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晋城市中小学教学能手名单

姓名 学科 学校 姓名 学科 学校

张保泰 科学 实验小学 杨  丽 道德与法治 阳城五中

樊育波 数学 第二小学 张  娜 地理 阳城三中

常晋芳 数学 实验小学 赵平平 英语 河北中学

罗曼妮 体育 第二小学 焦晓娜 英语 午亭中学

赵  敏 英语 第三小学 郭旭军 语文 町店中学

孔鹏鹏 语文 凤城中心校 常博玲 历史 教研室

杨晋伟 语文 第三小学 李爱云 地理 阳城一中

任粉霞 语文 第二小学 杨国兵 物理 阳城一中

张爱萍 语文 实验小学 郭建明 数学 阳城一中

王  瑜 英语 教研室 杜粉平 语文 阳城二中

司伟芳 信息技术 润城中心校 白锋波 信息技术 阳城五中

吕育苗 实验 芹池中心校 贾旭芳 实验 阳城二中



附件2

第八届“三优工程”获奖名单

市级一等奖

类别 姓名 学校 学科 参评课题

优
质

课

任粉霞 第二小学 语文 桥

马娟娟 芹池中心校 英语 Funny cartoons

常晋芳 实验小学 科学 点亮小灯泡

曹艳 第三小学 美术 用彩墨画鱼

卢云芳 阳城三中 历史 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

张娜 阳城三中 地理 欧洲西部二

王楠楠 特殊教育学校 综合实践 切胡萝卜片

优秀
教学

案例

段国锋吕学军 芹池中心校 学生评价 厚德少年“五色”评价案例

刘芳吴芙蓉 凤城东关小学 学生评价 依托多元评价深化育人内涵

郭利娟杨芳玲许向阳 演礼中心校 劳动教育 “礼慧”劳动 “杏”福成长

优秀
教研

团队

原鹏飞裴岩霞司银娣
延露吴乔丽马丽

北留皇城小学
数学

教研团队
聚焦“读写说”能力培养

建设雅智数学课堂

和晋梅刘芳贺艳菲
贾静杨密芳韩旭霞

第二小学
思政课
教研团队

党史教育润无声
立德树人助发展



市级二等奖

类别 姓名 学校 学科 参评课题

优
质

课

吴乔丽 实验小学 数学 《方程》复习

张晓敏 实验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不辱使命 奋勇抗争

张婷 实验小学 音乐 友谊的回声

王丽萍李瑞花 特殊教育学校 美术 立体毛线艺术——树

刘朝亮 实验小学 书法 竖弯钩

李春芳 实验小学 综合实践 我们的双手

吴云 阳城四中 语文 河中石兽

姬菲菲 阳城三中 数学 图形旋转变换中的不变性

卢淑霞 阳城四中 英语 When was it invented

樊王飞 次营中学 物理 电能与电功

高向前 教研室 化学 金属的性质和利用

原艳平 阳城四中 道德与法治 正视发展挑战

裴莉芳 北留中学 美术 板报设计

郭诚敏 阳城一中 语文 红岩

张鲜茹 阳城二中 数学 对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张玲玲 阳城一中 英语 主题语境下的语法教学识别

崔学红 阳城二中 物理 波的图像

任鹏 阳城一中 化学 盐类的水解

上官张浩 阳城二中 生物 DNA的复制

白翠堂 阳城二中 历史 两次鸦片战争

郭亮亮 阳城二中 地理 能源资源开发

原潇霞 阳城二中 思想政治 世界是永恒发展的

优秀
教学

案例

凌学峰 町店中学 学生评价 这样的检查书，教育效果有多大

刘群 阳城四中 学生评价 加强作业评价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邢鹏辉贾俊波 阳城一中 劳动教育 在调研走访中成长

陈敏丽 特殊教育学校 劳动教育 枯木逢春会有时和风细雨待花开

优秀教
研团队

王晋芳张晓敏苏春建

陈伟霞郝璐娟白娟
实验小学

语文名师工
作室

整本书阅读教学



县级奖励

类别 姓名 学校 学科 参评课题

优质课 刘新萍 阳城一中 语文 刺客列传

优质课 张慧芳 阳城二中 信息技术 认识大数据

优质课 白剑珍 阳城二中 英语 The steamboat

优质课 冯艳妮 阳城二中 数学 直线参数方程

优质课 郭俊敏 阳城二中 数学 异面直线所成角

优质课 郭丽霞 阳城二中 化学 化学反应限度

优质课 李晶晶 阳城四中 音乐 一二三四歌

优质课 赵丽芳 阳城四中 历史 交流与文化传播

优质课 白燕霞 阳城四中 道德与法治 百年征程 砥砺奋进

优质课 张庆梅 八甲口中学 数学 面积与代数恒等式

优质课 上官建锋 北留中学 道德与法治 在品味情感中成长

优质课 张丽霞 润城中学 化学 分子和原子

优质课 郭建英 润城中学 历史 外交事业的发展

优质课 郭静平 芹池中学 英语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优质课 刘文娟 次营中学 英语 A friendly dolphin

优质课 凌敏 实验小学 英语 《5B M1》复习

优质课 赵建华 实验小学 科学 下沉的物体会受到水的浮力吧

优质课 王海芳 实验小学 语文 白鹅

优质课 郭进芳 实验小学 数学 小熊请客

优质课 王爱芳 实验小学 语文 芙蓉楼送辛渐

优质课 赵倩云 实验小学 美术 家乡的小吃

优质课 陈育芳 实验小学 数学 分一分（二）

优质课 苏春建 实验小学 语文 牧场之国

优质课 原艳平 第二小学 数学 年月日数学绘本创作分享

优质课 王郁芳 第二小学 语文 在柏林

优质课 李娟 第三小学 语文 大自然的声音

优质课 赵敏 第三小学 英语 Do you have any cousins

优质课 达敏丽 第三小学 语文 棉花姑娘

优质课 陈志朋 凤城下孔小学 科学 第一单元复习课

优质课 燕云霞 凤城下孔小学 英语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优质课 常艳梅 凤城下芹小学 语文 我不能失信

优质课 魏小丽 白桑中心校 数学 跳绳

优质课 赵芬芳 白桑中心校 语文 暮江吟

优质课 王丽芳 润城中心校 数学 确定位置（一）

优质课 刘宁宁 润城中心校 语文 小马过河

优质课 秦艳萍 润城中心校 英语 Unit 11

优质课 杨芬芳 润城中心校 数学 练习五

优质课 刘庆芳 润城中心校 数学 确定位置（一）

优质课 上官海燕 润城中心校 语文 猫

优质课 杨倩 西河中心校 英语 Seeing the doctor



优质课 孙相宇 西河中心校 语文 小猴子下山

优质课 张美丽 西河中心校 数学 倒数

优质课 王爱霞 西河中心校 语文 墨梅

优质课 郑郭军 演礼中心校 科学 溶解的快慢

优质课 李小丽 演礼中心校 英语 Funny cartoons

优质课 吴丽芳 演礼中心校 语文 找春天

优质课 周淑平 演礼中心校 数学 比例尺

优质课 张学锋 演礼中心校 语文 自然之美

优质课 王云云 演礼中心校 语文 青山不老

优质课 李春梅 演礼中心校 语文 变色龙

优质课 杨冬勤 演礼中心校 语文 雨点儿

优质课 张兵丽 演礼中心校 数学 长方形与正方形

优质课 梁斐斐 演礼中心校 数学 神奇的莫比乌斯带

优质课 张鹏珍 演礼中心校 数学 奥运开幕

优质课 白牡丹 固隆中心校 数学 体积单位的换算

优质课 马利利 芹池中心校 数学 看一看

优质课 郭云芳 东冶中心校 数学 平均数

优质课 陈敏丽 特殊教育学校 劳动 凉拌黄瓜

优质课 路王菲 特殊教育学校 语文 元宵节

优秀教学案例 李云芳 实验小学 劳动教育 弘扬蚕桑传统文化感悟养蚕劳动之乐

优秀教学案例 吉晓利 实验小学 劳动教育 品耕耘之趣 享收获之乐

优秀教学案例 郭李敏 实验小学 劳动教育 穿编

优秀教学案例 刘丹丹 第二小学 劳动教育 粽香情浓  快乐端午

优秀教学案例 杨晋伟 第三小学 劳动教育 青青蒜苗盆中栽 劳动课程欢乐多

优秀教学案例 李铁梅 第三小学 劳动教育 体育教学中融入劳动教育

优秀教学案例 毛秀珍 凤城上芹小学 劳动教育 家校共育  培养时代新人

优秀教学案例 闫菊平 白桑中心校 劳动教育 我是劳动小能手

优秀教学案例 韩育芳 白桑中心校 劳动教育 面塑活动案例

优秀教学案例 郭育平 白桑中心校 劳动教育 敢担当 善尽责 做有责之人

优秀教学案例 裴俊芳 北留郭峪小学 劳动教育 巧做水果拼盘

优秀教学案例 燕卫国 润城中心校 劳动教育 “趣种乐收”农场蔬菜种植

优秀教学案例 赵永丽 西河中心校 劳动教育 有好奇心才会有求知欲

优秀教学案例 田丽娟 固隆中心校 劳动教育 《劳动最光荣》教学案例

优秀教学案例 张伟 东冶中心校 劳动教育 树立劳动光荣意识养成热爱劳动习惯

优秀教学案例 贾俊波 阳城一中 劳动教育 劳育，为孩子一生打好底色

优秀教学案例 许彩霞 阳城三中 劳动教育 惊吓中的惊喜

优秀教学案例 王燕 阳城三中 劳动教育 劳动让我们成为更好自己

优秀教学案例 王丽娟 阳城三中 劳动教育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优秀教学案例 崔学亮 阳城三中 劳动教育 生活中的垃圾

优秀教学案例 范建明 润城中学 劳动教育 在劳动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

优秀教学案例 张银芳 实验小学 学生评价 关注生命体验  提升核心素养

优秀教学案例 乔伟伟 实验小学 学生评价 Welcome to Sanya

优秀教学案例 王丽娟 第二小学 学生评价 关于“小学生阅读素养能力”专项评价

优秀教学案例 赵忠平 第三小学 学生评价 小学数学表现性评价案例



优秀教学案例 陈敏芬 凤城后则腰小学 学生评价 《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教学案例赏析

优秀教学案例 卫娜娜 北留北留小学 学生评价 让多元评价架起师生之间的友谊桥

优秀教学案例 原慧鑫苏艳 北留南留小学 学生评价 关注学生内心  帮助学生成长

优秀教学案例 李婧 北留史山小学 学生评价 让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

优秀教学案例 董晋蒲 西河中心校 学生评价 《我们的故事》习作赏析课评价案例

优秀教学案例 吴丽芳 演礼中心校 学生评价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案例

优秀教学案例 燕丽芳 次营中心校 学生评价 立足学生综合素质 关注学生一点一滴进步

优秀教学案例 季虹 阳城一中 学生评价 课堂主体让位学生 激发学生主动性

优秀教学案例 成雁雁 阳城一中 学生评价 长安晚秋

优秀教学案例 任鹏 阳城一中 学生评价 蒸馏和萃取

优秀教学案例 张晨芳 阳城一中 学生评价 使用多元评价 让课堂活起来

优秀教学案例 马晋鹏 阳城一中 学生评价 欧洲的殖民扩张

优秀教学案例 郭育芳 阳城一中 学生评价 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优秀教学案例 王小军 阳城一中 学生评价 一题多变 发散思维

优秀教学案例 门卫卫 阳城二中 学生评价 探究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

优秀教学案例 卫丽琴 阳城二中 学生评价 “铜与浓浓硫酸的反应”实验探究与创新

优秀教学案例 王育青 阳城三中 学生评价 改革评价——改革评价 转换观念 静待花开

优秀教学案例 郭沥阳 阳城三中 学生评价 抓好评价——教育的修枝剪

优秀教学案例 梁记平 阳城三中 学生评价 有效评价——学生成长的助推器

优秀教学案例 李鹏鹏 阳城四中 学生评价 不吝对学生的赞词  让学生在快乐中茁壮成长

优秀教学案例 张巧丽 阳城四中 学生评价 参与活动  体验成功

优秀教学案例 张慧芳 北留中学 学生评价 让学生在评价中自信地成长

优秀教学案例 曹芳会 润城中学 学生评价 利用实验中的意外 师生共成长

优秀教学案例 卢军苗 润城中学 学生评价 鼓励，让金口不再难开

优秀教学案例 陕红霞 寺头中学 学生评价 初中英语学科学生学业评价案例

优秀教学案例 郭劭阳 芹池中学 学生评价 借助课堂小BUG 提高学习大效率

优秀教学案例 马爱霞 东冶中学 学生评价 打架事件成就了一节好课

优秀教学案例 马丽芳 东冶中学 学生评价 初中英语学科学生学业评价案例

优秀教
研团队

张江霞李沁阳凌阿丽
孔鹏鹏李艳芳和晋梅

凤城水村小学
张江霞

小语工作室
全息阅读视阈下的小说单元教学

优秀教
研团队

马彩霞田珊珊郭菲菲
赵阳芳张文娟凌敏

实验小学
英语名师
工作室

三P五环节会话教学模式深度探究

优秀教
研团队

李志芳赵海彪裴卫霞 阳城三中 英语教研组 奋斗的我们

优秀教
研团队

张世芳郭芳芳吉卫东
苏爱琴原化平赵文丽

凤城北安阳小学语文教研组 高效复习 提高质量

优秀教
研团队

赵伟平李春杏司伟芳
刘宁宁秦艳萍

润城中心学校
润城完小
语文教研组

骨干教师示范研讨

优秀教
研团队

张粉容李宏斌陈娟娟
王晨燕吉鹤娇王路银

凤城水村小学 数学教研组 以生为本 高效活动



附件3

2021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一等奖

成果名称 申报人 单位

小学语文“四点导学”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张江霞李沁阳凌阿丽
赵伟平孔鹏鹏李艳芳 凤城水村小学

2021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二等奖

成果名称 申报人 单位

游戏策略在智力障碍学生教育康复运用中
的行动研究

元云霞 特殊教育学校

晋城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成果名称 申报人 单位

开卷+闭卷式中小学学业质量评价机制 教研室 教研室

小学语文“四点导学”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张江霞 凤城水村小学

游戏策略在智力障碍学生教育康复运用中
的行动研究

元云霞 特殊教育学校

“活”用统编教材培养历史学科素养 梁跃军 阳城五中

晋城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三等奖

成果名称 申报人 单位

环境涵育生命 文化浸润人生 毕兴社 实验小学

重拾农耕记忆 培育劳动新人 原继军 蟒河中心校

阳城县教育科研优秀成果

成果名称 申报人 单位

学生信息安全意识教育探索与实践 董李鹏栗学锋燕海波 阳城二中

依托阅读特色打造美素教育品牌 原建军 第二小学

关于构建小学数学共学共享课堂的行动研究 赵爱琴 第二小学

小学生全科阅读多彩作业的研究与实践总结报告 赵爱琴 第二小学

小学书法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王永锋 第三小学

基于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读写说”能力培养研究 原鹏飞 北留皇城小学

初中历史网络化课时作业设计 刘卫军 次营中学

初中历史一表一手一专题快速学习法 郭光会张粉平 次营中学

基于中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的科学探究能力培养研究 高向前 教研室

基于中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研究 董海江 教研室



附件4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立项课题

课题编号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主要参与者

GH-21009 阳城三中
初中数学教材例题的处理
策略研究

张学兵
李怀兵 赵向东 赵小军
姬菲菲 原书龙 孙小军

吴书霞 杨珍云

GH-21041 教研室
初中历史“自主学习任务
单”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常博玲
刘卫军 王利斌 王红霞

李学社 原静明 原帅帅
陈亮

GH-21210 第三小学
智慧校园环境下微课资源
开发与应用研究

杨晋伟
马晓波 李鹏敏 王柳蒲
吴海超 李娟

GH-21409 实验小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数学问题
优化设计研究

董芳萍
陈育芳 张银芳 李云芳
郭进芳 冯丽霞

GH-21581 阳城二中
核心素养视域下的高中语
文深度阅读教学路径

任如男 王健波

SZ-21124 阳城二中
高中显性和隐性思想政治
教育统一的实践研究

原潇霞 张静 刘利宁

SZ-21179 职业高中
中职学校“在校家长”德
育工作研究

崔天裕
张峰 段瑞兵 杨飞 张栋
梁 路党生 苏振田 王昆

鹏 张路露

PJ-21038 东城幼儿园
以幼儿为本的幼儿园课程
评价实践研究

王立平
郭于芳 王劲辉 李莉芳
刘璐

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21年度结题鉴定结果目录

课题编号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主要参与者

GH-19538 第二小学
小学生全息阅读的实践研
究

原建军
和晋梅 王丽娟 赵爱琴

原彩云 张云霞 孙素萍
原娟娟 刘芳

GH-18551 第二小学
关于构建小学数学共学共
享课堂的行动研究

赵爱琴 闫海洋 裴延霞 原李强

GH-18552
北留中心校
北留小学

小学中高年段课堂上学生
发言主动性的策略研究

常海龙
王海梅 王学兵 付淑芳

赵玉芳 靳丽萍 李海枝
裴苏丽

GH-18550 教研室
基于中学生化学核心素养
的科学探究能力培养研究

高向前
梁聪梅 杨继龙 马香芝
邢双敏 邢云云 吉东海

李旭东 李敏强

GH-17259 河北中心学校
“先学后导、问题评价”
有效教学模式

刘军亮
杨乐胜 原兰兰 原路芳
原丽芳 张文红 谷育

GH-19533 八甲口中学
思维导图在初中数学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

张庆梅
马丽丽 吉国胜 张艳敏
王娟



2021年度晋城市基础教育科研课题立项目录

课题编号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主要参与者

2021169 实验小学
多学科教师视角下图画书
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王晋芳
乐丽蒲 张爱萍 李云芳   
田珊珊 白娟

2021170 凤城东关小学
小学语文“微写作”实践
与探究

郑二平
郭小玲 于静芳 焦伶俐
郭芬霞 刘芳

2021171 凤城下孔小学
“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
作业减负提质的实践研究

高娟娟 魏红霞 焦延平 许云涛

2021173 演礼中心校
建构智慧课堂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郭文锁
杨红卫 李珊珊 张鹏珍
李春梅 李亚芳

2021177 西河中心校 核心阅读教学策略 郭素芳
原菊芳 李丽君 王育平
董晋蒲

2021178 第二小学
小学生“三觉阅读 创意表
达”的建构与实施

原建军
和晋梅 张早霞 王郁芳
张云霞 贾静

2021180 润城润城小学
计算教学如何体现数学化
思想的研究

张旭光 杨芬芬 王海娇 李思潮

2021181 润城中庄小学
“五育融合”下的农村寄
宿制学校德育教育与评价

李新艳
曹锦霞 郝玉平 曹晶晶 
杨楠

2021182 北留李家小学
五育融合下的语文学科如
何备课

王鹏
杨晋波 于海琦 裴伟丽
王建芳

2021183 北留皇城小学
主问题引领下的雅智数学
课堂建设

马莉 茹牡丹 徐洁

2021187 东城幼儿园
幼小衔接研究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研究

李敏
毕海燕 卫艳飞 田海珍
刘璐

2021188 阳城三中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初中化
学实验教学的研究

李兴荣 杨淑芳 李敏强等

2021193 北留中学
在化生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实验探究能力

燕云秀
常雪平 徐孟孟 邢海霞 
王铁亮

2021194 午亭中学
学本教学模式的实验与研
究

段昱铭 刘春峰 茹雁鹏

2021195 润城中学
学本教学下课堂议课评课
研究

原志锋
常筱虎 梁聪梅 袁晓伟
张沁霞 李斌

2021199 芹池中学
学生自主习题讲评模式在
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应

武永林
陈海宇 刘晋霞 郭凌姗 
于春雨 陈红梅

2021200 演礼中学
“双减”政策下作业设计
的有效性研究

王武斌
陈泽明 张二兵 杨田娟
李晓娟 王粉霞

2021201 固隆中学
唤醒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
实践与探索

成文虎
陕敏丰 赵中海 燕小光
李嘉嘉

2021206 阳城二中
“提高中学化学课堂教学
有效性”的研究

范佳鹏 王春霞 成洁琼

2021208 阳城一中
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学生
政治认同素养策略研究

李巧团 上官沁丽  赵鹏等



阳城县教科研课题立项目录

课题编号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主要参与者

YCG001 阳城二中
新课标下高中地理实践活
动的行动研究

毕三霞 张素红

YCG002 阳城二中
如何提高高一学生英语写
作能力

栗学锋 田马芳

YCC003 阳城三中
历史课堂中“合作探究”
的探讨

马军社 马敏霞 卢云芳等

YCC004 八甲口中学
信息化环境下农村初中英
语学习策略研究

张峰亮
张峰亮 原丽霞 刘晋娟
张拴绪

YCC005 北留中学
如何高效提升学生的诵读
能力

白素平
杨  丽 徐爱鹏 李雅楠
张仙琴 张雅琴

YCC006 北留中学 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贾四炉 元龙社 靳林锁

YCC007 町店中学
心理效应在班级管理中有
效应用

凌学锋 凌学锋及各班班主任

YCC008 寺头中学 初中英语信息化教学研究 陕红霞 张青枝 任雨朦

YCC009 寺头中学
中学语文综合性学习中学
生学习方式的研究

李建兵 李园园 贾普

YCC010 次营中学
基于核心素养下“五彩学
本”课堂教学实践与探究

牛学志
牛建平 刘文娟 苏丽君
常  娟 张粉平

YCC011 蟒河中学
“双减”政策下的作业管
理

吉忠平
李敦虎 王爱霞 张小亮
陈  亮 张称平

YCC012 玉琳中学
“双减”背景下的读写融
合探究

刘峰斌
成继虎 李  娟 刘美玲
邢娜娜 王  甜

YCX013 固隆中心校
从写好一段话入手，培养
小学生习作能力

郭育梅
白牡丹 郑丽丽 吴燕芳
田丽娟 毕鹏云

YCX014 次营中心校
“凝炼主问题，激活新思
维”课堂教学研究

王英
曹金锋 苏立新 王素丹
王丽萍 刘忠锁

YCX015 白桑白桑小学
新时代小学劳动教育教材
开发研究

程忠义
李晋龙 郭育平 吉云芳
张晓莉 魏小丽

YCX016 东冶中心校 学本式悦课堂 李张兵
张徐兵 王照丽 晋金玉
王科科

YCX017 町店町店小学 如何指导学生有效自学 杨云鹏
张虎庆 吴学鹏 李向丽
张育芳 李贵林

YCX018 蟒河台头小学
小学生整本书阅读指导探
究

张家胜 王晋兵 吉晓霞 王建平

YCX019 第三小学
“双减”背景下小学音乐
欣赏教学策略研究

卢艳平 邢秀娟 张鸣等

YCY020 安泽幼儿园
多途径培养幼儿语言表达
能力的实践研究

曹金枝 曹艳芳 段  娟 师沁芳

YCY021 东城幼儿园
利用游戏区角为幼儿营造
快乐的学习氛围

元云霞
上官晶晶 李小斐 罗曼
婷 王丽芳



附件5

晋城市高中教研活动优质课

姓名 学校 学科 课题

琚兵兵 阳城一中 数学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应用专题

张俊峰 阳城一中 地理 交通运输布局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朱娟娟 阳城二中 政治 严格执法

附件6

山西省普通高中“千师万题”试题征集与评估结果

姓名 学校 学科 等级

霍晋艳 西城高中 语文 B

王静芬 西城高中 语文 B

王露露 西城高中 生物 B

杨莉丹 西城高中 历史 B

马娜娜 西城高中 语文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