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西安市）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成果类别 成果题目

1 雒江华 西安市远东第一中学 课堂实录 Can I play the guitar？

2 雷莉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教育论文 绽放灵性与活力的思维——感悟

3 慕江江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论文 初中语文特色作业设计与评价

二等奖
4 王瑞 西安市长安区第十一中学 课堂实录 绝对值

5 王禹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论文 体育游戏在中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6 唐珊珊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设计 Unit 1Can you play the guitar？

7 李晨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论文 科技创新应用于基础音乐教育的探究

8 杨晒波 西安爱知初级中学 实验研究报告 中学物理课堂导入研究

9 马晓锐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 实验研究报告 《几何画板》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10 郭  锐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南校区 教学设计 Unit  9 What does he look like？（period one）

11 冯璐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设计 Unit4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12 安江艳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设计 Unit 10 Section B Reading

13 焦洋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论文 论物理实验对学生智力、课堂效率的作用



三等奖
14 唐珊珊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育叙事 教育在不经意间发生

15 李晨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论文 儿童多声部合唱教学研究——准确音律及和声能力的培养

16 杨晒波 西安爱知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以实验教学为阵地  以素质教育为方向

17 葛美化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设计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18 车大鹏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设计 第五章《回顾与思考（一）》

19 王超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设计 《阿长与〈山海经〉》

20 周楠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设计 蓝色的地中海文明

21 姚羽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设计 辅助线下的几何证明

22 李艳 西安高新第一学校 教学设计 伟大的悲剧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铜川市）
三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成果类别 成果题目

1 焦慧丽 陕西省铜川市新区楼村中学 教学论文 语文学习“便利贴”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宝鸡市）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成果类别 成果题目

1 吴文平 宝鸡市烽火中学 课堂实录 完全平方公式

2 宋文斌、许卫东 陕西省凤翔县凤翔中学 教学论文 高中物理问题研究

3 王丰华 宝鸡中学 教学论文 一个超越不等式在高考压轴题中的应用

二等奖
4 吴淑凤 宝鸡市烽火中学 教学论文 论关键词复习法在高三政治主观题中的应用

5 张菊侠 宝鸡市凤翔县田家庄中学 多媒体课件 Item2  The  Sun

6 苏丙武 陕西省陇县中学 教学论文 比喻修辞家族群英大炫彩——浅谈《荷塘月色》中比喻修辞的种类及作用

7 吴文平 宝鸡市烽火中学 教育叙事 让翻转课堂开出希望之花  翻转课堂学习心得

8 朱云侠 宝鸡市眉县横渠镇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如何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9 王文娟 宝鸡市烽火中学 教学设计 traveling abroad Chinese student fitting in well

10 王丰华 宝鸡中学 教学论文 构造函数解高考压轴题

三等奖
11 吴淑凤 宝鸡市烽火中学 教学案例 《政府的权利：依法行使》教学案例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咸阳市）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成果类别 成果题目

1 刘西玲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语法填空题的考查特点及解题技巧

2 姚朝东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析当代中学生民族精神的缺失与培育对策

3 马芳婷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如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人文精神

4 刘建撑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校园太极拳的开发与实施

5 仝瑞涛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作业布置的科学性、适量性和有效性研究

6 吴密利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高中英语学习的心理困难与解决方式

7 许超超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关于教学中创设情境的问题和方式的初探

二等奖
8 许桂玲 咸阳渭城中学 调查报告 渭城中学学生的学习倦怠状况研究

9 王静 陕西省彬县职业教育中心 教学设计 定时器及应用

10 李俊红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高中诗歌教学浅论

11 高恒 陕西省彬县职业教育中心 教学设计 《双手控制回路安装与调试》

12 许超超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化学课情境创设浅论

13 李俊红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教育随笔：老师的善意，学生都懂——李俊红教育随笔选录



14 王朵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流程图、表格和概念图在高三生物一轮复习中的应用初探

15 姚朝东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

16 刘小利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给学生一个“适度”的探究空间

17 孙军朋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析家庭小实验在高中化学新课改中的实践意义

18 陈广社 咸阳彩虹中学 教学设计 《绿》

19 李  飞 咸阳市兴平市西郊高级中学 教学设计 盐类的水解

20 陈丽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如何提高学生高考完形填空题的答题技巧

21 郭永生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例析“男孩患病”和“患病男孩”概率的计算规律

22 唐雅红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探究英语后进生的成因及改善策略

23 杨妙玲 陕西省彬县职业教育中心 教学设计 致橡树

24 姚朝东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对中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

25 张洁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历史数据在教学中的应用

26 丁洁 咸阳渭城中学 教学论文 高考备考中小说阅读题的答题技巧研究

27 高  亮 咸阳市渭城区西藏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多媒体课件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28 陈丽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高考英语阅读题答题技巧的研究

29 李光词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高中生物教学中学生主动学习策略研究

30 王芳萍 咸阳市武功县小村镇罗古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课改呼唤教研型的数学教师



31 郭永生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对9:3:3:1异常分离比问题的分析与总结

32 王军红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第四章 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第二节 富集在海水中的元素——氯（第一课时）

33 王磊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溶液中粒子浓度关系分析》教学设计与反思

34 王永锋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第四章 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第一节 无机非金属材料的主角——硅（第一课时）

35 姚利娟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多次求导与洛比达法则结合巧解一类高考压轴题

36 张伟宏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碱基互补配对原则的拓展和应用

37 任志恒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学校管理中发现高价值问题的三种途径和心理学影响

38 王有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发挥典型试题有效价值，调动学生数学解题积极性

39 杜离离 咸阳渭城中学 教学论文 知识铺垫  方法引导——动能定理课例

40 焦飞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粤教版信息技术必修《第三章 第二节 表格信息加工与表达》

《Excel 公式和函数的应用》教学设计

41 俱晓见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如何做好高三数学考试试卷的讲评

42 雷鲜利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关于同课异构课的体会

43 李光词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试论乾县一中美术校本课程开发利用的可行性

44 李瑾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论高中数学课堂提问的必要性

45 王俊绒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高中地理教学中学习兴趣的培养

46 姚利平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高三文科数学教学心得体会

47 邹伟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析生物群落中的种间关系和种内关系



48 张伟宏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析《神经调节》中的几个问题

49 马芳婷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教学案例——诗文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50 吴密利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高中英语教学中英语阅读能力培养的研究

51 赵蕾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高中政治课梳理·探究·训练教学模式的分析

三等奖
52 高芝粉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高中数学作业布置的有效性

53 王俊绒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高中地理学习技巧

54 严亚婷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背诵“五笔字跟助记词口诀”的正能量——一节信息技术课堂教学的情景片段叙事

55 王有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如何在数学课堂中落实学科素养

56 杨旭卿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培养学生在数学课堂上的参与意识

57 宁练伟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物理学史在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58 宋美艳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关于高中信息技术课兴趣培养的几点看法

59 白苗苗 咸阳市武功县大庄镇观音堂学校 教育叙事 一场监考引发的“意外”

60 许桂玲 咸阳渭城中学 教学论文 关于化学问题解决的心里学认识

61 张满仓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教师听课

62 彭虎刚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例谈课堂的连贯性

63 陈正东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排列组合中分组分配问题解决策略的研究



64 胡亚群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教学中“反复强调”的反作用

65 张宽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高中体育网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66 张正斌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简谱与五线谱的产生与发展

67 张亚娟 乾县第一中学 教学论文 浅析高中物理教学效率的提高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渭南市）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成果类别 成果题目

1 苏变英、李翠莉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育叙事 爱与信任为成长助力

2 肖怡 富平县杜村小学 教学论文 提升小学教师专业素养与学生综合素质有效途径的研究

二等奖
2 郭  晓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案例研究 《牛顿第一定律》教学案例研究报告

3 薛晓晶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4 李军利 渭南市澄城中学 课堂实录 《过秦论》

5 雷  蕾 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充分解读听力文本材料，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浅谈农村初中英语听力教学

6 赵正山、邓红玉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设计 《工业的区位因素》教学设计

7 曹蕊、郭晓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设计 《圆周运动》教学设计

8 左瑞红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论文 立足课堂教学  放眼核心素养

9 杨清鹏 渭南初级中学 多媒体课件 《卖油翁》

10 张  洁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论文 浅析高中英语听力教学

11 惠张妮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育叙事 微博的奉献——记班主任工作中的小故事

12 张燕妮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论文 关于高中音乐课现状的思考



13 张利侠、张维、张郭民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班主任工作的有效途径

14 王莉、史刘园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论文 浅谈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交流与融合

三等奖
15 樊君红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论文 对文言文阅读答题规范的研究

16 梁  潇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案例研究 的灵活运用——纸带“两分法”求解加速度

17 刘红红 华阴市华岳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自学 对学 助学 探究——关于“五歩一主线” 课堂模式环节“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解析

18 雷秋会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论文 高三一轮复课中梯度式作业的尝试

19 刘红红 华阴市华岳初级中学 教学案例 《已亥杂诗》教学案例分析

20 李翠莉、苏变英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设计 《京剧大师——梅兰芳》教学设计

21 刘红红 华阴市华岳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听课小感

22 杨敏青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育叙事 班主任的心

23 卜元锡 渭南市澄城中学 教学论文 探究性学习中教师角色地位转变的思考

24 刘红红 华阴市华岳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疑问式批注是课堂上那朵最美的浪花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汉中市）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成果类别

1 张丽 汉中市城固县第三中学 教学论文 

2 杜天强、周春玉、张天左、胡万军 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初级中学 实验研究报告

二等奖
3 张进忠、薛天华、赵磊 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初级中学 实验研究报告

4 马大君、段国权、郑苗苗、王翠红、沈瑞英 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初级中学 实验研究报告

5 张小丽、张迎兰、徐恒、张宁 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初级中学 实验研究报告

6 曹明刚、张丽 汉中市城固县第三中学 教学论文 

三等奖
7 胡万军、赵永敏 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8 胡万军 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初级中学 多媒体课件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汉中市）
一等奖

成果题目

中学生思辨性阅读能力培养浅探——文言文阅读教学中批判性思维的渗透  

《农村初中语文课外阅读指导研究》研究报告

二等奖
初中物理电学计算题解题方法的指导策略研究  研究总结

《农村初中快乐作文教学探究》

“激发农村初中学生英语学习内驱力的策略探究”课题研究报告

如何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感受能力

三等奖
浅谈信息化教学技术对语文教学的助推作用

《马说》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延安市）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成果类别 成果题目

1 张顺平 延安市宜川县中学 教学论文 以“四维导学”为策略  着力打造高效复习备考课堂

2 赵引琴 延安市宜川县中学 教学论文 换一种理念  换一种追求——整合教学资源  活化处理教材

二等奖
3 霍建民 延安市富县沙梁中学 教学论文 提高中学生运算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4 韩丽娟 延安市宜川县中学 教学论文 抵达学生心灵的深处，唤醒学生沉睡的力量——单元主题教学的实践感悟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榆林市）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成果类别

1 张挨平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2 刘晓瑜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3 张  慧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4 赵小锋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多媒体课件

5 冯芮 陕西省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多媒体课件

6 刘艳霞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7 郭府新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8 欧  蓝 陕西省府谷中学 课堂实录

9 张燕妮 陕西省府谷中学 课堂实录

10 孙小平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11 吴彩霞 府谷县职业中学 教学论文

12 郝  慧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13 高贵娥 府谷县同心路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14 郝夜星 府谷县教育教学研究室 教学论文

15 高英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论文 

16 刘  峰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二等奖
17 张慧琴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18 王彩如 府谷三中 教学论文

19 王  媛 陕西府谷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实验研究报告

20 杨红梅 府谷县大昌汗学校 教学论文

21 张学勤 府谷县同心路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22 惠永伟、李飞、贺宝宝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论文 

23 王  东 府谷县同心路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24 孙  钧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25 高  蓉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26 王媛 府谷县职业中学 教学论文

27 郭飞 府谷县职业中学 教学论文

28 薛彩霞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29 刘壮雄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30 王  娜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31 王  霞 府谷三中 教学论文

32 杨海军 府谷县教育教学研究室 教学论文

33 井小华 陕西省榆林中学 教育叙事

34 齐  妮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35 越  慧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36 郝海涛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37 李  燕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38 苏乐萍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39 郭海艳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40 薛战军、钟淼、郭瑞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调查报告

41 白  鸽 府谷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课堂实录

42 张霞 府谷县大昌汗学校 教学论文

43 王国岗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44 白海泉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45 高余霞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46 李  静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47 周晓璐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48 王瑞 榆林市横山区横山中学 课堂实录

49 戈瑞丽 府谷县大昌汗学校 教学论文

50 李  莹 陕西省府谷中学 课堂实录

51 亢小宁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52 朱  佐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53 薛彩霞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54 苏  杰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55 郭  剑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56 高  艳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57 赵婧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58 田娟娟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59 方芳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设计



60 郭世荣 府谷县大昌汗学校 教学论文

61 刘秀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62 李婷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63 李茹 府谷二中 教学论文

64 赵瑞琴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65 付  可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66 毕瑞青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67 蔺培亮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68 董  静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69 贺慧杰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70 王  丹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71 王换珍 府谷县同心路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72 贾丽珍 府谷县同心路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73 张鹏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74 崔娅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75 张荣荣 府谷县教育教学研究室 教学论文

76 王瑞 榆林市横山区横山中学 课堂实录

77 刘芳 府谷县华阳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78 纪博文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论文 

79 杨芳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论文 

80 张亚峰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论文 



81 田艳琴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82 杜继红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三等奖
83 王琰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论文 

84 李艳艳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论文 

85 杨  红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86 蒋武 榆林市第一中学分校 教育叙事

87 唐元月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论文 

88 王雪梅 府谷县华阳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89 李瑞宏 陕西省府谷中学 课堂实录

90 李  娜 陕西省府谷中学 多媒体课件

91 边  琴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92 武白女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93 贾翠霞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94 薛永飞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95 边亮云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96 张咏梅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97 欧  蓝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98 王  东 府谷县同心路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99 王二艳 府谷县木瓜学校 教学论文

100 张敏 府谷县木瓜学校 教学论文



101 丁洁茹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102 孙蓓君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论文 

103 叶晓芹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案例

104 方芳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多媒体课件

105 燕波 府谷县大昌汗学校 教学论文

106 张俊峰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107 张义军 府谷县教育教学研究室 教学论文

108 郭  敏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109 赵艳娥 府谷县大昌汗学校 教学论文

110 李  欢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111 石文莉 府谷县教育教学研究室 教学论文

112 邬瑞仙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113 白能斌 榆林市第一中学分校 教学论文 

114 屈欧阳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115 王利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116 李  莹 陕西省府谷中学 教学论文

117 张亚峰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设计

118 王健平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119 郝飞平 府谷县庙沟门学区 教学论文

120 陈  晨 府谷县同心路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121 唐元月 榆林市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教学论文 



122 孙向吉 府谷县新民初级中学 教学论文

123 王娇 府谷县孤山九年制学校 教学论文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榆林市）
一等奖

成果题目

基于“核心素养”，整合史地知识

浅谈如何增强农村历史课题的趣味性

新民初级中学00后独生子女人际交往现状的实证分析

利用函数性质判断方程解的存在

Unit 2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浅谈初中思想品德课的生活化教学

浅谈初中语文课堂阅读能力的培养

Table manners

政府：国家行政机关

初中英语学困生转化的策略研究

浅谈“教后反思”

探析插画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应用

历史课堂上如何激发学生的奇思妙想

浅谈多媒体技术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效应

自主课堂教学的第一次尝试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策略探析

二等奖
浅谈听评课的方法与意义



高考政治主观题解答方式的探究

培养中职生礼仪素质的实践研究

如何激发农村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浅谈历史地图册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氧化还原反应概念及应用的教学研究

浅谈农村初中化学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浅谈语文教学中有效的德育渗透方法

应试教育下的师生关系

对学生人文管理的几点感悟

中职数学课堂教学中数学兴趣培养策略

《开卷考试背景下思想品德课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浅谈如何提高中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

《分层教学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高中历史非选择题解题思路之小结

为学生构筑持续阅读的通道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例谈高中语文课的设问艺术

《浅析如何利用“综合性学习”提高学生搜集、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提高初中化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策略

翻转课堂在初中理化生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高中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几个有效途径

浅析初中英语作业的布置与批改



《初中数学课堂提问的有效性》

高中生历史学习现状调查——基于榆林高新完全中学高一高二年级学生

二倍角公式 

小学低段看图说话教学初探

新课程背景下导学案对高中化学高效课堂的影响探究

高中生物教学中微课学习与实践分析

新课标下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策略浅谈

微课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初中数学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苏州园林

浅析农村小学语文学困生的成因及转化策略

伟大的历史转折

高中物理计算题规范答题策略

2016年高考数学的复数

《浅析新课改下初中思品课堂教学导入策略探究》

《浅谈一题多解》

《浅谈分类讨论思想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浅谈农村中学作文教学的问题与对策》

初中生英语听力训练中的有效策略

如何在数学课堂中加强小组合作学习

《苯及其同系物的化学性质》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物理前沿知识与课堂教学的整合

浅谈新课程标准下初中数学分层教学策略

改变自己，做智慧教师

让语文学习插翅先飞

浅谈初中数学课堂练习设计的有效性

新课标下高中化学中元素化合物的教法探讨

由一节信息技术课上的突发事件引发的思考

浅谈怎样提高中学英语教学质量

《如何让初中数学教学走向生活化》

《初中历史教学常用导入法的利弊分析》

《论中学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浅谈数学课堂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情趣教学，让学困生走出初中英语学习的困境

对学校网球运动开展现状调查研究

小组合作探究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浅谈数学中的美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浅谈初中信息技术教学

从教八年的经历与收获

“探究二氧化硫的性质”创新实验及教学设计

浅谈中学音乐特长生的声乐有效性教学



如何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浅谈对待特殊家庭学生的教育与管理

三等奖
如何引导高一学生正确书写离子方程式

浅谈高考数学中极坐标与参数方程式常见题型及解题技巧

《浅谈初中英语阅读策略的优化与指导》

长睫毛引发的“事故”

关于《牛顿第一定律》的几点思考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

声声慢

传统文化的继承

在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有效提问

浅谈数学有效课堂提问的方法

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活动研究

从中小学教学教学中概述教育技术

让孩子在“折腾”的教学中茁壮成长

如何在教学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

要注重英语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浅谈农村初中化学教学策略

如何提高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

大处着眼须小处着手——初中语文教学中字词不容忽视



小组合作学习对农村初中语文学困生的重要性初探

IRE提问模式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新媒体新技术下的《琵琶行》授课案例

电解质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浅谈如何提高中学生的体育成绩》

浅谈如何指导中学生写作

探究式教学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浅谈中学数学教学方法和思考探析

《让语文课堂激情飞扬》

“讨论式教学”在初中思想品德课中的有效运用

如何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式学习能力

如何组建和使用学习小组使课堂教学更加有效

探究性实验在规律教学中的不同策略

浅析初中生历史素养的培养

发掘教材中的微言大义

《春江花月夜》

《在语文课堂中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浅谈小组合作学习中小组长的作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农村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高中物理教学中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浅谈初中数学课堂提问技巧

初中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



      2017年度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杨凌示范区）
三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成果类别 成果题目

1 路元莉 杨陵区教育教学研究室 教学论文 一瞬传情，一目传神——小议习作教学中的细节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