明、李娜

一等奖

52 基于steam教育背景下的创客教育研究与实践 代厚华 合肥市香格里拉小学
代厚华 丁林玲 赵静波 袁
方正 沈立珍 聂传荣

一等奖

53
魅力城市·我的家—基于项目式学习的校本课程
开发研究

黄欣荣 六安市人民路小学
黄欣荣 闫艳   汤慧  刘梅 
王传敏    张义森

一等奖

54
基于听障生的“三段两场景”智慧生态课堂教学
研究与实践

郑学兰 合肥特殊教育中心
郑学兰 郑秀娟 刘振棕 张
文胜 周  颖 阮玉婷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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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反思性中学英语教师行动研究 何浩峰 池州市东至县第一中学
何浩峰、胡月华、程进、
计杰义、张向明、程赛华

一等奖

56
技术融合 微点切入 价值引领：县域初中微写作教
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李祖海 肥西县上派初级中学
李祖海 王贵芳 程倩雯 黄
祖斌 程新 周宗锁

一等奖

57 高中英语主题意义探究式教学的行动研究 胡相萍 宣城中学
胡相萍、刘丽华 、刘星、
朱仕瑞、任琦、徐邦明

一等奖

58 指向思维提升的语文教学策略研究 尹  蕾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尹  蕾 张  睿 郑益苗 刘  洁 
阮大鹏 洪雪琴

一等奖

59 小学活动化作文教学序列研究 劳维喜 广德市桃李园学校小学部
劳维喜、王昌珍、孙瓛瓛
、计普红、丁菲艳、郭光
辉

一等奖

60
文化意识视域下的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路径研
究

刘  芬 马鞍山市星光学校
刘芬、刘晨、丁英瑜、王
万芳、俞丽、曹霞

一等奖

61
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英语语篇教学课程的建构与
实践

李明玉 马鞍山市金瑞小学
李明玉、潘娟、孙霞、沈
利拉、韩仙、刘畅

一等奖

62
乡村初级中学数学实验教学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
践创新

张森 濉溪县城关中心学校
张森、李孝诚、杨洁、张
鹏、陈玉松、任海燕

一等奖

63
从自建到团建再到共建：12年信息技术学科教学
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探索实践

张  青 安徽省郎溪中学
张青、戴军、江浩、宣国
庆、王丽娟、方其桂

一等奖

64
基于文化自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区域一体
化实践

李  琼 合肥市包河区教体局教研室
李  琼 叶传平 高  俊 陈福
秋 潘逸芬 许迎霞

二等奖

65
促进评价高质量运行的团队建设和数学命题设计
理论的构建

董建功 芜湖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董建功、吴友义、葛  萱、
邹守文、朱小扣

二等奖

66 中学物理项目化学习的学科育人实践与创新 李文波 芜湖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李文波、马云鹏、胡仓兵
、任  斌、滕元斌、王  军

二等奖

67
基于核心备课组的“一核三组六阶段”中学生物
学教研模式及实践

李乐峰 淮北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李乐峰、颜爱勤、刘芳、
朱旭、赵红波、潘天池

二等奖

68
教学评一体化视域下高中思想政治“五维课堂”
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李凯 淮北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李凯、章健、王忠杰、马
丽娜、 谢红军、徐薇

二等奖

69
行走•浸润•传承：以非遗文化为载体涵养初中生家
国情怀的探索与实践

袁玉婷 安庆市第四中学
袁玉婷、汪  琳、吴莎莎、
张  琦、查  鸣、储红玲

二等奖

70 聋校语文教材重组与教学重构实践研究 尹成飞 宿州市特殊教育中心 尹成飞 梁好  许艳丽 蒿莉 二等奖

71
新时代高中数学教师专业错位化发展的实践与研
究

王圣 安徽省滁州中学
王圣 张颖 傅毓涛 郭守静 
李伟健 袁金美

二等奖

72 信息技术环境下优化中学物理实验的实践与应用 张亮 阜阳市第十八中学
张亮、沈大伟、李铁马、
王正、孙洁玉

二等奖

73
五环联动 深度融合——基于物理核心素养的教学
实践探索

陈志军 安徽省绩溪中学
陈志军、胡佳、汪昆仑、
程鹏、章兴敏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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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区域内整体推进实验教学改革——核心素养视域
下高中化学数字化实验创新与实践

周朝晖 马鞍山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周朝晖、后勇军、裴传友
、李大庆、顾巍、曹飞

二等奖

75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语文“思辨性表达”教学研
究实践

陈若祥 安徽省滁州中学
陈若祥 潘红梅 徐玉宇 戈
庆华 葛雯 戴哲

二等奖

76 孤独症教育的11年探索与实践之路
马鞍山市特
殊教育学校

二等奖

77 中学语文“四主体五环节”阅读教学实践研究 高家芳 阜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家芳、何羚杰、金业文
、徐升、娄翠芳、周杰

二等奖

78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初中英语拓展式阅读教学 宛新生 铜陵市第十二中学滨江校区
宛新生、汪艺馨、吴月红
、徐靖英、王云、郭宝丽

二等奖

79
基于项目学习的初中物理创新实验设计的深度教
学实践研究

贾火炬 芜湖市繁昌区第三中学
贾火炬、繆振明、张春宝
、姚宏羽、李  超

二等奖

80
“五策并举，双轮驱动”构建县域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培训新模式

张富胜 肥西县教育体育局
张富胜 廖昌银 刘中超 王
兴平 王友兵 李生民

二等奖

81
着眼于“两个能力”的提升——新时代小学思政
课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

辛治洋 安徽师范大学
辛治洋、季文华、盛宏宝
、房丽丽、程骏、胡召霞

二等奖

82 基于地理实践力培养的实践研究 孙先进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孙先进、周小平、马飞、
王文生 黄荣 杜囡囡

二等奖

83
初中生“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积累的教学实践研
究

胡志杰
合肥市五十中学西校教育集

团
胡志杰 张  化 程海兰  苏  
婷 王  玮 周  丹

二等奖

84
“动手动口动脑动心”中小学中华传统科技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

王正 阜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正、顾江鸿、方帅军、
杨培军、吕丽、张青松

二等奖

85 指向高效学习的导学案研究 鲍远春 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 鲍远春 熊海平 王跃 陈辰 二等奖

86
主体参与的成果显性化在场学习力提升培训模式
创新

胡来宝 祁门县教师进修学校
胡来宝、林盛华 胡婧雯、
张进球 胡祁红 方  芳

二等奖

87 基于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原创命题研究 杨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杨威、禹萍、黄振锋、胡
金蓉、钟静晨、韩靖

二等奖

88 融入徽文化元素的园本课程研究
黄山育才学
校（幼儿

园）
黄山育才学校（幼儿园）   

黄山育才学校（幼儿园）
、黄山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二等奖

89
核心素养发展导向的小学书法教育大课程设计与
实施

崔标 阜阳市莲池小学
崔标、汪杰锋、闫宏亮、
高艳军、李燕楠、崔冬梅

二等奖

90 小学低段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策略研究 卢洁 六安市裕安区城南小学
卢 洁  张 琼   陈 军  文 梅  
赵宝玲  卢 刚

二等奖

91
一体化背景下中小学思政课雅趣课程的建构与实
践

张作真 滁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作真 柯晓莉 王庆荣 徐
晨 龙明明 李亮亮

二等奖

92
利用教育装备管理系统提高装备应用效益的创新
与实践

刘彪 安徽省临泉县教育局
刘彪、杨林、张煜、施俊
山、赵伟、石荔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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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新时代提升农村教师科技创新指导能力的“明·
思·建·立”范式建构

万鹏 安徽省滁州中学
万鹏 宋万松 胡忠国 刘海
芳 方婧 周有顺

二等奖

94
项目引领 体系联动 双技融通-基于开源硬件统整
高中技术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张晓丽 阜阳市第三中学
张晓丽、王振强、来伟、
冯士海、赵继辉、洪亮

二等奖

95 融入亳州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园本课程实践研究 高艳 亳州市幼儿园
高艳 王琼 李影 李燕 杨翔
宇 朱达伟

二等奖

96
小学语文板块教学与单元组设计深度融合的实践
和探索

王先如 六安梅山路小学
王先如 邬登宏 杨德凤 云
云 李菊 陆进

二等奖

97 高中英语文学欣赏选修课实践研究 陈汇萍 安庆市第二中学
陈汇萍、陈  俊、梁学东、
姚海云、莫  姚、金  娟

二等奖

98 初中道德与法治模块教学研究 杨万松 池州市贵池滨湖实验学校
杨万松、陈汗、吴军、曹
中平、汪晨、邹文良

二等奖

99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语文分层阅读教学策略实践
研究

孙旺 马鞍山市第十二中学
孙旺、孔艳平、吴银乐、
李家全、张玉萍、施帮达

二等奖

100 支架式作文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彭跃为 安徽省宣城中学
彭跃为、程勇刚、姚慧玲
、柳坚白、缪兴旺、黄亚
男

二等奖

101
课堂普及、社团拔高、基地提升：小学合唱课程
赋能课后服务的实践研究

肖荣 安师大附小东校区
肖  荣、周利利、姚  迅、
郁培林、奚梦婷

二等奖

102 新媒体新技术在农村高中教育教学中的推进研究 李成云 庐江县泥河中学
李成云 徐自如 周俊华 张
年坤 李四英 李晓梅

二等奖

103 基于乡土的综合实践活动资源开发与应用 贾成刚 宁国市城南学校
贾成刚、许祝还、周丽珍  
柯萍、刘培红、黄琳

二等奖

104
基于“U-G-S”模式创建乡村“新优质学校”的
实践研究

吴秋芬 合肥师范学院
吴秋芬 徐润青 高家声   张  
燕 汪  勇 汤道坦

二等奖

105
政府统筹下早教机构、家庭、社区协同共育的实
践探索

李  峥 合肥市安庆路幼儿园
李  峥 李玲玲 方明惠 朱晓
艳 陶园园 陈京京

二等奖

106
以特色求创新，以科研促教学——新课标下高中
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研究

朱长友 宣城市第二中学
朱长友、李群、虞慎江、
朱玉红、汪智源、韩月红

二等奖

107 聋校语文“三生”课堂的建构与实践 见玉娟 阜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见玉娟、秦娟、王号召、
王玲、杨钰、李丽

二等奖

108
新时代基于文化传承的《论语》主题式教学课程
开发与实施

陈超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陈超、谢飞、王义梅、郭
丽丽、信鑫、刘薛

二等奖

109 高中语文培养文化自信的模式探索 马绪霞 安徽省临泉第二中学
马绪霞、沈松怀、徐振、
牛玉峰、张云程、李永林

二等奖

110
基于立德树人背景下的小学数学课程传统文化理
解与传承的教学策略研究

方少杰
宿州市灵璧县教育体育局教

研室
方少杰  柏莉莉 王士永  陈
衡   谢丽莉   李严

二等奖

111
基于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的“7+1”模式的实践
研究

胡冬梅 合肥市望湖小学
胡冬梅 赵  敏  李  玲 张  
俊 谢学梅  徐玲莉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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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课标背景下活化小学英语教材的实践研究 宋志强 北京师范大学蚌埠附属学校 宋志强 、陈子明、邵楠 二等奖

113
核心素养视域下的中小学STEAM教育校本课程开
发及实践研究

唐小华 马鞍山市第七中学
唐小华、方其桂、汪瑞生
、王军、夏兰、张小龙

二等奖

114 高中化学创新实验教学实证研究 周如磊 安徽省明光中学
周如磊 戴锦初 高波 刘庆
哈 张跃 杨艳

二等奖

115
德育为先，项目引领，机制创新——信息技术教
师专业发展的20年探索与实践

方其桂 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方其桂 梁  祥 冯士海 何立
松 张晓丽 刘  锋

二等奖

116 基于课堂观察的校本研修策略研究 吴跃明 全椒县实验小学
吴跃明 彭宏清 彭晓云 阚
青 胡娟 邱冰松

二等奖

117 幼儿园自主性游戏质量提升的研究和实践
芜湖市实验

幼儿园
芜湖市实验幼儿园 芜湖市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18 应用微课创建英语“乐·善”课堂的实践探索 黄芳 阜阳市实验小学
黄芳、郭永飞、王明月、
纵倩、孙小双、贾大伟

二等奖

119
研究初中化学学习认知规律，助力双减下的课堂
提质增效

刘静松 池州市第二中学
刘静松、邱立清、张文信
、鲍习中、魏东阳

二等奖

120
共创·共生·共长：创建“教学研共同体”促进
城乡教师一体化发展

李应平 芜湖市繁昌区教师发展中心
李应平、钱代林、姚仕明
、鲍春宝、杨德仓

二等奖

121 路径 融合 创新——五年的智慧教育探索与实践 金安民 安庆市石化第一中学
金安民、王成明、何钧军
、杨振生、左  雁、朱  莉

二等奖

122
小学数学教研共同体赋能教师群体成长的16年实
践探索

田志锋 淮北市教育局教研室
田志锋、韩东、宋士民、
陈洁  欧阳丽颖、朱燕燕

二等奖

123
适性而为、多元发展——多元成功教育的探索与
实践

常红卫 淮南市第四中学
常红卫、李叶科、李庆春
、李群、汪杰、毛隆华

二等奖

124
“三新”背景下培养高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实
践研究

王敏 宿州二中
王敏 井冠华、周彭、任潇
洁、胡珊珊、郭伟

二等奖

125
高中阶段“小组合作竞争”班级管理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石银生 合肥市第六中学
石银生 马  剑 孙长胜 韦世
阳 杨大伟 于娟娟

二等奖

126
内隐追随视角下U-G-K联动教研提升幼儿园教师
教学能力的实践研究

王淑玲 淮北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王淑玲、李永艳、褚福斌
、来艳、赵庆梅、徐敬静

二等奖

127
挖掘初中历史教材的德育素材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研究

叶慧芳 黄山市黄山第二中学
叶慧芳、谢旭永、陈碧柳
、徐蔚、林征辉、齐延围

二等奖

128
“做出来的”品格教育——提升学生品格有效方
式的县域实践探索

安徽省潜山
市品格教育

工作室
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

潜山市品格教育工作室                                
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

二等奖

129
守望•养成•振兴：乡村教育区域一体化文化生态建
构

濉溪县孙疃
中心学校

濉溪县孙疃中心学校、淮
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130
指向核心素养培养的融合课程“绘写作”开发与
运用的实践研究

王  艳 铜陵市翠湖小学
王艳、李志明、胡庆贵、
杨莉、叶薇莉、李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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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信息学特色课程开发与实施 陈晓虎 淮南实验中学山南一中
陈晓虎、姚琦、程勇、贾
波、陈亦婕、束成

二等奖

132
基于pad应用的五环节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研
究

朱国庆 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朱国庆、管  艳、后小年、
胡  勇、张冬琴、杨  艳

二等奖

133 基于朴实教学模式下的高效课堂建设
淮南市第一

中学
淮南市第一中学 淮南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134 整本书阅读的校本化实践探索 叶守义 合肥市第八中学
叶守义 方立立 程  凤 任淑
芳 许  婧 余  盈

二等奖

135 群文建构教学实践研究 赵清林 安徽省濉溪中学
赵清林、章俊、徐晓云、
任明新、王娟、丁靖

二等奖

136 中学语文教学中融合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研究 张光华 五十中学东校
张光华 刘文芬 吴健雄 刘  
亮 汪  洋 王  茜

二等奖

137 基于翻转课堂的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实践研究 魏志军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魏志军、俞璐、谢飞、张
炎平、史继文、唐舒娅

二等奖

138 初中道德与法治翻转课堂教学创新研究 姚晔晋 铜陵市义安区教研室
姚晔晋、江一新、赵晨、
徐腊英、  郎峰、胡道付

二等奖

139
构建农村初中高质量轻负担思想品德课堂的实践
与研究

周锡平 郎溪县十字镇初级中学 周锡平 二等奖

140
十年实践：基于实现学科育人功能的初中物理可
视化教学研究

宋勇 蚌埠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宋勇、陈志华、尚红 二等奖

141
指向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实验与校本实验深度学
习研究

朱正德 淮南第二中学 朱正德 二等奖

142
面向可见的学习：中学生物学智慧教学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

方大伟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方大伟、吴志强、管  艳、
李娜娜、曹承和

二等奖

143
高质量区域协同推进中小学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

合肥市蜀山
区教育研究

室
合肥市蜀山区教育研究室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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