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淮南市⼩学⾳乐学科论⽂评选获奖名单

各县、区、市直各⼩学：

2020年淮南市⼩学⾳乐教科研论⽂评选⼯作圆满结束。经市教

研室、市⼩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专业认真评选、共评选出以下作品。

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布。

2020年 9⽉ 20⽇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科 论⽂题⽬ 获奖等次

1 李思⾬ ⼤通区古堆⼩学 ⾳乐
浅谈⼩学⾳乐教育在农村学校的
现状

1

2 侯云
淮南市洞⼭中学泉⼭湖

校区
⾳乐 浅谈合唱教学的创新⽅法 1

3 李琳 ⽥家庵区三和中⼼⼩学 ⾳乐
如何开展农村⼩学⾳乐教育中的
合唱教学

1

4 宋菲菲 潘集区架河中⼼学校 ⾳乐
如何提升乡村⼩学⾳乐教学的趣
味性

1

5 帖莉 淮南第⼋中学 ⾳乐
浅谈如何提⾼中⼩学⽣的⾳乐听
觉能⼒

1

6 张浩程 淮师附⼩⼴弘城校区 ⾳乐 核⼼素养下的⾳乐动态课堂 1

7 刘华 淮师附⼩⼴弘城校区 ⾳乐
⼩学⾳乐合唱教学中⾳准的培养
⽅法研究

1

8 成红 淮师附⼩⼭南分校 ⾳乐 童声合唱团的实践与探索 1

9 刘云 寿县实验⼩学 ⾳乐
积极在⼩学⾳乐教学中践⾏“教学
做合⼀”

1

10 张勇 寿县实验⼩学 ⾳乐 浅谈⼩学⾳乐教学中的素质教育 1

11 王康莹 寿县实验⼩学 ⾳乐
浅谈⼩学⾳乐教育中审美能⼒的
培养

1

12 柴丽 寿县实验⼩学 ⾳乐 运⽤互动，打造⼩学⾳乐⾼效课堂 1

13 程卓 ⽥家庵区第⼗六⼩学 ⾳乐 拓宽⾳乐视野，升华情感体验 1

14 李洪燕 ⽥家庵区第三⼩学 ⾳乐
携德之⼿ 与⾳同⾏——⼩学⾳乐
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1



15 杨德隽 ⽥家庵区第⼗⼋⼩学 ⾳乐 借鉴奥尔夫 优化⾳乐课堂 1

16 刘晓旭
⽥家庵区⻰湖中学⺠⽣

校区
⾳乐

浅谈钢琴教学中⼉童⾳乐潜能开
发的作⽤

1

17 ⾦翔 ⽥家庵区第⼗六⼩学 ⾳乐 唱响疫情防控的赞歌 1

18 朱海燕 谢家集区第⼀中学 ⾳乐 浅论⼩学合唱教学的有效策略 1

19 李宏 谢家集区杨公⼩学 ⾳乐
试论⼩学⾳乐教育中⾳舞结合教
学⽅法的应⽤

1

20 焦⽟萍 淮师附⼩洞⼭校区 ⾳乐 巧声势、⼤作⽤ 1

21 ⾼洁 谢家集区实验学校 ⾳乐
如何开发学⽣在⾳乐实践活动中
的创新能⼒

1

22 朱妍春 ⼋公⼭区第三⼩学 ⾳乐
以⽣为本之⼩学⾳乐⾼效课堂的
构建

2

23 缪靖 ⼋公⼭区第⼀⼩学 ⾳乐
浅谈如何有效运⽤信息技术⼿段
来增加⾳乐学科的趣味性

2

24 戴轶群 ⼋公⼭区第⼀⼩学 ⾳乐 信息技术促使⾳乐课堂更具活⼒ 2

25 徐伟⻘ ⼤通区第三⼩学 ⾳乐
浅析当前⼩学⾳乐教改中的⼏个
误区

2

26 刘明静 ⼤通区孔店中⼼学校 ⾳乐
让戏曲唱响校园，让经典永远流传
—“戏曲进校园”

2

27 ⾼珊 ⼤通区孔店中学 ⾳乐 基于合唱的⼩学⾳乐训练探究 2

28 孙梦雅 ⼤通区⻢⼚中⼼学校 ⾳乐
⼩学⾳乐课堂合唱教学有效性研
究

2

29 罗颖
凤台县⼤兴集乡瓦房⼩

学
⾳乐

浅议⼩学⾳乐教育中学习兴趣的
激发与培养

2

30 范⼴志
凤台县尚塘乡孙圩教学

点
⾳乐

⼩学⾳乐教学中激励性原则的运
⽤

2

31 徐静
凤台县朱⻢店镇清泉⼩

学
⾳乐

互动在中⼩学⾳乐教学中的有效
应⽤

2

32 张璐
凤台县⼤兴集乡武集⼩

学
⾳乐 农村⼩学教育与实践 2

33 江永婷
淮南市洞⼭中学泉⼭湖

校区
⾳乐

如何构建⾼效的⼩学⾳乐合唱教
学课堂

2

34 张娟
淮南市洞⼭中学泉⼭湖

校区
⾳乐

提升⼩学⾳乐课堂中合唱教学有
效性的研究

2

35 刘瑶 ⽥家庵区三和中⼼⼩学 ⾳乐 浅谈⾳乐教学中德育教育的渗透 2

36 徐瑾 潘集区第⼆⼩学 ⾳乐
浅析⼩学⾳乐课堂中节奏教学策
略

2



37 ⻩璐 淮师附⼩⼭南分校 ⾳乐 论⼩学⾳乐体验式教学的实践 2

38 江静 淮师附⼩⼭南分校 ⾳乐 浅析⾳乐课上的节奏训练 2

39 李伟伟 淮师附⼩⼭南分校 ⾳乐 ⾳有爱，乐前⾏ 2

40 戚⼤勋 寿县实验⼩学 ⾳乐
激励机制在⼩学⾳乐教学中的应
⽤

2

41 陈旭光 寿县安丰镇三关⼩学 ⾳乐 寓教于乐，“玩”转课堂 2

42 顾伶俐 寿县实验⼩学 ⾳乐 如何上好⾳乐欣赏课 2

43 王苏君 寿县实验⼩学 ⾳乐
⼩学⾳乐教学中培养学⽣的核⼼
素养⽅式分析

2

44 李国云 寿县寿春⼩学 ⾳乐
浅谈在唱歌教学中培养学⽣的⾃
信⼼

2

45 徐慧敏 寿县寿春镇花园⼩学 ⾳乐
⼩学⾳乐课上趣味性发声练习实
践探究

2

46 梁倩倩 寿县炎刘镇⼴岩⼩学 ⾳乐
论流⾏⾳乐在⼩学⾳乐教学中弊
与利的建议

2

47 ⽅倩倩 寿县炎刘镇⼴岩⼩学 ⾳乐
浅析农村⼩学⾳乐教育边缘化的
原因及对策

2

48 陶云勤 ⽥家庵区第⼆⼩学 ⾳乐
浅谈如何在⼩学⾳乐教学中传承
⺠族⾳乐⽂化

2

49 周海燕 ⽥家庵区第⼗五⼩学 ⾳乐 谈⼩学⾳乐基本乐理的趣味教学 2

50 陶保杏
⽥家庵区洞⼭中学朝阳

分校
⾳乐

浅谈声势教学法在⼩学⾳乐教育
中的运⽤

2

51 王倩倩 ⽥家庵区史院中⼼学校 ⾳乐 浅谈⼩学⾳乐“律动”教学的运⽤ 2

52 李敏娜
谢家集区李郢孜回⺠⼩

学
⾳乐 浅析⼩学⾳乐教学⽅法 2

53 康茜 谢家集区朱集⼩学 ⾳乐 ⼼理学在⼩学⾳乐课中的应⽤ 2

54 ⻢晨蕾 凤台县第⼆实验⼩学 ⾳乐
体态律动在⼩学⾳乐教学中的运
⽤策略

3

55 朱佳 凤台县丁集乡中⼼学校 ⾳乐
《⾼考应加⼤对⾳乐基本功的考
查》

3

56 岳梅 凤台县凤凰镇中⼼学校 ⾳乐
⾳乐恒拍在⼩学低年级⾳乐教学
中的应⽤

3

57 颜扬 ⼤通区外窑⼩学 ⾳乐
⾳乐欣赏《森林狂想曲》翻转课堂
应⽤探析

3

58 张玲 凤台县凤凰中学 ⾳乐
⼩学⾳乐课堂引⼊戏曲教学的优
势

3



59 周⽂静 凤台县古店乡前刘⼩学 ⾳乐 浅谈学⽣对钢琴兴趣的培养 3

60 叶俊祥 凤台县杨村镇港南⼩学 ⾳乐 ⼩学⾳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3

61 ⾼岳纯
凤台县岳张集镇中⼼学

校
⾳乐

浅谈声乐歌曲 《我爱这⼟地》艺
术特征与演唱⻛格

3

62 余晨露
凤台县李冲回族乡中⼼

学校
⾳乐

柯达伊教学法于⼩学⾳乐课教学
中的有效应⽤

3

63 赵侠 潘集区第⼆⼩学 ⾳乐
通过微课教学构建⼩学⾳乐教学
⾼效课堂

3

64 聂春艳 潘集区泥河中⼼学校 ⾳乐
⼩学⾳乐课堂教学中⾳乐游戏的
融⼊实践

3

65 张吉 淮师附⼩⼭南分校 ⾳乐 核⼼素养在⾳乐课堂中的实施 3

66 尹春燕 寿县实验⼩学 ⾳乐
刍议⼩学⾳乐教学中的情境教学
法

3

67 杨芳 寿县实验⼩学 ⾳乐
探究红⾊歌曲在⼩学⾳乐教学中
的意义、创新与实践

3

68 臧伟 寿县实验⼩学 ⾳乐
探讨体态律动应⽤在⼩学⾳乐教
学中的有效策略

3

69 陈婷婷 寿县实验⼩学 ⾳乐
⼩学⾳乐教学中声势训练的巧妙
运⽤

3

70 陈晓媛 寿县寿春⼩学 ⾳乐
⼩学⾳乐教学中学⽣节奏感的培
养

3

71 张丽君 寿县正阳关镇淮滨⼩学 ⾳乐 ⼩学⾳乐课堂中识谱教学的研究 3

72 张琦 ⽥家庵区第三⼩学 ⾳乐
开发学⽣创造性思维——论信息
技术与⼩学⾳乐课程整合

3

73 张蓓 ⽥家庵区第⼗四⼩学 ⾳乐 ⾳乐教育与德⾏教育的双⾏并举 3

74 万利萍 谢家集区第九⼩学 ⾳乐
激发兴趣,活跃课堂——关于⼩学
⾳乐趣味教学研究

3

75 ⻩笑宇 谢家集区第⼀中学 ⾳乐
让快板教学开启中⼩学艺术教育
新思路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