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阳市学前教育中心 

 

                                          衡学前[2022]09号 

关于 2022 年全市学前教育优秀论文比赛 

获奖情况的公示 
 

各县市区教研室、各幼儿园: 

根据衡阳市学前教育中心《关于开展 2022 年全市幼教优秀论文

比赛及评奖工作的通知》要求，衡阳市学前教育中心组织开展了全市

幼教优秀论文比赛。经各县市区教育局推选，共推荐 405 篇论文进入

市级遴选。经专家组评审，评出 366篇优秀论文，其中一等奖 79篇、

二等奖 129篇、三等奖 158篇（详见附件）。 

附件:2022年全市学前教育优秀论文比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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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全市学前教育优秀论文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1  衡南县 周敏 动画片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研究 一等奖 

2  衡南县 鄢丽娜 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社会性发展影响的研究 一等奖 

3  衡南县 刘小玮 家庭与社区教育研究 一等奖 

4  衡南县 彭翠华 浅谈教师如何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 一等奖 

5  衡南县 刘多丽 浅谈幼儿园区域活动的环境创设和材料投放 一等奖 

6  衡南县 罗芬芬 浅谈幼儿园自制玩教具的开发与应用 一等奖 

7  衡阳县 贺祝良 登兴幼儿园关于粮食与健康的教育 一等奖 

8  衡阳县 欧燕华 疫情背景下幼儿的生命教育 一等奖 

9  衡阳县 肖爱林 浅析恐吓教育对幼儿性格形成的影响 一等奖 

10  衡阳县 胡蓉 浅析幼儿集体活动的开展 一等奖 

11  衡山县 周雍和 探析如何应用户外自然情境激发幼儿主动学习 一等奖 

12  衡山县 杨会娟 托班环境创设初探 一等奖 

13  衡山县 郑檬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的问题探究 一等奖 

14  衡东县 秦海玲 幼儿园视角下幼小衔接的策略研究 一等奖 

15  衡东县 颜敏 
浅谈如何“低成本，高质量”的创设农村幼儿园环

境 
一等奖 

16  衡东县 易玲 浅谈如何当好乡镇公办幼儿园园长 一等奖 

17  衡东县 全清利 公共服务视野下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探析 一等奖 

18  祁东县 谭翠平 浅谈家庭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工作 一等奖 

19  祁东县 黄佳 
浅析如何在中小城市推广音乐治疗对智残、孤独症

儿童的辅助治疗作用 
一等奖 

20  祁东县 周学灵 幼儿倾听习惯培养的策略研究 一等奖 

21  祁东县 李露 浅谈幼儿自尊心的培养 一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22  祁东县 匡磊磊 浅谈幼儿园保育工作 一等奖 

23  常宁市 吴敏 浅谈体育游戏在学前教育教学中应有 一等奖 

24  常宁市 唐薇 浅谈大班科学区材料的投放 一等奖 

25  常宁市 周丽萍 大班角色游戏中教师指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一等奖 

26  常宁市 李巧 浅谈幼儿园语言教育的实践 一等奖 

27  耒阳市 曾小芳 信息技术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一等奖 

28  耒阳市 谢金梅 关于幼儿不良饮食习惯的研究 一等奖 

29  耒阳市 贺金凤 浅谈如何科学管理小班班级 一等奖 

30  耒阳市 陈丹丹 浅谈家长参与园本课程的开发 一等奖 

31  耒阳市 谢倩雯 浅谈幼儿的攻击性行为 一等奖 

32  耒阳市 田艳 大班幼儿分享行为现状及教师支持策略研究 一等奖 

33  耒阳市 刘巧莉 浅谈幼儿合作游戏的价值及指导策略 一等奖 

34  耒阳市 龙新菊 幼小衔接在家园共育中的新探索 一等奖 

35  南岳区 文煌桢 幼儿倾听能力的培养 一等奖 

36  南岳区 王燕 幼儿园小班游戏活动中分享行为研究 一等奖 

37  南岳区 宋新涛 浅谈家庭教育里幼儿安全感的培育 一等奖 

38  南岳区 旷丽 
幼儿园角色游戏初探----以中班角色游戏“开心超

市”为例 
一等奖 

39  南岳区 陈丽蓉 
浅谈音乐在幼儿园全园性活动中的应用----以南岳

区益加益幼儿园为例 
一等奖 

40  南岳区 胡静 利用绘本促进幼儿情绪情感能力发展 一等奖 

41  南岳区 旷文怡 浅谈幼儿教育中的家园社区共育 一等奖 

42  雁峰区 阳丽君 游戏与幼儿园课程有效整合 一等奖 

43  雁峰区 贺兰 对幼儿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几点思考 一等奖 

44  雁峰区 彭睿琦 浅谈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弊端及对策 一等奖 

45  雁峰区 刘密密 浅谈如何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一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46  雁峰区 邹玉凤 浅谈疫情防控常态下幼儿园的体育活动 一等奖 

47  雁峰区 刘英 和孩子好好说话，及早培养好性格 一等奖 

48  雁峰区 罗玲 浅谈幼儿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 一等奖 

49  石鼓区 欧阳心怡 幼儿园主题教学活动下的班本实践课程的思考 一等奖 

50  石鼓区 李珍 探究幼儿班级活动区域的创设 一等奖 

51  石鼓区 胡蓉 课程研究—幼儿教学手工活动教学 一等奖 

52  石鼓区 秦琴 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中游戏材料投放策略探析 一等奖 

53  石鼓区 周奇 幼儿的欺负行为及其教育策略 一等奖 

54  石鼓区 谢寒娟 浅谈如何做好幼小衔接的心理准备 一等奖 

55  石鼓区 刘娟池 浅析幼儿教学中手工活动的有效开展策略 一等奖 

56  蒸湘区 倪晓连 以衡钢企业资源为依托的园本课程构建与实施 一等奖 

57  蒸湘区 罗琼 浅析音乐教育歌唱活动在教学实践中的策略 一等奖 

58  蒸湘区 皇夏琼 浅谈幼儿园语言教学 一等奖 

59  蒸湘区 谢枝倩 如何在幼儿园培养幼儿自主性 一等奖 

60  蒸湘区 胡玲艳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一等奖 

61  珠晖区 李玲 浅谈培养幼儿的早期阅读能力 一等奖 

62  珠晖区 彭曦 试论幼儿教育之“快乐教学” 一等奖 

63  珠晖区 范乾畅 有效指导小班绘本阅读促幼儿阅读能力的提高 一等奖 

64  珠晖区 邓丽仙 浅谈如何开展儿童美术教育活动 一等奖 

65  珠晖区 肖艳 浅谈绘画活动中如何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一等奖 

66  珠晖区 肖燕 幼儿教育中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探究 一等奖 

67  高新区 蔡金枝 浅谈促进幼儿早期阅读能力的发展 一等奖 

68  高新区 曾晓燕 构建幼儿园“蜂群式”教研共同体的方法与途径 一等奖 

69  高新区 李红佳 幼儿园语言集体教学活动游戏化探究 一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70  高新区 唐孝丹 浅议肢体语言在幼儿教学中的应用 一等奖 

71  高新区 邹韵 有效实施幼儿户外体育活动驱动幼儿健康发展 一等奖 

72  高新区 周雪艳 探析幼儿园美术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一等奖 

73  市直 尹亚敏 浅谈幼儿早期阅读 一等奖 

74  市直 宁霞 小班幼儿入园分离焦虑之我见 一等奖 

75  市直 阳芝娟 本土红色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三个渗透 一等奖 

76  市直 陶慧 谈衡阳红色基因在幼儿园传承的研究 一等奖 

77  
名师工

作室 
刘扬 家园合作背景下的幼儿园课程构建 一等奖 

78  
名师工

作室 
马丽君 做好自主游戏观察  捕捉儿童成长踪迹 一等奖 

79  
名师工

作室 
肖洋哲 浅谈乡村早期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一等奖 

80  衡南县 宁静雯 幼小衔接工作的现实困境及策略优化 二等奖 

81  衡南县 周敏 
留守儿童背景下农村幼儿园语言教育的内容和路径

探究 
二等奖 

82  衡南县 蒋华丽 论“教育游戏化”与“游戏教学法” 二等奖 

83  衡南县 刘玲 论培养小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等奖 

84  衡南县 邓玉丽 农村幼儿园家园与社区教育研究 二等奖 

85  衡南县 何萍 浅谈 3—6 岁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二等奖 

86  衡南县 刘英玲 浅谈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研究 二等奖 

87  衡南县 周林利 浅谈幼儿教育改革管理及发展趋势 二等奖 

88  衡南县 陈婳 浅谈中班语言活动中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二等奖 

89  衡南县 何向群 巧用自然资源，促进幼儿发展 二等奖 

90  衡南县 罗星燕 携手共进  家园共育 二等奖 

91  衡南县 阳海玲 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性及应用策略 二等奖 

92  衡阳县 李欣 留守儿童心理教育研究 二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93  衡阳县 肖娅琳 浅析幼儿学习第一站：阅读能力培养 二等奖 

94  衡阳县 胡春香 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分层培养策略 二等奖 

95  衡阳县 杨芳 浅谈如何在幼儿教育中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二等奖 

96  衡山县 胡思乐 幼儿园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研究 二等奖 

97  衡山县 雷波 幼儿园教师与家长沟通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二等奖 

98  衡山县 戴盼盼 小班幼儿良好进餐习惯培养策略探究 二等奖 

99  衡山县 谢文娟 浅析故事教学在幼儿园教学中的实践运用 二等奖 

100  衡山县 周驰 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影响研究 二等奖 

101  衡山县 刘玉风 “教学游戏化”和“游戏教学化” 二等奖 

102  衡山县 刘迎丽 浅谈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 二等奖 

103  衡山县 谢珍藏 初探幼儿园户外活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二等奖 

104  衡山县 赵娅萍 幼儿教育中幼儿自信心的激发与培养 二等奖 

105  衡山县 胡倩 谈话法在幼儿发展评价中的实践与应用 二等奖 

106  衡山县 阳慧珍 课程游戏化建设实践 二等奖 

107  衡山县 周双前 浅析大班幼儿告状行为 二等奖 

108  衡山县 郑檬 浅析学前教育语言教育的现状、发展及策略 二等奖 

109  衡山县 罗丹 浅谈幼儿挫折教育 二等奖 

110  衡山县 刘培 浅谈幼儿问题行为的教育策略 二等奖 

111  衡东县 肖玲 浅谈县域幼儿园幼小衔接开展策略 二等奖 

112  衡东县 欧阳晓玲 浅谈幼儿园班级主题建构游戏的行与思 二等奖 

113  衡东县 温玉霞 指南背景下 3-4岁幼儿早期阅读活动的组织策略 二等奖 

114  衡东县 彭丹 利用多元化材料有效开展幼儿户外游戏的初探 二等奖 

115  衡东县 董谢燕 浅谈小班幼儿常规教育的养成策略 二等奖 

116  衡东县 谭政坤 区域活动中幼儿教师有效指导策略研究 二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117  衡东县 谭钦佩 
浅谈幼儿园自主性游戏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开展策

略 
二等奖 

118  衡东县 阳雨晴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二等奖 

119  衡东县 尹琴 浅析幼儿园建构游戏中教师的有效指导策略 二等奖 

120  衡东县 陈美 浅谈幼儿园建构游戏推进的有效策略 二等奖 

121  衡东县 黄环 民间艺术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渗透 二等奖 

122  衡东县 杨玲 追逐幼儿脚步，让教学有辙可循 二等奖 

123  祁东县 肖赛 浅谈当前幼小衔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二等奖 

124  祁东县 雷阿丹 充分挖掘和利用农村幼儿教育教学资源 二等奖 

125  祁东县 颜淑媛 情感教育视角下幼儿品格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二等奖 

126  祁东县 邹佳赢 幼儿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 二等奖 

127  祁东县 唐明艳 简析幼儿争抢玩具的原因及教育策略 二等奖 

128  祁东县 邹琳玲 情感智力培养的策略探究 二等奖 

129  祁东县 高愿愿 论幼儿建构游戏的专注力探究与培养 二等奖 

130  祁东县 刘琼 论幼儿园环境创设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作用 二等奖 

131  祁东县 刘慧娣 幼儿课程游戏化探析与应用 二等奖 

132  祁东县 李艳 幼儿科学探究活动及其指导策略研究 二等奖 

133  祁东县 周围围 谈幼儿园、家庭、社区的合作共育研究 二等奖 

134  常宁市 廖玲丽 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现状分析及相关建议 二等奖 

135  常宁市 王月梅 浅谈培养幼儿良好心理素质的重要性 二等奖 

136  常宁市 雷欢 幼儿园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二等奖 

137  常宁市 王淑祯 浅谈幼儿园里的爱国主义教育与升旗仪式 二等奖 

138  常宁市 贺熙凤 浅谈幼儿阅读习惯的培养 二等奖 

139  常宁市 周媛媛 基于幼小衔接背景下的幼儿园教育研究 二等奖 

140  常宁市 段文娟 浅谈童话故事对幼儿成长的影响 二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141  常宁市 王朝阳 关于幼儿园常规教育的反思 二等奖 

142  常宁市 陈辉 自主游戏快乐成长 二等奖 

143  常宁市 朱媛媛 浅析幼儿攻击性行为的成因及教育对策 二等奖 

144  耒阳市 何书兰 浅谈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二等奖 

145  耒阳市 曹红 幼儿礼仪教育的探讨 二等奖 

146  耒阳市 谢秀娟 浅谈如何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等奖 

147  耒阳市 谢艳萍 幼儿的自信心与父母期望的关系 二等奖 

148  耒阳市 谷云英 关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探讨 二等奖 

149  耒阳市 钟科莲 浅谈大班幼儿美术创造力的培养 二等奖 

150  耒阳市 易露 浅析幼儿告状行为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二等奖 

151  南岳区 刘双 幼儿园户外体育游戏的组织与探索 二等奖 

152  南岳区 杨娟 疫情背景下如何开展“安吉游戏”家园共育工作 二等奖 

153  南岳区 赵志华 幼儿课程游戏化探析实践 二等奖 

154  南岳区 胡启婷 浅谈小班幼儿入园焦虑策略 二等奖 

155  南岳区 阳衡 关于影响幼儿行为习惯发展的相关研究 二等奖 

156  南岳区 刘宇思 关注幼儿情绪促进心理健康 二等奖 

157  南岳区 彭文娟 儿童说谎的心理研究 二等奖 

158  雁峰区 袁垚 
在绘本世界里畅想宇宙万物-浅谈幼儿园开展绘本

教学对幼儿的积极作用 
二等奖 

159  雁峰区 谭超 幼儿园实施活力教育的培养策略探究 二等奖 

160  雁峰区 王婷 新“疫情”背景下幼儿园保育工作的探索 二等奖 

161  雁峰区 罗阳 家庭和社区对于幼儿教育资源的利用初探 二等奖 

162  雁峰区 唐美玲 浅谈幼儿园绘本阅读的指导策略 二等奖 

163  雁峰区 周颖 教育教学研究——浅谈观察、分析与支持幼儿发展 二等奖 

164  雁峰区 及佳艳 论幼儿乱发脾气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二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165  石鼓区 陈云如 浅谈中班幼儿间冲突的原因及策略 二等奖 

166  石鼓区 阮彦泱 中班幼儿早期阅读能力培养的策略研究 二等奖 

167  石鼓区 刘师曼 儿童心理研究 二等奖 

168  石鼓区 刘亚军 如何通过幼儿美术教育活动培养创造力 二等奖 

169  石鼓区 颜可 浅谈幼儿活动的新视点 二等奖 

170  石鼓区 邓媛 生活教育在幼儿舞蹈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二等奖 

171  石鼓区 廖钱欢 幼儿教育以玩促学可行性的探讨 二等奖 

172  石鼓区 肖慧芳 单亲幼儿心理问题探析及教育对策 二等奖 

173  石鼓区 肖利红 浅谈教育爱 二等奖 

174  石鼓区 刘应娜 浅谈幼儿园游戏活动 二等奖 

175  蒸湘区 蒋艳平 浅谈中班幼儿的安全教育 二等奖 

176  蒸湘区 董姗 幼儿园教师教学语言能力培养 二等奖 

177  蒸湘区 王佳 幼儿园如何处理游戏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二等奖 

178  蒸湘区 刘媚 浅谈幼儿园大班表演游戏的开展 二等奖 

179  蒸湘区 何芳 做个有温度的幼儿教师·把爱种进幼儿心中 二等奖 

180  蒸湘区 龙海鸥 安吉游戏的材料投放及策略与启示 二等奖 

181  蒸湘区 刘思凡 小议幼儿园游戏教学 二等奖 

182  蒸湘区 张芳 浅谈幼儿园生活活动中随机教育 二等奖 

183  蒸湘区 谢婷婷 浅析幼儿园民间游戏的组织 二等奖 

184  蒸湘区 石惠 学前幼儿教育需要持之以恒 二等奖 

185  蒸湘区 李春梅 心存感恩，绽放生命之花----浅谈幼儿园感恩教育 二等奖 

186  珠晖区 周双双 以绘本为载体，开展主题活动 二等奖 

187  珠晖区 崔莎丽 浅谈幼儿园音乐教育 二等奖 

188  珠晖区 刘芳 幼儿教育中创造力培养探析 二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189  珠晖区 刘梦娟 新时代幼儿教师的“师幼互动” 二等奖 

190  珠晖区 范乾畅 如何在幼儿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二等奖 

191  珠晖区 黄昌慈 谈论游戏化教育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 二等奖 

192  珠晖区 张思佳 浅谈疫情下幼儿教学工作的开展 二等奖 

193  珠晖区 田俊 趣味化引导，促进幼儿语言能力发展 二等奖 

194  珠晖区 刘莎 幼儿园区角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二等奖 

195  珠晖区 李琳畅 用心关爱“特别”的你 二等奖 

196  高新区 陈红燕 浅谈幼儿园自主游戏 二等奖 

197  高新区 陈欢欢 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与融合 二等奖 

198  高新区 蒋春梅 浅谈幼儿在美术活动中的动手 二等奖 

199  高新区 李西 浅谈区角活动中幼儿合作能力的培养 二等奖 

200  高新区 刘红美 幼儿园教研工作的调查与反思 二等奖 

201  高新区 刘娜 家园协作促进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 二等奖 

202  高新区 莫丽媛 浅谈在美术活动中幼儿创造力的培养 二等奖 

203  高新区 陆紫娟 浅谈幼儿园管理的有效性 二等奖 

204  市直 綦小丽 幼儿园主题活动下班本实践课程探索 二等奖 

205  市直 张丹 
借助白板创设绘本教学灵动课堂——交互式电子白

板在幼儿园绘本教学中的应用 
二等奖 

206  市直 蒋纯 关于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教学的实践研究 二等奖 

207  市直 陈关香 基于儿童视角的入学准备调查研究 二等奖 

208  
名师工

作室 
敖薇 

清晰主题 转化实践---论《班本主题教学互动在幼

儿教学中的重要性》 
二等奖 

209  衡南县 谢姣丽 把爱种进幼儿心田 三等奖 

210  衡南县 陆思湘 浅谈如何培养小班幼儿良好进餐习惯的养成 三等奖 

211  衡南县 刘丽婷 浅谈如何上好一堂生动的学前语言课 三等奖 

212  衡南县 陈丽 浅谈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三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213  衡南县 彭如兰 浅析幼儿园发生攻击行为的原因及对策 三等奖 

214  衡南县 王雪花 谈谈幼小衔接班课堂纪律 三等奖 

215  衡南县 陈双双 幼儿安全问题探究 三等奖 

216  衡南县 刘云 幼儿教育小学化对策 三等奖 

217  衡南县 李思思 幼儿教育中常见的不良习惯与有效对策 三等奖 

218  衡南县 唐丽娟 幼儿园如何适当适时地教幼儿识字 三等奖 

219  衡南县 滕美 幼儿园自然教育的意义 三等奖 

220  衡南县 宋丽红 正确理解幼儿早期智力开发 三等奖 

221  衡阳县 魏俊丽 幼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游戏的组织指导 三等奖 

222  衡阳县 李婷 孟母三迁启示——浅谈幼儿园环境创设 三等奖 

223  衡阳县 唐惠清 浅谈农村幼儿教育现状及对策 三等奖 

224  衡阳县 罗思琪 幼儿礼仪、品格人生 三等奖 

225  衡阳县 邹小伟 
提升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策略研究——以语言游戏

活动为例 
三等奖 

226  衡阳县 宾文琪 
浅谈时代变化下的教育现状以及信息技术在幼儿园

的运用 
三等奖 

227  衡阳县 王逸明 
在语言教学活动中培养幼儿语言能力——以文学活

动为例 
三等奖 

228  衡阳县 黄干娟 儿童游戏力的培养 三等奖 

229  衡阳县 屈伶俐 
浅谈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幼儿园教育教学活

动中的运用 
三等奖 

230  衡阳县 谢美燕 儿童心理研究 三等奖 

231  衡阳县 陈慧 幼儿园课程语言领域教学研究 三等奖 

232  衡阳县 周玉瑶 幼儿园体育教育教学研究 三等奖 

233  衡阳县 蒋媛 幼小衔接的意义 三等奖 

234  衡阳县 贺琼 儿童的哲学思考——这仅仅是个开始 三等奖 

235  衡阳县 黄姣 浅谈家校合作，携手幼儿成长 三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236  衡阳县 贺鲜花 浅谈利用家庭和社区促进幼儿发展的策略 三等奖 

237  衡阳县 柳玉所 谈环境创设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 三等奖 

238  衡山县 刘菁 试析幼儿教育中乡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三等奖 

239  衡山县 贺静雅 幼儿园教育中的家庭教育 三等奖 

240  衡山县 柳艳昭 浅谈如何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 三等奖 

241  衡山县 郭灿 浅谈本土竹资源在区域活动中的运用 三等奖 

242  衡山县 赵艳 有效开展班级大型主题表演游戏的探究 三等奖 

243  衡山县 刘晨 幼儿园语言教学与游戏教学的融合 三等奖 

244  衡山县 向琴 幼儿教育中简笔画教学的重要性 三等奖 

245  衡山县 李钰洁 “教学游戏化”和“游戏教学化” 三等奖 

246  衡山县 胡文娟 浅谈幼儿能力培养——手工活动 三等奖 

247  衡山县 张红娟 指南背景下的幼儿园文学教育活动设计策略 三等奖 

248  衡山县 易笑宇 幼儿良好进餐习惯培养策略 三等奖 

249  衡山县 廖慧 在新起点上再出发－－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与回顾 三等奖 

250  衡东县 杨思 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优化幼儿园活动 三等奖 

251  衡东县 黄双英 浅谈幼儿园美术活动中创造力培养的策略 三等奖 

252  衡东县 刘莉莉 幼儿园多元化启蒙教育初探 三等奖 

253  衡东县 罗业章 浅谈农村幼儿快乐学习 三等奖 

254  衡东县 阳梦婷 浅谈在幼儿阶段“会玩”比“会学”更重要 三等奖 

255  衡东县 贺春香 幼儿园教育活动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探析 三等奖 

256  衡东县 彭延香 让老师成为幼儿游戏的引导者 三等奖 

257  衡东县 杨燕飞 关于教师应对幼儿告状行为的策略研究 三等奖 

258  衡东县 文刘凤 浅谈农村幼儿园户外环境创设 三等奖 

259  衡东县 王娟 浅析促进家庭与社区协同发展的教育策略 三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260  衡东县 宋熙智 家庭教育对幼儿的影响 三等奖 

261  衡东县 罗颖 信息技术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三等奖 

262  衡东县 尹丹 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三等奖 

263  衡东县 刘连 健康成长从心出发——浅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三等奖 

264  衡东县 向芝芝 音乐教育——让孩子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观 三等奖 

265  衡东县 刘玉萍 幼儿创新意识的激发并培养 三等奖 

266  衡东县 罗丹 浅谈农村幼儿园教师与祖辈家长的相处之道 三等奖 

267  衡东县 单南茜 浅谈农村幼儿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对策 三等奖 

268  祁东县 张艳华 幼儿游戏有效指导之我见 三等奖 

269  祁东县 肖黎 浅谈幼儿园环境创设 三等奖 

270  祁东县 张陈琪 把游戏权还给孩子之区域大循环游戏 三等奖 

271  祁东县 刘姿怡 致儿童心理研究 三等奖 

272  祁东县 李青青 浅谈共享区域 三等奖 

273  祁东县 邓莉莉 基于自主学习：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之需 三等奖 

274  祁东县 周妍慧 幼儿园自闭症儿童的表现与融合教育 三等奖 

275  祁东县 胡叶娟 幼儿园语言童话教学的有效策略探究 三等奖 

276  祁东县 廖湘昆 幼儿园教育教学管理现状与创新策略研究 三等奖 

277  祁东县 刘艳玲 论“教学游戏化”和"游戏教学化” 三等奖 

278  祁东县 匡蓉蓉 浅谈美术教学活动中评价的有效策略 三等奖 

279  祁东县 李臣相 浅谈幼儿的常规教育 三等奖 

280  常宁市 肖阳花 浅议培养幼儿良好习惯的重要性 三等奖 

281  常宁市 刘婷 浅谈如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三等奖 

282  常宁市 唐利娟 浅谈幼儿生活习惯的培养 三等奖 

283  常宁市 滕含芬 论幼儿园艺术教育 三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284  常宁市 罗莉莉 浅谈 3—4 岁幼儿剪纸活动指导策略 三等奖 

285  常宁市 雷婷 安吉游戏开展中的行与思 三等奖 

286  常宁市 陈妃妹 浅谈教学游戏化，游戏教学化 三等奖 

287  常宁市 徐嘉欣 浅谈幼儿美术教学 三等奖 

288  常宁市 阳璨 如何培养幼儿的语言能力 三等奖 

289  常宁市 徐香容 浅谈我是情绪小主人的培养 三等奖 

290  常宁市 欧燕 浅谈如何培养乡村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 三等奖 

291  常宁市 曹芳 浅谈小班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 三等奖 

292  常宁市 李禄花 浅谈幼儿营养与合理膳食 三等奖 

293  耒阳市 刘晓珊 基于大班幼儿的早期阅读现状及策略研究 三等奖 

294  耒阳市 李娜 浅谈学前教育中幼儿劳动教育的价值 三等奖 

295  耒阳市 周玲君 论什么样的体育活动适合幼儿园？ 三等奖 

296  耒阳市 张丽芳 浅谈幼儿家庭教育指导的有效策略 三等奖 

297  耒阳市 胡海霞 走进孩子的内心 三等奖 

298  耒阳市 黄秀美 论传统游戏在教学中的价值 三等奖 

299  耒阳市 肖泽亮 谈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 三等奖 

300  耒阳市 资伶 论幼儿园的“游戏” 三等奖 

301  耒阳市 刘佳 在自主中运动，在快乐中成长 三等奖 

302  耒阳市 王丹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新思考 三等奖 

303  耒阳市 张凤英 浅谈幼儿园班级常规管理的意义与实施 三等奖 

304  南岳区 成媛 浅谈家庭教育对孩子自立能力的影响 三等奖 

305  南岳区 刘媛 浅谈幼儿园安吉游戏及幼儿发展 三等奖 

306  南岳区 聂红浪 浅谈如何减轻学前儿童的学习负担 三等奖 

307  南岳区 綦玉梅 论游戏教育价值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应用 三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308  南岳区 刘波 家园共育 三等奖 

309  南岳区 谢鸿鹄 论“教学游戏化”和“游戏教学化” 三等奖 

310  南岳区 刘玉娟 浅谈幼儿早期教育 三等奖 

311  南岳区 刘紫倩 家园共育纠正问题儿童 三等奖 

312  南岳区 谭美丹 幼儿园游戏化教学策略浅谈 三等奖 

313  南岳区 李燕 幼儿心理学研究 三等奖 

314  雁峰区 罗中意 浅谈农村幼儿园开展安吉游戏 三等奖 

315  雁峰区 刘婷 谈学前教育中多媒体教学的有效运用 三等奖 

316  雁峰区 李雁 
小小绘本大智慧促幼儿全面成长——浅谈幼儿园的

绘本教学 
三等奖 

317  雁峰区 何晶 良好的师幼关系对幼儿教师的重要性 三等奖 

318  雁峰区 刘丽 浅淡在体育游戏中培养幼儿的合作 三等奖 

319  雁峰区 彭珍珍 表扬和批评应如何做到适当 三等奖 

320  雁峰区 李佩霖 浅谈新时期幼儿教师的基本素养 三等奖 

321  雁峰区 刘艳 多媒体技术在幼儿园语言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三等奖 

322  雁峰区 廖玲玲 浅谈如何培养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 三等奖 

323  雁峰区 滕小利 浅谈幼儿园体育活动的指导策略 三等奖 

324  雁峰区 陈美池 幼儿学习兴趣的培养途径和方法的研究 三等奖 

325  雁峰区 周海燕 浅析幼儿园教师合理运用惩戒教育的策略 三等奖 

326  雁峰区 潘海文 浅谈如何对待幼儿园里的“特殊儿童” 三等奖 

327  雁峰区 黄依莎 浅谈多媒体技术在幼儿园美术活动中的运用 三等奖 

328  石鼓区 谭莹 浅谈幼小衔接如何培养孩子的基本能力 三等奖 

329  石鼓区 张秋艳 小班幼儿日常行为习惯 三等奖 

330  石鼓区 黄安群 家园云合作携手促成长 三等奖 

331  石鼓区 张慧娟 浅谈幼小衔接 三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332  石鼓区 张婷 论幼儿园教育环境创建作用研究 三等奖 

333  石鼓区 蒋蕾慧 如何构建家庭教育与社区教育的和谐发展 三等奖 

334  石鼓区 王文英 幼儿园、家庭与社区教育研究 三等奖 

335  石鼓区 彭泽慧 幼儿园教育教学研究 三等奖 

336  石鼓区 邓小兰 幼儿游戏的自我见解 三等奖 

337  石鼓区 刘涓 浅谈拟人化教育对幼儿心理健康的促进 三等奖 

338  蒸湘区 申胜男 如何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三等奖 

339  蒸湘区 周祝兰 别让溺爱成为孩子成功的绊脚石 三等奖 

340  蒸湘区 肖锦 关注幼儿心理维护幼儿成长 三等奖 

341  蒸湘区 刘云华 浅谈大班幼儿日常交谈能力的培养 三等奖 

342  蒸湘区 王璐 幼儿教育边缘课程研究 三等奖 

343  蒸湘区 吴曼 浅谈幼儿园家园共育工作 三等奖 

344  蒸湘区 胡姣 如何在幼儿教育中培养幼儿自信心 三等奖 

345  蒸湘区 左琦 浅谈幼儿园说课 三等奖 

346  珠晖区 郑璞 浅谈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等奖 

347  珠晖区 唐艳 论游戏是幼儿园的基础教育活动 三等奖 

348  珠晖区 董婵娟 浅谈幼儿园游戏活动的重要性 三等奖 

349  珠晖区 刘冰斌 浅谈对培养小班幼儿早期阅读兴趣的探讨 三等奖 

350  珠晖区 刘怡 论幼儿园汉字教学中文化底蕴渗透的指导策略 三等奖 

351  珠晖区 颜美林 浅谈如何在游戏中培养幼儿的自主性 三等奖 

352  珠晖区 彭美 谈如何做好幼儿园班级管理工作 三等奖 

353  珠晖区 陈茜 论幼儿艺术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三等奖 

354  珠晖区 钟海霞 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三等奖 

355  珠晖区 黄玉琳 浅谈教师的语言艺术 三等奖 



序号 县市区 教师姓名 论文题目 获奖情况 

356  珠晖区 李慧 如何应对孩子的“两面派” 三等奖 

357  高新区 李妍 幼儿教育 三等奖 

358  高新区 凌艳 幼小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三等奖 

359  高新区 刘燕 浅析幼儿园安吉游戏与幼儿发展 三等奖 

360  高新区 龙秀 
运用角色游戏培养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价值与路径

探索 
三等奖 

361  高新区 唐成 论幼儿的争抢行为及其教育策略 三等奖 

362  高新区 罗莎 以绘本阅读为载体的小班幼儿阅读兴趣培养探讨 三等奖 

363  高新区 罗文文 浅谈小班幼儿生活常规教育 三等奖 

364  高新区 聂彦 如何培养幼儿创新能力 三等奖 

365  高新区 王一夷 
以爱育人 温暖教学——初探基于陶行知“民主教

育”理论的幼儿科学管理 
三等奖 

366  高新区 凌媛 浅谈素质教育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 三等奖 

 

（以上各级奖项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