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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科院科〔2019〕20 号  

 
 

关于公布“2019 年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 
优秀教育管理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教委、文教体育局）： 

为全面提升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管理的水平，提高

中小学幼儿园管理者的素养，促进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

效融合，提升江苏省基础教育的管理水平，江苏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举办了“2019 年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育管理论

文”评选活动。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学校管理》

杂志承办，并于 2019 年 4 月正式启动，历经宣传发动、组

织撰稿、分层指导、基层推荐、初评、复评和终评、颁奖研

讨等环节，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圆满结束。本次活动共收

到参评征文 4318 篇，评选委员会从中评选出特等奖 10 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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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0.23%）、一等奖 98 篇(约占 2.27%)、二等奖 197 篇（约

占 4.56%）、三等奖 365 篇（约占 8.45%），并评选出优秀

组织奖 17个。本次征文的优秀组织奖和特等奖名单将在 2019

年第 6 期《学校管理》上公布，部分获奖论文将分期选登在

2020 年《学校管理》上，全部获奖名单将公布在江苏省教育

科研究院的网站上：http://xxgl.jssnu.edu.cn/。 

希望此次活动能够进一步推动全省基础教育管理者对学

校的内涵发展、学校管理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成长以及教育科

研作出符合自身实际的思考与规划，并在学校管理实践中不

断探索、自觉焕新成长的主体意识，有效提高学校管理的层

次和水平。 

现将本次评选结果公布如下（见附件）。 

 

附件：1.2019 年“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管理论文”评

选优秀组织奖名单 

2.2019 年“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管理论文”评

选特等奖获奖名单 

3.2019 年“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管理论文”评

选一等奖获奖名单 

4.2019 年“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管理论文”评

选二等奖获奖名单 

5.2019 年“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管理论文”评

选三等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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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9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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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育管理论文” 
评选优秀组织奖名单（共 17 个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张家港市教育局 

太仓市教育局 

苏州市工业园区教育局 

苏州市吴江区教育局 

如东县教育局 

泰州市姜堰区教育局 

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 

丰县教育局 

东海县教育局 

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 

盐城市盐都区教育局 

射阳县教育局 

金湖县教育局 

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 

南京市浦口区教育局 

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 

仪征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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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育管理论文”评选 

特等奖获奖名单(10 篇) 

（排名不分先后） 

 

构建教研组执行力文化的策略研究 李明智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 

基于“互联网+”时代班级家长群管理初探 顾  萃 苏州工业园区天域幼儿园 

近 30 年学前教育教学范式转换与价值走向 钱群霞 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 

基于中小学自我管理能力提升的逆商培养 
龚  燕  
胡  冰 
杨敦雄 

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班级微信群在小学家校合作中应用的策略 耿梦缘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 

小学风险管理现状调查与策略研究 杨海波 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 

试谈班主任核心素养 卞有勇 仪征市新集初级中学 

区域教育科研文化建设样态及实践策略 刘加宽 东海县教育局教科室 

生本视野下班级文化建设资源开发路径 苏海燕 如东县铭海中学 

浅谈高三教学管理中考试数据处理与分析 潘  伟 金湖县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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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度“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育管理论文”评选 

一等奖获奖名单(98 篇) 

（排名不分先后） 

 

微型课题区域管理运行“四驱”系统初探 
李彤彤 
周才萍 

苏州市吴中区教学与教育科学研究室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实验中学 

构建长效机制  提升师德水平   周欣华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中心小学   

试谈班主任的责任意识和管理使命 王兆言 张家港市金城学校 

立足生命成长  追寻教育本真 徐丹 张家港市白鹿幼儿园 

STEAM教育理念下幼儿园食育研究 张  雪 太仓市教师发展中心 

浅谈农村小规模学校教研文化重建策略 倪建斌 太仓市沙溪镇直塘小学 

教研组建设与管理初探 陆  娴 太仓市高新区幼教中心 

基于本土文化的乡镇幼儿园课程建设思考 尹  强 太仓市港城幼教中心小太阳幼儿园 

“小先生”理念在班级管理中的民主实践 蒋  淼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班本阅读：家校共育的基本路径 翁奕君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学”“管”并进：适合教育视域下的教学管理模式 顾琰珏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浅谈区域教科研文化塑造的实践路径 唐  琴 苏州市吴江区教育科学研究室 

伙伴式德育：基于关系转变的德育实践新样态 王晓奕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 

面向 2035的普通高中教学文化校本建构 
姚敬华 
孙  杰 

江苏省震泽中学 

为教师赋能  让每个人成为新学校的开拓者 盛伏平 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实验小学 

浅谈幼儿园课程管理中审议的作用 金严华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幼儿园 

在精致化校本研修中彰显精彩 
金坤荣 

徐新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一中学  

多向突围：当下学校课程领导的应然走向 金培雄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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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项目建设内涵、问题及路径选择 王跃平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提高自我评价能力  改进班级管理策略   李文晔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 

阳光幼儿园 

试谈小学班主任管理中的柔性思维 张丽萍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小学高年段班级文化建设策略研究 陶文静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外籍小学生随班就读与良好班风形成策略 赵婉舒 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 

进阶式“磨文”让我们走得更远 高  洁 南京市立贤小学 

试谈小学一年级美术课堂管理的艺术性 常  乐 南京市建邺实验小学分校 

班级中特殊学生的德育管理实践 戴  琰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转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的质性研究 翟毅斌 南京市双塘小学 

学校读本：促成家校价值认同的有效路径 李永兵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从“学生”到“先生”的必由之路 郑爱峰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实验小学 

试谈减负背景下农村小学增效提质的有效路径 刘  泉 南京市浦口区高旺小学 

互联网背景下幼儿园课程资源管理与应用研究 陈文瀚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幼儿园 

浅谈幼儿园活动区的查班指导策略 雍海燕 南京市浦口区陡岗幼儿园 

智慧为支点  涵育“现代小君子” 朱  莹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 

幼儿园“小学化”专项调查及分析 张春珍 南京市江宁区教育科学研究室 

幼儿园过渡环节的优化管理策略研究 董苏鹏 南京市高淳区阳江幼儿园 

极简管理：班级管理的理想样态 鲍  宇 无锡市锡山区教师发展中心  

行知思想观照下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思考 周  艳 无锡市厚桥实验小学 

坚守环境创设中的儿童立场 朱明霞 溧阳市昆仑实验幼儿园 

试谈积极德育理念下高中班级管理有效策略 
殷黎荣 
虞曙明 

宜兴市张渚高级中学 

建设“宜教”师资队伍实践策略初探 骆守琪 句容市下蜀中心小学 

科研之石  可以攻玉 潘祥华 仪征市陈集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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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村留守儿童养成教育实施路径 陈  霞 仪征市农歌小学 

校本研修：教师素养提升的路径 秦德娟 仪征市胥浦中心小学 

在校本研修中促进教师专业提升 潘爱芬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小学 

从儿童出发  循自然伟力  让天赋自由 沈兰林 
扬州市邗江区第一实验幼 

儿园 

从微视角谈传承阮元“实学”精髓 窦  芳 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北区校 

新入职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情况与管理 朱德峰 扬州大学幼教中心第二幼儿园 

浅谈留守儿童的家校合作路径 陆    洋 泰州市凤凰小学  

还学生班会课的“话语权”  高文慧 泰州市姜堰区张甸中学  

关注特殊学生的成长 丁正东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中学 

乡土文化：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 王金才 海安市曲塘镇章郭小学 

刍议“立德树人”理念下农村初中协同教育管理 朱建忠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中学 

班本文化：建构优秀班集体的“活课程” 顾玉梅 南通市通州区张謇学校 

让学：集体备课的新视角 邵付国 如东县马塘小学 

构建“一感三化”模式  提高微培训效率 刘剑华 如东县马塘小学 

职业教育：“双育双成”育人模式研究 
余  飞 
张存江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优学课堂”的校本化实践与思考 姜宁兵 江苏省栟茶高级中学 

追求“本真”的教育科研 王美菊 徐州市铜山区杨西小学 

班级文化个性化特征及倾向性调查与分析      单增义 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中心中学 

浅谈新时代小学校长的核心素养 袁大金 徐州市铜山区单集镇寿山小学 

群体文化：初中校本教研品质的蜕变力 王  启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中心中学 

乡村教师工作状态调查及思考 王海燕 东海县和平路小学 

教育契合：城乡教师交流问题诊断及策略 
穆玉红
倪  洁 

东海县安峰初级中学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理性思考与路径选择 陈明钟 东海县安峰初级中学 



- 9 - 
 

和美人性：对教师的深度关怀与成全 丁  强 东海县第二中学 

观点采择：学困生厌学问题转变的新思路 洪田田 东海县张湾中学 

浅谈招考改革与教育教学改革协同发展实施路径 吴传贵 东海县教育局 

谈幼儿园过渡环节优化管理策略 袁  方 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 

小班幼儿性别角色教育现状调研 齐飘然 丰县宋楼镇中心幼儿园 

试谈初中教师视角下的校长信息化领导力 汪  峰 丰县梁寨镇梁寨初级中学 

浅析幼儿园大班早期阅读活动中的师生互动 张  华 丰县教育局教研室 

惩戒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万招娣 连云港市和安小学  

关于提升高中教师幸福感的对策研究 柏茂东 江苏省赣榆第一中学 

由“受助”谈小学生感恩教育的缺失及对策  柏纪荣 连云港市黑林中心小学  

推行数字化管理模式  助力学生良好习惯养成   蔡正东 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构建家园学习共同体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陈宏珠 东台市幼儿园 

民办学校班主任队伍建设初探 刘世进 东台创新高级中学 

推进学校大阅读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周维纲 盐都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拔苗效应”的实践与思考 赵连文 盐城市泽夫小学  

打造“动车式”团队  实现最优化发展 朱扣明 盐城市崇礼路小学  

农村留守儿童阅读现状及对策 韦  韬 盐城市鞍湖实验学校  

初中家校共育的影响因素及解决策略 葛中梁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初中  

新时代农村高中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索 陈建权 盐城市龙冈中学 

以特色文化引领学校可持续发展 张成华 盐城市时杨中学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教研共同体模型构建策略 卞桂富 盐城市盐都区教育局 

浅谈动画角色暴力行为对幼儿成长的影响 帅慧卉 滨海县实验幼儿园 

新型集团化办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和实施路径 
施问华

姚海军 
滨海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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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责任感培养策略研究 张  芹 射阳县海河小学 

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语教师师德建设 陈  展 射阳县洋马小学 

拓展网络资源  优化班级德育管理 张海燕 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 

初中数学教师专业成长路径初探 朱玉亮 射阳县初级中学 

破解“小学后勤保障”工作的管理困局 孙建国 金湖育才小学 

谈高中班主任德育工作有效性的方法与路径 宋大伟 江苏省金湖中学 

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策略研究 於海勤 金湖县金南镇卞塘小学 

加强中层干部执行力的思考与实践 陶天浩 建湖县实验小学北校区 

小班恋物行为的原因分析及教育建议 陈  玲 建湖县幼儿园 

做有温度的教育 赵  静 泗阳经济开发区学校 

构建师幼和谐关系策略初探 徐迎春 泗阳县众兴实验小学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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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 年度“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育管理论文”征文 

二等奖获奖名单(197 篇) 

（排名不分先后） 

 

英语学科团队建设初探 郑醉榴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项目团队建设：教师发展机制管理新探索 黄红兰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依托“鞠育”核心文化推进特色课程建设 
杨建新 
张峰 张家港市凤凰中心小学 

二次学习：专业培训后的最后一公里 杨珺 张家港市福前实验幼儿园 

基于合兴文化自觉的“适学课程”建设实践与思考 沈志峰 张家港市合兴小学 

在动静结合中推动教师健康发展 范恒 张家港市护漕港中学 

发现儿童:“小碎件游戏”的园本实践 高燕 张家港市江帆幼儿园 

漫谈“不忘初心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王春 张家港市妙桥中学 

课程改革  让每一个儿童独特绽放 顾丽萍 张家港市南丰小学 

幼儿园园本课程管理实践与探索 李敏 张家港市南丰幼儿园 

构建富有支持策略的园本教研体系 顾柯 张家港市泗港幼儿园 

智障学生语文实践能力培养初探 蒋  萌 太仓市特殊教育学校 

浅谈新高考背景下指向素养提升的学科阅读路径 严乃超 太仓市教师发展中心 

试谈学校核心精神凝练和意涵及实践路径 范世忠 太仓市沙溪镇第一小学 

小学教学管理策略微探 倪佩芬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谈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课程管理之“变” 孙翠鸣 
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梅园 

幼儿园 

幼教中心体制下校本培训一体化管理探究 张  丹 太仓市科教新城幼教中心 

试谈班级建设的“方”与“圆” 盛月清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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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干部选拔与管理的实践路径与探索 邵庆清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做一个智慧的特教班主任 项海林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学校 

幼儿园教师校本培训管理一二三 孙  黎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幼儿园 

试谈幼儿园园本课程资源的建设与管理 顾小佩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滨江苑 
幼儿园浪花苑分园 

“智慧教师”内涵述求与校本行动 娄小明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 

集团校教研方式深度推进策略谈 于毓青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 

微课题研究：一种教研品质的提升 金洁萍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 

教师职业倦怠心理归因及调适策略 徐建林 
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花港迎春小学 

做有情怀的教育科研 沈  琦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爱德·求真：新时代背景下班主任工作的支点 戴雪芳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幼儿园 

寻找教师个人课题管理的“支架” 石  蕾 
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和小学附属幼儿园 

教科研校本管理：为师生搭建个性发展舞台 陈  瑜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一中学  

按劳分配：主导教师绩效考评的难点突破 陈  华 苏州市吴中区车坊小学 

“团块联动”教研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姜雪萍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中心小学  

适合小学低年级学生书香班级策略初探 朱  峰 
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 

小学 

范仲淹文化视域下德育课程建构实践与探索  
张永康 
王亚静 

苏州吴中区木渎范仲淹实验小学 

舍得：学校管理中的大智慧 张玉军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实验小学 

“佛系教师”之我见 马小英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实验小学 

寻找幼儿园社交礼仪养成教育的思与行 吴琴香 
苏州市吴中区藏书实验小学附属幼儿 

园 

制造“快乐多巴胺”的教育科研                项  平 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 

校长角色的思考与实践 高建君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家校共育的实践探索 周  圆 南京市红山小学 

特殊教育学校陪读家长的协同教育研究 崔晓露 南京市玄武区特殊教育学校 



- 13 - 
 

提升特殊教育学校办学品质的有效途径 徐  婧 
南京市玄武区特殊教育 

学校 

小学后进生存在的问题及转化策略研究 余  淼 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 

小学中年级班级的自律之道 张  悦 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北校区 

浅谈小学周一晨会管理的有效措施 陈  云 南京市建邺实验小学分校 

班级教育教学管理的思考 吕文书 南京市建邺初级中学 

让班会教育抵达学生心灵 刘加伟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试谈幼儿园管理制度的制订与实施 刘  悦 南京市香山路幼儿园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家长学校的构建 刘  伟 南京市浦口区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之思考 吴  涛 南京市浦口区车站小学 

培养小班幼儿社交礼仪的实践研究 张  玲 
南京市浦口区霞光幼儿园滨江 

幼儿园 

课堂观测促进教师成长 刘心慧 南京市浦口区石桥小学 

“艺友制”：新教师成长的助推器 朱爱梅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基地管理 

中心 

让教研真正成为教师的职业需求 李  丹 南京市浦口区乌江幼儿园 

大班幼儿任务意识培养策略研究 茆顺琴 南京市浦口区乌江幼儿园 

试谈年级主任工作的“刚”与“柔” 陈  燕 南京苏杰学校 

小学生命化课堂物质文化构建的实践探索 付蓉蓉 南京市雨花区实验小学 

智服“戏精老二” 共建和谐班级 周  畅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 

“量身定制”在班级管理中的运用 万  可 南京市诚信小学 

智慧管理图书角  师生共建阅读场 汤家英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中心小学 

智慧校园平台下乡村学校班级圈的构建与实施 张珊珊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中心小学 

学校诗意化德育的实践与思考 田成树 南京市江宁区陶吴中心小学 

幼儿园公共游戏区管理初探 姚  园 南京江宁武夷幼儿园 

“家”为主体  “校”为主导 李春林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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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园渗透式管理背景下发展乡村幼儿的语言能力 孔媛媛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幼儿园 

从学科素养出发  扎实推进学校教学管理 赵静亚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谈学校小锡班管理中的问题与策略  王翠萍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试谈教育管理工作者的守、破、离 王彩霞 江苏省怀仁中学 

构建向上向善的班级文化实践探索 过金晓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重合思维：管理的应有之义 孙静霞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浅谈“诚毅”文化引领下的教学管理“新”路径 
周建东
平  芳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借力而行：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史利云 无锡市勤新实验小学 

构建园所特色文化  有效激励教师成长 张  莉 无锡市东亭中心幼儿园 

谈有效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基本路径 倪国琴 无锡市东亭中心幼儿园 

重视制度建设  让管理走向精细化 凌亚娟 无锡市羊尖中心幼儿园 

浅谈“柔性”管理中的积极效应 邹  悦 无锡市正兴幼儿园 

解放童心  玩转户外 岳婷婷 溧阳市罗湾路实验幼儿园 

教研组长管理的“心里话” 孙星峰 
溧阳市实验幼儿园建设路园

区 

拓展课程资源  构建园本微课程 杨秀莲 溧阳市书院巷幼儿园 

散步活动中教育价值的挖掘与利用 俞  艳 溧阳市书院巷幼儿园 

学生劳动意识和劳动品质养成刍议 蒋君华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试谈班主任成长的“五重”策略 陈  丽 宜兴市高塍中学 

班级管理中“四重教育”的实践 江  丽 宜兴市万石小学 

承创并举  文化建设更出彩 周群芬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严、爱、躬、细：班级管理“四字诀” 徐小娟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浅谈小学德育家校合作共育策略 胡国仙 宜兴市桃溪小学 

多维入手  创建优秀班集体 尹稚英 宜兴市桃溪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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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用餐应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新维度 朱伟平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在德育中培养学生的积极品质 周建明 宜兴市张渚高级中学 

谈班级家长群管理的误区及对策 
蒋允强  
蒋志南 宜兴市和桥高级中学 

普照爱的阳光  纯正生命底色  万和兵 句容市大卓中心小学 

构建和谐班集体的实践与思考 夏开静 句容市华阳中心小学 

幼儿园家长工作途径探究 许  畅 
句容市边城镇陈武中心 

幼儿园 

多措并举  提升管理品质 吴金兰 句容市三台阁幼儿园 

谈核心素养下的学校管理策略 余仁兵 仪征市陈集镇中心小学 

巧用音乐活动  让孩子爱上幼儿园 周  芳 仪征市陈集镇中心幼儿园 

用爱心丰盈学生梦想的翅膀 张  莉 仪征市马集镇中心小学 

带领教师走向研究的幸福之路 彭从金 仪征市胥浦中心小学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园所环境改造的实践探索 陈  慧 仪征市刘集镇幼儿园 

关注班级管理中爱的价值 刘旭东 扬州市邗江区瓜洲初级中学 

问题导引下主题教研的实践探索 焦  娟 扬州市邗江机关幼儿园金辉园 

基于新教育实验“每月一事”的启发 唐  玲 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 

培智学校精致化管理探究 曹静娟 扬州市邗江区启智学校 

谈校本教研中的“真”与“实” 徐长凤 扬州市甘泉小学 

品读《西游记》  悟班级管理之道  姚    丽 泰州市凤凰小学  

“三生教育”从娃娃开始 宋秀萍 泰州市姜堰区运粮幼儿园 

分层走班：英语教学差异化的实践研究 潘亚静 泰州市姜堰区城西实验学校 

幼儿园保教工作创新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殷  卉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幼儿园  

当好三种人  种好责任田 陈  刚 泰州市姜堰区东桥小学教育 
集团东方巴黎城校区区  

年级组长应充分发挥“纽带功能” 黄  焱 泰州市姜堰区东桥小学教育 
集团东板桥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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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在班主任工作中的应用    袁小芬 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 
集团城南校区 

调查问卷引发的学校管理变革 刘兴武 泰州市姜堰区蒋垛中心小学 

谈农村幼儿园家园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钱小莉 泰州市姜堰区梅垛中心小学 

校长学校管理的实践探索 王  中 泰州市姜堰区桥头初级中学 

漫议校长情绪情感在学校管理中的影响 华留智 泰州市姜堰区罗塘幼儿园  

巧用心理方法消除“摩擦” 钱璐璐 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罗塘校区 

做好小班常规管理之我见 陈  晨 姜堰区实验小学幼儿园 

常态课中生成性数学开放题的教学应对 陈海鹏 
泰兴市鼓楼小学教育集团江平 

校区 

文化建设引领职业学校前行的实践探索 卞连荣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业学校 

把成长化为幸福的诗行 潘  健 兴化市新生中心小学 

巧研修  促成长 王  曼 兴化市新城幼儿园城北分园 

优化园本课程管理 促进幼儿自然生长 虞晓晖 兴化市垛田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家长工作的问题成因及改进策略研究 王小莉 兴化市四牌楼幼儿园 

融合物理教学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王光华 兴化市沙沟中心校沙沟初中 

让自主游戏点亮幼儿的生命成长 陈晓红 启东市海工幼儿园 

合作式学习模式在小学教学中的应用 石栋忆 启东市和合小学 

浅谈幼儿告状行为的成因及应对策略 陆瑜雯 启东市东海幼儿园 

幸福观下的学校教育实践探索 管凤娇 启东市滨海实验学校  

谈“模糊”艺术在教育管理中的运用 丁晓言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中学 

用爱点亮教育 缪甜甜 如东县双甸镇双甸小学 

师徒结对互牵手  专业提升共成长 吴爱珠 如东县马塘小学附属幼儿园 

成长路上  携手同行 沈  辉 如东县县级机关幼儿园 

基于乒乓特色的村小文化建设研究 桑  琴 如东县丰利镇石屏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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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推进阅读的教师培养机制研究 徐峻峰 如东县岔河镇岔河小学 

从“新”开始求转变  扎实教研促提升 徐小敏 
如东经济开发区新光幼 

儿园 

优化德育管理  引导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徐栋蓉 
如东经济开发区中心幼 

儿园 

用“新”点亮童心 于  宏 如东县新店镇汤园小学 

主题式课堂观摩：镇级小学教师学习共同体专业引领探索 李文建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郭桥 

小学 

让教科研活动在幼儿园开花结果 郑忠莉 
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中心 

幼儿园 

教师情绪管理对小学数学教育的启示 吴  雪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镇西探 

小学 

在农村薄弱高中实行班级精细化管理的探索 张  涛 徐州市铜山区夹河中学 

规范制度  夯实活动  引领专业发展 刘尧丽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魏集 

实验小学 

浅谈教师人格魅力的塑造 刘德华 
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陈楼 

小学 

“搭架”管理：学生自我教育的生长点 李雪玲 
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刘庄 

小学 

做学生成长的领航人 孟庆敏 徐州市铜山区新区实验小学 

班级管理要有“数” 张亚梅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跃进小学 

谈县区培智学校家校共育实践经验 林  蕾 徐州市铜山区特殊教育中心 

个性化推送：师资培训的理想之境 侍崇新 东海县实验小学 

“智趣致远”：校园文化建设的应然之举 张红英 东海县种畜场学校 

校园霸凌：从理性认知到有效预防 赵  军 东海县初级中学 

“临代教师”生态视觉的思考与探析 孙克华 东海县黄川中心小学 

谈班级管理中倾听的艺术 惠玉春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谈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提升之路径 姜冬梅 东海教师进修学校 

“微课程”视角下初中“立德树人”的落实与推进 毛  燕 东海县房山初级中学 

适合教育：“八年级现象”的班级管理 杨  静 东海县城头中学 

有效开展家园共育的实践研究 李会会 丰县大沙河镇李寨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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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幼儿园管理工作的创新与实践 叶  莉 丰县示范幼儿园 

浅谈情感管理对年级组凝聚力的影响 刘永晨 丰县首羡镇和集初级中学 

小学班级管理中的难点与对策 孔灿灿 丰县首羡中心学校 

学困生管理需要爱与理解  彭龙阳 连云港市赣马初级中学  

小学生校园非主流文化的干预研究 
张连芳 
李大江 连云港市徐山中心小学 

润化：搀扶儿童走出泥泞 张  娜 连云港市金山中心小学  

在乐学文化浸润下快乐成长 卢海霞 东台市安丰镇小学 

网培辅导员的培养与成长 崔  珣 东台市实验小学 

浅谈农村初中留守学生的多维管理策略 王晓霞 东台市梁垛镇台南中学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内容设计与分析 施雪宏 东台创新高级中学 

园本教研策略初探 夏金红 
盐城市解放路实验学校第三附属 

幼儿园 

小“先生”   大作用 陈  丽 盐城市亭湖幼儿园 

高中班主任“宽严相济”之管理艺术 丁荣春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谈农村幼儿园艺术教育现状及发展 吴红霞 盐城市大纵湖镇幼儿园 

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现状及应对措施 杨  翌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幼儿园   

学校质量提升的路径探析 季  刚 盐城市潘黄实验学校  

谈小学校园文化建设 刘  坤 盐城市潘黄实验学校  

提升学校中层干部执行力的思考 高景中 盐城市潘黄实验学校  

文化引领：学校内涵建设的强势动力 孙存英 盐城市敬贤路实验小学 

学校课程文化建设探索 周静忠 南京师范大学盐城实验学校 

农村小学“学徒制”空心化原因分析及对策 成曙红 滨海县八滩镇中心小学 

优化作业管理  提升教学效益 徐黎明 滨海县永宁路实验学校 

培育站：农村小学数学教师专业成长的孵化器 崇冲 滨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 19 - 
 

初中班主任管理工作之我见 李晓玲 滨海县八巨初级中学 

优化作业管理  提升教学效益 徐黎明 滨海县永宁路实验学校 

乡镇学前教育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 陈秀芬 射阳县双拥路幼儿园 

乡村幼儿早期阅读初探 王治兰 射阳县新坍镇实验幼儿园 

谈农村小学寄宿生自理能力培养 丁德礼 射阳县海河小学 

新课改背景下小学教育教学管理问题探析  史国栋 射阳县新坍小学 

幼儿冲突的应对与管理 房书娇 射阳县双拥路幼儿园 

关注幼儿的“安全教育” 徐红卫 射阳县新坍镇实验幼儿园 

谈专业标准视角下小学青年教师入职培训 
唐玉华  

顾海娟 
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 

谈《道德与法治》课中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 张乃成 射阳县初级中学 

初中学段班级管理的“正面管教”       卢卫国 金湖吴运铎实验学校 

学校特色文化建设初探 冀兵兵 金湖育才小学 

让“国粹”铺就特色之路   朱汉年 金湖县城南实验小学 

教导主任要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引路人 孙  丽 金湖县陈桥镇中心小学 

校长精神文化领导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陈胜余 金湖县第二中学  

建构指向学生核心素养的校园文化样态 蒋兴春 江苏省阜宁中学 

“四爱”班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唐春燕 建湖县实验小学北校区 

试谈教师教科研素养提升的“研”与“实” 李红 泗阳经济开发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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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 年度“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育管理论文”征文 

三等奖获奖名单( 365 篇) 

(排名不分先后) 

谈教育公平理论对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意义 王婷婷 张家港市城北幼儿园 

职高女生青春期心理问题应对策略探究 宋香敏 张家港市第三职业高级中学 

试谈基于现代社群文化的教研组建设 郑建忠 张家港市东渡实验学校 

推行文化管理  实现共同成长 
祁仁东 

高克勤 
张家港市乐余中心小学 

家校携手  共育新苗 钱丽娅 张家港市鹿苑小学 

创生与创优：特色课程建设适切路径 须惠琴 张家港市青龙小学 

幼儿园厕所文化创设之我见 钱  敏 张家港市泗港幼儿园 

“目标管理”在项目学习中的实践与运用 钱  瑾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文化立校  职业引导 吴长青 张家港市旭东学校 

基于项目的 STEM学习:一场学习方式的变革 季丽琴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儿童“种子观”教育思想在幼儿园游戏中的实践 王剑玫 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 

发挥教研组合力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葛昭佑 
太仓市沙溪镇幼教中心直塘 

幼儿园 

谈“罗森塔尔效应”对职教课堂教学的启示 陈晓佩 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谈初任德育主任的角色定位 陈  燕 太仓市弇山小学 

谈小学低年级学生的管理与实践 严红芬 太仓市朱棣文小学 

从破窗理论看班级管理  王利凤 太仓市沙溪镇第一小学 

整本阅读: 基于儿童立场的阅读新样式 陈燕红 太仓市沙溪镇第一小学 

“自主专业力发展工程”助力教师幸福成长 沈聪聪 太仓市经贸小学 

依托“幸福课堂工作室”构建有效教研策略 滕月芳 太仓市科教新城南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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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阅读的力量 谢美玲 太仓市浮桥镇牌楼小学 

谈业务园长管理的有效策略 董胤菊 
太仓市双凤镇幼教中心双凤 

幼儿园 

幼儿园开展成人伴读的实践与管理策略 王君艳 
太仓市实验幼教中心娄东 

幼儿园 

幼儿园家委会管理新路径初探 王莉英 
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伟阳 

幼儿园 

浅谈提升教研活动有效性的支持策略 朱月婷 
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新毛 

幼儿园 

课程游戏化项目实施的组织与管理 王春花 
太仓市浮桥镇幼教中心牌楼 

幼儿园 

社会化软件在幼儿教育管理中的应用与研究 杜莹俨 
太仓市浮桥镇幼教中心浏家港 

幼儿园 

谈基于问题的幼儿园主题式教研活动 孙燕峰 
太仓市科教新城幼教中心南郊 

幼儿园 

让“沉睡”的课程资源库“活”起来 朱琴红 太仓市港城幼教中心新城幼儿园 

建设校园文化  促进持续发展 戴庆红 太仓市港城幼教中心 

低年级班级管理艺术之我见 徐  兰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20.7 

浅谈幼儿园后勤工作精细化管理 朱四海 苏州工业园区钟园幼儿园 

关于班主任能力提升的校本实践研究 杨强强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家校无阻沟通  让孩子遇见最好的自己 陈  晨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小学班级管理中参与式公民教育的实践研究 汪  妍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班级自主分层管理模式探究 范舒宇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深植竹文化  培育慧雅娃 冯凌燕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三融合”：实施德育的有效路径 杨伟根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从厕所标语谈小学生管理 顾宇星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由从武侠小说中的“江湖”谈管理 许  枫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培智学校脑瘫儿童班级管理探索 薛  婷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学校 

自主约定  自主管理 
徐杏红 

王晓琴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泾园幼儿园 

关于幼儿园教科研工作的管理与指导考 周雪莲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葑谊幼 

儿园 

文萃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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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设与管理 谭雨晴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星湖 

幼儿园 

谈绩效工资背景下的学校管理策略 吴振华 苏州市吴江区梅堰中学 

家庭教育指导：班主任专业成长的新定位 杨志华 苏州市吴江区南麻小学 

外在驱动、柔性感化：教师德育管理的两大抓手 茅之怡 
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天 

和小学 

小学班级管理现状及优化策略 吕  孝 苏州市吴江区梅堰实验小学 

加强对老教师的管理和关注 李子豪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小学 

师生应补上“合作学习”这一课 钱海燕 
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花港迎春小学 

新市民学校学生社团管理与建设 吴  婷 
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花港迎春小学 

耕读文化基地：实施劳动教育的“天然草场” 杨玲丽 苏州市吴江区吴绫实验小学 

基于乡土文化的特色教育的实践 李桂英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三化”为学生作业导航 林震民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小学“优秀学生”心理障碍的成因及对策 金伟英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实验小学 

贤书共阅  以书养贤 陆舜娟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幼儿园课程数据资源库的建设与运用 沈艳凤 苏州市吴江区横扇幼儿园 

对幼儿自主进餐问题的思考 王懿晴 苏州市吴江区庙港幼儿园 

谈农村幼儿教师园本培训策略 李敏娟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幼儿园 

园本课程活动的主题审议初探 周  娇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幼儿园园 

“三线”并驾齐驱  架构国学课程 龚  炜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苏州湾 

外国语学校 

创设基于儿童立场的“亲自然”园所环境  陈美琴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实验小学 

附属幼儿园 

“家校社”协同教育初步研究 徐小琴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  

多动障碍初中生个案研究 张莹 苏州吴中区木渎实验中学 

初中生涯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唐晓萍 苏州市吴中区城西中学 

幼儿自主性游戏规则的自我制定与调整 季华英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学 

附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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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园本课题研究引领教师专业发展 张学英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实验小学 

附属幼儿园 

新形势下幼儿园考勤管理的制度与温度 蒋丽君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实验小学 

附属幼儿园 

依托湖渔文化打造学校特色教育 刘金川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实验中学 

浅谈中学课务管理中的“大”数据分析 袁榴身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新建班级以“介绍自己”为主题的活动模式探索 孟振洲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中职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策略探析 张惠玲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以家长工作为基石  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马  骏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阳光 

幼儿园 

“家校共育”建设的实践研究 
杨  莉 

曹静芳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浅谈小学管理制度的建设与探索 彭  辉 南京市红山小学 

四定原则：让谈心谈话“有行”“入心” 唐隽菁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学生中心:“家校生”协作成长的新机制 李  雷 南京市樱花小学 

“童心母爱”校本俱乐部课程的构建与管理 诸  蕾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同心立仁  向德育更深处漫溯 庞忠慧 南京市同仁小学 

QQ群在小班环境下小学高年级数学学困生转化的应用 张晓丽 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 

小学高年级“早恋”现象分析及策略研究 蒋亚娟 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 

数字化实验教学管理初探 韩丽丽 南京市第九中学 

谈“青年教师英雄联盟成长营”的建设 牛德芳 
南师大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怡康街分校 

突破专业发展的能力误区 倪长娥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关键教育事件：教师专业发展的助推器 胡海燕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谈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路径 应华峰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基于儿童视角的户外环境建构 吴兴莉 南京市建邺区实验幼儿园 

关于幼儿园年级组教研活动的再思考 沈  瑜 南京市香山路幼儿园 

新建学校“立德树人”实践探索 祝瑞松 南外河西一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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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开发语文课程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季  锋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乐山路分校 

“惠童人师”队伍建设的思考 华  松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 

基于推及德育的活动样态研究 董香琴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 

德育奠基：让理想变为现实 朱海燕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 

家园合作中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王丹丹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幼儿园 

幼儿自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朱文琦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幼儿园 

谈特校班级管理中的“以爱示爱” 郑媛媛 南京市浦口区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专业团队建设初探 郭玲玲 南京市浦口区特殊教育学校 

丰富园本文化  提升办园质量 姚  娟 南京市浦口区乌江幼儿园 

校本培训：青年教师成长的沃土 刘  暄 南京市中山小学 

试谈中途接班背景下的班级管理策略 李  根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的有效性探究  贯  茜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中心小学 

微信群：用好班级管理的“双刃剑” 何  诚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初级中学 

物理教研组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夏  凡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初级中学 

走进“整全教育”课程管理的 2.0时代 吴善虎 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 

小学班级管理制度构建策略初探 朱明霞 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 

小学议事型班会实例与调查分析 黄瑾芝 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 

让博客成为班级管理的另一只手 孙  莉 南京市竹山小学 

“卷入式”园本主题教研的实践与反思 葛  丽 南京市百家湖幼儿园 

幼儿园“特殊班级”管理实践初探 曹揽月 南京市百家湖幼儿园 

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审议纪录的实践与思考 佘国丽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交通 

幼儿园 

提升年轻班组长班级管理能力的策略研究 孙  莉 南京金域蓝湾幼儿园 

做一个“有温度”的管理者 杨  帆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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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管理策略  提升教学管理效能 陶  慧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幼儿园 

大班幼儿参与班级管理的实践探索 孟祥凤 南京市江宁区铜山幼儿园 

“学生老板”炼成记  徐怀淋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多管齐下  培养学生责任心 孔栋梁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中心小学 

给特殊学生“一米阳光”  唐乐乐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中心小学 

试谈幼儿园园长的管理艺术 孙华蓉 
南京市高淳区实验幼儿园 

文昌分园 

家园合作  培养农村小班幼儿的阅读习惯 高翠萍 南京市高淳区阳江幼儿园 

谈农村幼儿园班级家长群的运用与管理  史  荟 南京市高淳区阳江幼儿园  

以道德教育为抓手  提升班级道德管理能力 吴晓樱 无锡市仓下中学 

深度教研：师本培训走向深入的策略 阙建军 无锡市仓下中学 

构建多元德育  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方燕娟 无锡市查桥中学 

基于发现班级问题着眼创造解放学生 陈园园 无锡市东北塘中学 

优秀+：积极教育视域中的师生发展项目探索 凌  红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从实践中感悟“管理”的艺术 周盈嘉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文化建设：学校内涵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立晓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试谈教科研的“三研”之态 杜丽娜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 

民办幼儿园教学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徐佳乐 无锡市云林幼儿园 

试谈幼儿园管理中的团结与合作 王晓燕 无锡市甘露中心幼儿园 

引入危机管理  聚焦风险防控 蒋鸿雁 无锡市正兴幼儿园 

固内涵发展之基  启品质办园之门 包晓萍 无锡市港下中心幼儿园 

借助行为观察策略  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周  莉 溧阳市别桥中心幼儿园 

关于提升幼儿园自主户外活动的实践研究 蒋思望 溧阳市东升实验幼儿园 

小班幼儿用餐环节现状及改进策略 陈  蓉 溧阳市东升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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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施爱 别让爱成为一种伤害 史一茜 溧阳市东升实验幼儿园 

乐创自主环境  畅享自在游戏 郑  婧 溧阳市昆仑实验幼儿园 

浅谈幼儿“自主间餐”管理策略 史  薇 溧阳市南渡中心幼儿园 

在慢研深学的道路上提升管理水平 程桂秋 溧阳市上兴中心幼儿园 

让“幸福”从陪伴开始 虞  甜 溧阳市上兴中心幼儿园 

班本微课程的思与行 孙  铭 
溧阳市实验幼儿园清安 

园区 

立足园本培训的教师发展共同体建设 章明鹏 溧阳市新区实验幼儿园 

安全常驻心中  幸福生活永伴 陆叶琴 溧阳市竹箦中心幼儿园 

对校本培训的思考与实践 陈雨花 溧阳市外国语小学 

团队建设促进集团教师自主发展 徐春明 溧阳市外国语小学 

从“塑人”到“树人”的摆渡 马  进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向美”少年目标培养体系构建 贾  勇 宜兴市丁蜀实验中学 

新课改背景下高三班主任工作刍议 吴  越 宜兴市丁蜀高级中学 

浅谈班主任的德育工作 刘  艳 宜兴市丁蜀高级中学 

通过预设提升班干管理能力 陈科宏 宜兴市丁蜀高级中学 

互联网思维视域下思政理论宣传教育新路径 樊玉成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宜兴 

分院宜兴开放大学 

家园共育中共性问题的解决策略 任  春 宜兴市阳羡幼儿园 

关注班级小点滴  成就管理大未来 史余芬 宜兴市张渚红黄蓝幼儿园 

后勤管理中抓规范管理  促进质量和品质提升 陈  霞 宜兴市进修幼儿园 

浅谈幼儿园创新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吴  芳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附属 

幼儿园 

从马蹄形看班级管理创新 陈彬彬 宜兴市丁蜀实验中学 

高中班级管理中的深层思考与实践探索 吕春华 宜兴市周铁中学 

管理实践中的“放权” 
贾  奇 

朱  晔 
宜兴市太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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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细节教育   提升体艺品质 周  娟 句容市华阳中心小学 

浅谈小学语文教师素养提升策略 陈天伟 句容市宝华中心小学 

新课程视角下小学生课外阅读能力培养 金春峰 句容市葛村中心小学 

幼儿午睡管理策略研究 王朱珠 
句容市天王镇袁巷中心 

幼儿园 

幼儿园精神文化建设初探 吴  玮 
句容市茅山镇春城中心 

幼儿园 

幼儿游戏化教学自主管理实践与思考 侯年慧 
句容市边城镇陈武中心 

幼儿园 

以问题为导向  让教研更具生命力 徐  莉 句容市三台阁幼儿园 

基于儿童视角的弹性作息时间管理初探 巫  云 
句容市茅山风景区中心 

幼儿园 

自闭症儿童常规管理策略研究 赵晓易 句容市特殊教育学校 

谈语文教学课堂管理中的“攻心为上” 张  娜 仪征市金升外国语实验学校 

小学班级管理模式改革创新 吴厚梅 仪征市实验小学 

家校合作的实践与思考 田  英 仪征市实验小学 

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信息化管理建设 
王  源 

姚强东 
仪征市实验小学西区校 

赏识教育给我一双慧眼 米  贞 仪征市实验幼儿园 

培智学校班主任管理策略 彭  燕 仪征市特殊教育学校 

音乐治疗在特殊教育学校班级管理中的应用 陈  阳 仪征市特殊教育学校 

谈班级管理中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 高  媛 仪征市扬子学校 

有效开展社团活动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单有平 仪征市月塘中心小学 

做一名会“偷懒”的班主任 束有玲 仪征市振兴幼儿园 

浅探幼儿园户外游戏改造审议 陈建华 
扬州市机关第三幼儿园 

绿杨园 

唤醒家园合作新活力的新尝试 许守红 
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酒甸中心 

幼儿园 

从“四心”入手  做好“自主管理” 冯  丹 扬州市邗江区大地四季幼儿园 

搞活科研  抓实教研   苏  云 
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中心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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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外德育基地  助力学生成长  孔令明 泰州市凤凰小学  

当前农村初中的困境与对策 彭  海 
泰州市姜堰区白米初级 

中学  

多措并举  引领幼师成长  夏  艳 
泰州市姜堰区马庄中心 

小学 

强化学校安全管理的“四字诀”  韩才林 
泰州市姜堰区马庄中心 

小学 

新时期幼儿园班主任管理工作提升策略谈 顾  娟 泰州市姜堰区梁徐幼儿园 

“求真”文化背景下特色课程探索与实践 
宋庆军 

唐春宏 
泰州市姜堰区梁徐中心小学 

例谈班主任与家长的有效沟通 金射武 泰州市姜堰区娄庄中心小学 

试谈农村小学班主任工作中的家校共育 叶冬梅 泰州市姜堰区梅垛中心小学 

全力打造“家校合作共育”的班级管理平台 叶小慧 泰州市姜堰区南苑学校    

班主任工作漫谈 王锦奕 泰州市姜堰区沈高学校     

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策略 田存吉 泰州市姜堰区桥头中心小学  

农村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路径 解如芹 泰州市姜堰区桥头中心小学  

乡村小学家校沟通的困境及解决策略  王燕梅 泰州市姜堰区桥头中心小学 

润物无声  育人需“巧”  李  烨 泰州市姜堰区兴泰中心小学  

试谈班主任在家校共育中的角色定位 顾正忠 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初级中学   

外来务工子女教育问题及转化对策 张明虹 泰州市姜堰区俞垛中心小学 

从细节处抓实班级管理 陆晓琴 泰州市姜堰区俞垛中心小学 

学校管理艺术之我见 王小丽 
泰兴市鼓楼小学教育集团江平 

校区 

做“聪慧”的班级管理者  让每一颗童心都飞扬 赵亚婷 兴化市四牌楼幼儿园 

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的实践与探索 苏金宁 兴化市开发区中心校 

社会转型期乡村学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孙  超 兴化市安丰高中 

传承“安仁文化”  为特殊学生撑起一片蓝天 成义森 兴化市安丰中心小学  

试谈管理中的批评艺术 李  君 兴化市陈堡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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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共育的探索与实践 陈  硕 兴化市大垛镇中心幼儿园 

谈合作小组在小学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崔蓉蓉 兴化市安丰中心小学 

点亮梦想  努力前行 夏凤兰 兴化市张郭中心校 

班主任要学会借力 杨根宝 兴化市昌荣中心校 

农村小学班主任管理创新的实践 吕玉发 海安市曲塘镇章郭小学 

小学生补习教育现状及对策 茅宇婷 启东市紫薇小学  

小学德育工作创新之我见 宋骁崖 启东市紫薇小学  

爱生用真情  情真育良才 龚  波 启东市紫薇小学  

激发学生进取心  收获生命成长 陈蔡红 启东市紫薇小学  

浅析口头评价的创造力  黄豪楠 启东市紫薇小学  

用爱心温暖童心  从最好做到更好 施佳楠 启东市和合小学 

幼师成长记：寻找不一样的我们 朱佳琳 启东市和合幼儿园 

幼儿园开展足球游戏的实践与思考  沈嘉宝 启东市和合幼儿园 

幼儿生活德育初探 张馨丹 启东市海工幼儿园 

幼儿园生态环境教学改革研究 沈丹丹 启东市近海幼儿园 

谈园本研修中教师的专业成长 施彦宇 启东市滨海幼儿园 

幼儿分享行为的培养策略 蔡小燕 启东市和睦幼儿园 

区域游戏中激发幼儿主动学习的策略 单进红 启东市和睦幼儿园 

谈幼儿园班级管理机制的创新 张  雯 启东市东海幼儿园 

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情感教育能力提升策略 顾永明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中学 

关注学生身心健康  营造班级和谐氛围 殷海燕 南通市通州区通海中学 

立足学生身心特点  创新教育管理工作 顾丽华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中学 

关于班级群中班主任工作艺术例谈 严  丽 南通市通州区李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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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管理中的角色换位与思考 于小鹏 江苏省栟茶高级中学 

试谈年级管理之作用 丛海兵 如东县双甸中学 

初中班主任工作的柔性管理模式初探 徐玲玲 如东县丰利中学 

班级特色文化建设之我见 赵  玲 如东县洋口镇新林小学 

关于幼儿班主任德育工作的有效方略 缪绘华 如东县洋口镇新林幼儿园 

培养学生的大爱情怀 沈素兵 如东县掘港镇童店初级中学 

做有滋有味的教育  品花开花绽的馨香 杨  颖 如东县掘港镇幼儿园 

让德育之花绽放 汤园园 如东县双甸镇双南小学 

心理学视角下小学生管理评价 江丽娜 徐州市铜山区杨西小学 

做一名让学生信服的班主任 张  君 徐州市铜山区杨西小学 

开展高效的安全教育实践与思考  张玉佩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实验小学 

施教之道  多姿多彩 王  莉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实验小学 

用“四心”经营班级大家庭 吴海艳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实验小学 

爱心平风雷:从学生给我的留言说起 洪  静 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中心中学 

整合多方力量  优化初中德育 李耀东 徐州市铜山区何桥镇中心中学 

以爱浇灌  静待花开 汤  慧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王套小学 

让每一片花瓣都散发芬芳 刘  静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实验小学 

班级管理贵在用心 韦  文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孙湾小学 

学生行为不当的心理动机及干预策略 徐  辉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吴邵小学 

校长是学校发展的引领者 耿亚东 徐州市铜山区黄集实验小学 

试谈管理中的尊重 徐  影 徐州市铜山区汉王实验小学 

学生管理艺术谈 张红英 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刘庄小学 

音乐班管理策略例谈 刘  园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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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变形记 朱海宁 徐州市铜山区长安路小学 

学生健康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马  赛 徐州市铜山区长安路小学 

积极营造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王庆春 
徐州市铜山区单集镇小学中 

心校 

试谈问题学生教育中的“对话”策略 周海洪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实验小学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韩翠侠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实验小学 

巧用“资源微整合”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袁红琴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中心中学 

试谈班级管理的理性“桥接” 
孙庆然 

何宜成 
东海县平明中心小学 

“无痕”浸润：全纳教育视域下师爱的理性释放 张希凤 东海县白塔初级中学 

“心动模型”：建构村小低年级的书香阅读文化 
薛相华 

王栋国 
东海县房山中心小学 

“逆管”：培塑家校沟通的自我效能 张启道 东海县房山中心小学 

城乡划片联动  开发园本课程 刘  华 东海县实验小学 

网络自助：家校共育的智慧路径 张丹丹 东海县实验小学 

爱的标签：赏识、微笑和宽容 王春玲 东海县牛山街道中心小学 

做走心班主任  陪伴孩子成长 龚维维 东海县牛山街道城南小学 

小学语文课堂管理困境及改善策略 刘  荣 东海县洪庄中心小学 

谈被霸凌儿童情绪智力的干预 左兴娟 东海县实验小学 

绿色养成：留守后进生的蜕变检视 李  芹 东海县石榴高级中学 

试谈教师成长与马斯洛需要理论 张冬晓 东海县石榴高级中学 

动态平衡：户外活动的优质管理 高雁鸣 东海县幼儿园 

“全主体”园本趣研  指向“全人成长” 熊方玲 东海县幼儿园 

幼儿自治：班级共同体建设的智慧选择 汤玫瑰 东海县第二幼儿园 

筑守“家园共育”之巢的实践探索 苗  薇 东海县幼儿园 

试谈家校管理中的协同与整合 王鲁鲁 丰县大沙河镇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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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智慧理念  建设精彩班级 卜文婷 丰县大沙河镇李寨中心小学 

优秀教师团队建设之思考 袁吉春 丰县凤城街道中心校 

提高管理能力  助力学校发展 徐良松 丰县范楼镇韩庄小学 

班主任工作与学生创造力培养的实践路径 陈  丽 丰县范楼镇范楼小学 

用心做精致的教育 周义尧 丰县范楼镇蒋湾小学 

区域活动中教师的有效组织与指导 刘  娟 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 

“三化”：幼儿教学管理的新路径 石明芝 丰县示范幼儿园 

幼儿园班级管理策略刍议 王静静 丰县赵庄镇中心幼儿园 

讲究管理艺术  让每一朵花都绚丽绽放 孙  颖 丰县实验小学  

以人为本理念下初中班主任管理经验谈 章  文 丰县创新外国语学校 

浅析小学班主任与学生的有效沟通 田  婧 丰县首羡中心学校 

农村小学管理中的问题与思考 孙宗伟 丰县大沙河镇中心学校 

特殊学生群体的教育问题例谈 陈修斌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新课程视野下“7+5”德育活动的实践研究 
王艳舞 

刘墩卫 
连云港市沙河子园艺场小学 

试谈“国学经典”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朱  波 连云港市沙河中心小学 

管理中“矛盾点”的成因及对策 熊正佼 连云港市黑林中心小学  

校园四节与传统文化融合研究 孙  悦 连云港市赣榆华杰双语学校 

谈高中班主任与家长沟通策略 刘  会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班主任管理工作技巧之我见 秦  芳 连云港市赣榆华杰双语学校 

高中班主任“公信力”提升策略 唐品诗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绿色批评”架起理解与沟通的桥梁 伏莉莉 连云港市夹山中心小学  

谈优秀传统文化对高中德育的价值  王  莉 连云港市赣马高级中学  

中职学校特色班级文化建设探索 仲晓艳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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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生需要方法   张文超 连云港市官河中学  

“互联网+”：农村小学班主任自主发展的好帮手 刘  康 连云港市沙河中心小学 

浅谈班级文化建设   陈  飞 灌南县扬州路实验学校  

人本理念下的高中班主任管理策略 李金凤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寄宿制学校儿童就餐教育模式探讨 沙丽平 东台创新学校 

小学班主任管理策略与教育艺术 华  剑 东台市梁垛镇台南小学 

后进生转化的实践与思考 杨雪晴 东台市许河镇小学 

农村小学随班就读智障学生自我保护教育实践 唐玉华 东台市时堰镇后港小学 

乡土教育资源在农村班级文化创新中的运用 丁秋兰 东台市时堰镇后港小学 

班集体建设中微信平台的运用 陈海萍 东台市时堰镇小学 

依托地方特色  建“敬”校园文化 朱  丹 东台市梁垛镇台南中学 

新高考模式下农村高中的困境与出路 黄文良 东台市时堰中学 

浅析城郊结合部初中班级管理 陈玉芳 盐城市新洋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教学中道德教育渗透策略 颜  萍 盐城市新洋实验学校 

教师专业化发展路径初探 李元其 江苏盐城环保科技城实验学校 

浅谈高三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周  建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试谈高中团组织建设 孙  青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阅读：助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邵  阳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幼儿园   

依托园所文化  促进新教师专业成长 刘玉梅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环保教育路径探究 陈晓霞 盐城市龙冈凤凰幼儿园   

幼儿园班主任管理策略谈 徐  娟 盐城市中兴幼儿园   

幼儿园教科研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袁国庆 盐城市中兴幼儿园   

落实精细化管理  提升幼儿园管理实效 蒋卫云 盐城高新区幼儿园   



- 34 - 
 

幸福校园文化建设初探 徐正洲 盐城市第二小学 

发挥工会管理职能  推进和谐校园建设 袁  章 盐城市龙冈小学 

用爱温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鱼兆浩 盐城市龙冈小学  

试谈以人为本理念下的课后服务管理 高才明 盐城市马沟小学  

有思想有行动  做细做实教科研 韩桂军 盐城市马沟小学  

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现状与思考 张国文 盐城市张庄小学  

让美育走出课堂 万晓晔 盐城市潘黄实验学校  

试探新教育背景下的班级管理 陶  丽 盐城市神州路初级中学  

提高组织管理能力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王  华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初中  

浅议班级管理工作 王  栩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初中  

遵循发展规律  培养双信人才 卞海涛 盐城市大冈中学  

幼儿园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策略探索 胥  艳 盐城市海阔路幼儿园 

实施“1110”工程  深化家校合作 王海林 滨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谈宿舍管理中的德育渗透  黄金海 滨海县明达中学 

深度融合  让基层党建迸发新活力 刘志国 
江苏省滨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中心小学 

新疆地方学校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 王  成 滨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信息技术对农村学校管理的帮助 杨家帅 滨海县滨淮农场学校 

在角色游戏中培养中班幼儿合作交往能力 沈亚妮 滨海县幼儿园 

给学生一片健康成长的蓝天 王素芹 滨海县通榆中学 

让孩子在责任承担中健康成长 顾灵涛 滨海县通榆中学 

秉承行知理念  做好育人工作 陈尚梅 江苏省射阳中等专业学校 

试谈学生管理中的激励机制 贾清娟 江苏省射阳中等专业学校 

师幼关系问题分析与接解决策略 曹惟惟 射阳县盘湾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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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造适宜游戏的环境 孙艳艳 射阳县教师发展中心 

班级管理中高一新生自治模式探索 杨建飞 金湖县第二中学 

儿童焦虑心理疏导策略谈  潘  波 金湖吴运铎实验学校  

传承水育文化  践行“若水”教育  盛学中 金湖育才小学 

关注和谐  培养有发展力的班集体  倪红翠 金湖育才小学  

幼儿园趣味篮球活动开展的实践路径与探索 王  欣 金湖娃幼儿园 

加强学校文化建设  拓展学校育人功能  岳银丝 金湖县外国语学校  

学生自信心培养的实践与思考 蒋爱琴 金湖县金南镇中心小学  

班主任专业成长的实践与思考 卢峥嵘 金湖县金南镇卞塘小学 

农村小学品德学科校本研修的实践探索  俞  斌 金湖县银涂镇中心小学 

试谈班级管理的实践路径 吕发国 金湖县前锋镇中心小学  

乡村幼儿园田园特色活动的实施与拓展 郁葱葱 金湖县前锋镇前锋幼儿园  

知行合一  德育和智育并举 徐传祥 金湖县塔集镇夹沟小学 

幼儿园一日生活安全管理现状及改善对策 陈正凯 建湖县宝塔镇中心幼儿园 

基于“学习故事”的课程建构 杨  莉 建湖县幼儿园东方分园 

班级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王  玮 建湖县实验小学北校区 

直面生命教育  关注健全人格 李卫东 建湖县实验小学北校区 

用“契约”精神打底班级文化 杨  玲 建湖县沿河镇中心小学 

打造“规范-模式-特色”的教科研管理模式 孙小秋 泗阳县众兴实验小学西校区 

“通用工具表”让科研建设拾阶而上 张  雷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 

“工具表”助力教师专业成长 杨荣丽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  

培养教师科研能力是实施路径 蔡  雨 泗阳经济开发区学校 

科研引领  规范前行 周  娟 泗阳县幼儿园 

幼儿生活管理的策略研究 王学琴 泗阳县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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