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科 论文题目 获奖等次

1 胡恩慧 凤台县第四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小说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1

2 刘敏 凤台县第四中学 语文 细节出华彩 1

3 姜梦玮 凤台县第五中学 语文 基于信息技术环境下初中学生语文学习方式的变革研究 1

4 王倩 凤台县第一中学 语文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学习任务群教学论 1

5 丁宁 凤台县第一中学 语文 谈中学语文基础知识界定的重要性 1

6 尹旭 凤台县第一中学 语文 在运用中实现语言的深度建构 1

7 李娟 淮南第八中学 语文 语文核心素养下中学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研究 1

8 杨艳 淮南第二十一中学 语文 “五步法”师生合作式作文教学模式浅探 1

9 孙林 淮南第二十一中学 语文 近年高考小说类文本的三个“小形象”和 三个“大主题 1

10 武林 淮南第二十一中学 语文 浅析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1

11 孙琛琛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先秦诸子选读·庄子》备课策略浅议 1

12 胡传海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古诗词文本特征梳理及教学启示 1

13 茆欣恬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经典诗歌线上教学的弊端与思考 1

14 宗雪梅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论如何追求空中课堂的实效性 1

15 张松林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文思维 1

16 史宏宇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信息化2.0背景下高中语文智慧课堂实证研究 1

17 杨家强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语文新课标视域下的研究性学习再阐发 1

18 陈红霞 淮南第七中学 语文 新课改下针对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性研究 1

19 胡静 淮南第三中学 语文 浅谈核心素养下语文阅读教学的几点思考 1

20 陈婷婷 淮南第十四中学 语文 指向语文核心素养的“精准提问”教学策略探微 1

21 孔庆云 淮南第四中学 语文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分析 1

22 龙婷婷 淮南第四中学 语文 思维发展与提升在高考小说复习中的指导意义 1

23 朱文伟 淮南第五中学 语文 比同较异  举一反三—在比较中寻找阅读教学的突破口 1

24 吕鹏 淮南第一中学 语文 跨媒介有声读物在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中实践初探 1

25 高映 淮南第一中学 语文 在“空中课堂”中为学生打开一扇心灵之窗 1

26 王娟 淮南实验中学 语文 醉桃源之美　探学法之妙 1

27 黎明丽 淮南实验中学 语文 对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构建少教多学模式的思考 1

28 时英素 寿县八公山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课堂中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 1

29 夏兵 寿县保义学校 语文 让孩子笔底生花 1

30 沈勤 寿县第二中学 语文 宋词中的雨意象 1

31 吴瑜 寿县第一中学 语文 浅谈高中语文课堂情境教学法的运用 1

32 沈洁 寿县第一中学 语文 群文阅读，让学生读懂诗歌 1

33 卞显国 寿县张李初级中学 语文 “停课不停学”——初中语文线上教学的现状与改进策略 1

34 刘莉 田家庵区洞山中学 语文 让助读成为自读课腾飞的翅膀 1

35 张丽田家庵区洞山中学朝阳分校语文 助读系统为学生自主阅读插上翅膀 1

36 汪仲谢家集区淮南第二十五中学语文 另辟“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蹊径 1

37 吴海东 八公山区第一中学 语文 让生活气息弥漫在作文中 2

38 王超 大通区黄山中学 语文 以己昭昭，方能使人昭昭 2

39 汤思琦 洞山中学泉山湖校区 语文 浅谈《倾城之恋》中的“故乡情结” 2

40 朱莹莹 洞山中学泉山湖校区 语文 浅谈词、句、段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和作用 2

41 高玲 凤台县第四中学 语文 万紫千红春满园 2

42 丁琳娜 凤台县第五中学 语文 浅谈初中语文备课 2



43 盛咏梅 凤台县第一中学 语文 论李清照词中情感基调的变化 2

44 陈宏哲 凤台县第一中学 语文 情境式学习：基于核心素养的语文深度学习路径 2

45 吴广红 凤台县彭圩初级中学 语文 腹有诗书气自华--浅谈初中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2

46 唐健 淮南第二十八中学 语文 浅谈语文教学的审美教育 2

47 黄昆 淮南第二十六中学 语文 浅谈语文课的兴趣教学 2

48 谢春 淮南第二十三中学 语文 中学语文教学如何有效渗透优秀传统文化 2

49 叶华芹 淮南第二十四中学 语文 浅谈初中语文教学中如何落实立德树人教育 2

50 高良胜 淮南第二十中学 语文 它山之石，如何攻玉 2

51 王义俊 淮南第二十中学 语文 由《登高》教学实践谈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主体性的凸显 2

52 王韬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教学探究 2

53 张菁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高中生议论文的论证水平现状分析及提升策略 2

54 宫平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聚焦核心素养，微探文言文教学 2

55 姚素云 淮南第二中学 语文 为尘沙磨打磨的灵魂——《活着》整本书阅读教学 2

56 黄德永 淮南第九中学 语文 浅谈如何培养中学生的概括能力和归纳能力 2

57 马妍妍 淮南第六中学 语文 论高中语文审美教育人格塑造的策略 2

58 宋媛媛 淮南第七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教学中课堂提问的艺术探究 2

59 王群 淮南第三中学 语文 践行“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 2

60 路宁宁 淮南第三中学 语文 让作文审题教学变得精准而精妙 2

61 谢伊丽 淮南第三中学 语文 万水千山总关情，一草一木寄深意 2

62 袁世萍 淮南第三中学 语文 基于高中语文学习困境之下的有效突破方法 2

63 高丽 淮南第十九中学 语文 跨越千年赏讽谏，至今仍觉很新鲜 2

64 陈红传 淮南第十九中学 语文 阅读教学“第三十五分钟失控”问题成因浅论 2

65 王奡 淮南第十六中学 语文 思维导图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2

66 万少华 淮南第十四中学 语文 立德树人背景下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探究 2

67 徐影 淮南第十五中学 语文 论影视资料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2

68 唐振 淮南第十一中学 语文 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2

69 徐坤伟 淮南第四中学 语文 “学科素养”应从教材中来 2

70 彭婷婷 淮南第四中学 语文 借用图式  解读夸张 2

71 佘根水 淮南第四中学 语文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

72 赵颖 淮南第四中学 语文 以学为中心的名著深度阅读——以《红楼梦》为例 2

73 黄宏宇 淮南第五中学 语文 诗词教学课堂模式探究——以唐宋词为例 2

74 王本为 淮南第五中学 语文 提升语文素养——慢语文得实效 2

75 厉同喜 淮南第一中学 语文 贾宝玉的人物形象比较探析 2

76 王明侠 淮南第一中学 语文 浅议高中理科生语文教学策略 2

77 计鸿 淮南第一中学 语文 让议论，向析薪破理处漫溯 2

78 房郑 淮南第一中学 语文 探讨微课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2

79 孟迪 淮南实验中学 语文 由《朗读者》联想到散文教学策略之“读” 2

80 纪瑞瑞淮南实验中学山南校区 语文 从“空中课堂”看初中语文信息化教学 2

81 王斐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夏集中学语文 我的写作课教学纪实 2

82 陈爱全 潘集区夹沟中学 语文 农村初中课外古诗文阅读实践探究 2

83 秦利 潘集区架河第一中学 语文 分层教学法在农村初中语文中的运用研究 2

84 金希梅 潘集区泥河中学 语文 浅析中学生课外阅读有效指导 2

85 平治立 潘集区平圩中学 语文 浅谈思辨读写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2



86 权杰 寿县第二中学 语文 高考语文小说鉴赏分析环境描写方法探究 2

87 潘辰宁 寿县第二中学 语文 高中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利用再议 2

88 李小明 寿县第二中学 语文 美育教育助力古典诗词教学 2

89 薛敬淑 寿县第三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名著导读”高效教学之刍议 2

90 李菊 寿县第三中学 语文 浅谈分层模式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2

91 李玲 寿县第一中学 语文 辩题事例把握好，逻辑严密最重要 2

92 杨宏林 寿县第一中学 语文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价值观引领 2

93 王多满 寿县广岩初级中学 语文 以初中语文诗词教学为例——以趣入境走进诗意 2

94 杨凡俊 寿县三觉学校 语文 以文学社促进学生写作能力发展的策略研究 2

95 孙海 寿县寿春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教学中阅读与写作教学的结合 2

96 何正娟 寿县寿春中学 语文 浅谈新课程背景下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融合 2

97 赵守涂 寿县寿春中学 语文 浅议语文课堂教学的风采 2

98 孟令清 田家庵区洞山中学 语文 浅谈初中语文教学中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2

99 荣曼曼 田家庵区洞山中学 语文 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熠熠闪光 2

100 姚昆田家庵区洞山中学朝阳分校语文 “选点比读”阅读法教学研究 2

101 许梦雅田家庵区洞山中学朝阳分校语文 落实语文核心素养，探究古文教学策略 2

102 雷琼 田家庵区淮河中学 语文 让感悟在阅读中绽放 ——浅析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提升 2

103 徐倩 田家庵区淮河中学 语文 注重朗读教学 彰显语文魅力 2

104 陈艳 谢家集区第二中学 语文 重主体真情激趣，巧设计妙笔生花 2

105 唐金玲谢家集区孤堆回族中学 语文 批注式阅读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2

106 郑玉叶谢家集区淮南第二十五中学语文 初中文言文教学的柳暗花明 2

107 吴玉华谢家集区淮南第二十五中学语文 中考复习之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2

108 岳黎勤 凤台县第二中学 语文
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切实提高初中文言文课堂教学效

率
2

109 程慧 八公山区第五中学 语文 浅谈信息技术与语文课堂的有机融合与创新 3

110 陈明文 八公山区第一中学 语文 浅谈说明文的“学”与“写” 3

111 陈飞 八公山区第一中学 语文 阅读 悦读——浅论初中语文自主性阅读能力的培养 3

112 杨慧 大通区孔店中学 语文 以新媒体促教学，巧用技术提质量 3

113 张银 洞山中学泉山湖校区 语文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3

114 贾全银 洞山中学泉山湖校区 语文 基于语文核心素养背景下夯实文言文积累教法探微 3

115 刘靖 洞山中学泉山湖校区 语文 浅谈初中语文课堂中如何对学生情绪合理引导 3

116 吴广静 凤台县第二中学 语文 高中语文阅读的误区及应对策略 3

117 宋加元 淮南第二十八中学 语文 不要让经验影响了语文教育教学 3

118 李一全 淮南第二十八中学 语文 提高农村中学生作文能力之刍议 3

119 徐磊磊 淮南第二十三中学 语文 入情入境，启思激趣 3

120 王勇 淮南第二十中学 语文 文言文教学中的思考与探索 3

121 张影 淮南第十二中学 语文 语文教学中的爱国情感教育最优化探讨 3

122 宋尚辉 淮南第十九中学 语文 从范进中举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体味悲味 3

123 杨会兵 淮南第十七中学 语文 简析“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 3

124 姚怡 淮南第十七中学 语文 论《曹刿论战》中的悬念艺术 3

125 董丽萍 淮南第十五中学 语文 浅谈初中语文课堂阅读教学方法 3

126 王宫楠 淮南第十五中学 语文 善用信息技术，提升学生语文的自主学习能力 3

127 黄培培 淮南第四中学 语文 让文言文教学成为衔接初高中语文的桥梁 3

128 范光贵 淮南第五中学 语文 高中语文“读写交替”的有效训练 3



129 常宁 淮南第五中学 语文 浅谈中学作文教学的几点认识 3

130 王吉凤 淮南第五中学 语文 以理节情  兴味悠然 3

131 王康建 淮南第五中学 语文 用问题提升课堂 3

132 周玲玲 淮南第一中学 语文 高中语文写作教学探析 3

133 刘平 淮南第一中学 语文 树立课程意识、发挥主体优势、加强练习实践 3

134 马心翠 淮南市山南第一中学 语文 中国古代诗歌作品意象的赏析 3

135 孙秀秀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万岗小学语文 课外阅读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3

136 段磊 潘集区高皇中学 语文 引领学生走进快乐语文世界 3

137 聂秀光 潘集区泥河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之我见 3

138 王献薇 潘集区泥河中学 语文 阅读让人获得成长的力量 3

139 潘海苗 潘集区泥河中学 语文 联系生活，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及能力 3

140 许国华 潘集区潘三中学 语文 初中古诗文诵读教学的优化 3

141 冯燕 潘集区实验中学 语文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商情”培育策略初探 3

142 许腊梅 潘集区实验中学 语文 每一朵花都有开放的权利 3

143 陈鸿梅 潘集区汪庙中学 语文 论朗读对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3

144 代辉 寿县安丰初级中学 语文 勿让精彩“一带而过” 3

145 金爱圣 寿县安丰高级中学 语文 信息化视域下探究高中语文信息化教学方式 3

146 雷月 寿县八公山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教学生活化的实践探索 3

147 程东勤 寿县第三中学 语文 浅析初中写作之创新 3

148 王晓松 寿县三觉学校 语文 初中语文作文教学方法初探 3

149 程丽 寿县寿春中学 语文 浅析多媒体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3

150 孙凡友 田家庵区曹庵中学 语文 关于初中语文教学中创新教育的具体实施措施 3

151 朱晓明 田家庵区曹庵中学 语文 五彩斑斓   情丝飞扬 3

152 杨浩 田家庵区龙湖中学 语文 好课如好文 3

153 陈银银 田家庵区龙湖中学 语文 教活古文，活教古文 3

154 王方云 谢家集区第二中学 语文 春云初展，一见倾心 3

155 柯怀红 谢家集区第二中学 语文 试论情境教学在语文学科中的作用及策略 3

156 张婵 谢家集区第六中学 语文 红色电影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3

157 李冰滨 谢家集区孙庙中学 语文 汉字教育浅思践行 3

158 李胜利 谢家集区朱集中学 语文 浅谈信息时代下如何激活农村初中语文课堂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