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作者 标题 奖次

1 八公山区第一小学 陈广秀 基于双减的小学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探究 一等奖

2 大通区马岗小学 李小汐 探寻“双减”背景下小学英语作业的分层优化设计 一等奖

3 高新区山南十中 李欣欣 “双减”之下初中英语作业案例分析 一等奖

4 田家庵区洞山中学 蔡  蕾 浅谈基于“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 一等奖

5 潘集区实验小学 李晓萍 浅谈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创新教育 一等奖

6 潘集区祁集中学 李 灵 “双减”政策下家校共育的思考与收获 一等奖

7 田家庵区第十七小学 贾延丽 减负增效呼出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快节奏 一等奖

8 凤台县第二实验小学 苏玉玉 “双减”下小学STEAM理念的研学信息化扩展 一等奖

9 淮南师范附属小学 石宁宁 巧用个性作业——助力“双减”落地 一等奖

10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程晶晶 “双减”背景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一等奖

11 凤台县第十中学 刘  莹 浅谈“双减”政策下的家校共育 一等奖

12 淮南实验中学山南一中 倪  凯 “双减”背景下的初中英语作业的思考 一等奖

13 经开区实验学校 周茂杰 “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作业中育人功能的应用研究 一等奖

14 毛集区实验初级中学 王怀云 “双减”之下话育人 一等奖

15 八公山区第一小学 巨万平 轻松学拼音,快乐学语文——“双减”背景下小学拼音教学点滴谈 一等奖

16 大通区第二小学 韩  超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作业的设计思路与分析 一等奖

17 毛集区毛集镇明德小学 胡  晗 “双减”背景下的小学语文作业优化布置设计策略 一等奖

18 凤台县第二中学 李  翠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提质减负”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一等奖

19 毛集区毛集镇明德小学 史国梅 “双减”背景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研究 一等奖

20 田家庵区龙湖中学 姚运成 双减背景下，如何做个聪明的家长 一等奖

21 淮南第二十四中学 廖延浩 双减背景下的初中地理教师作业布置与设计分析 一等奖

22 淮南第十二中学 杨  旭 “双减”背景下初中英语作业个性化设计探索 一等奖

23 田家庵区洞山中学 任吉芳 探究新课程理念下小学数学减负增效的教学探讨 一等奖

24 谢家集区杨公小学 唐  晨 浅析“双减政策”下低年级语文作业设 一等奖

25 大通区第二小学 姚  敏 农村小学中年级作文教学优化策略 二等奖

26 谢家集区朱集小学 李丽红 轻负高质供需平衡——“双减”背景下小学英语作业设计“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平衡点研究 二等奖

27 高新区山南黄山小学 承  辉 作业，洋溢生命气息的旅程——“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刷新与重构的思考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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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六小学 刘厦厦 控量减负，创新增效─“双减”背景下的小学数学作业设计 二等奖

29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李  新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深度教学有效策略研究 二等奖

30 凤台县第二中学 刘影影 你布置的作业“有趣”吗——关于“双减”背景下语文作业的趣味性尝试 二等奖

31 大通区瀚城小学 陈  晨 践行“双减”，减负增效——小学数学作业设计策略探索 二等奖

32 高新区山南十中 孙梦琪 双减背景下家校共育的有效策略 二等奖

33 经开区实验学校 余双双 双减背景下的课堂教学研究与英语教学实践 二等奖

34 凤台县第四中学 潘  迪 “双减”背景下初中英语小组合作批改练习的探究 二等奖

35 淮南第十三中学 孔丹丹 双减背景下的初中语文作业设计 二等奖

36 毛集区花家湖学校 王琼杰 初中化学教学在双减背景下的减负增效 二等奖

37 田家庵区王巷小学 朱长珍 “减负”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的三点思考 二等奖

38 谢家集区双庙小学 任英杰 “双减”政策下小学数学作业设计之我见 二等奖

39 谢家集区望峰岗小学 郑家友 “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的探索 二等奖

40 淮南师范附属小学 刘希蒙 浅谈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作业的优化策略 二等奖

41 谢家集区第六中学 沈续丰 用智慧课堂助力初中生物教学促“双减”实施 二等奖

42 凤台县第四实验小学 王  影 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读写作业的设计原则 二等奖

43 大通区瀚城小学 胡小爽 落实“双减”政策，创新作业设计 二等奖

44 高新区山南黄山小学 宋  平 浅谈双减背景下的小学英语作业设计 二等奖

45 淮南第九中学 常正娥 简练而不简单——“双减”背景下的语文作业设计 二等奖

46 凤台县实验小学 苏绍梅 精准磨课，方能精华呈现——略谈“双减”背景下的精准磨课 二等奖

47 淮南第十中学 马红娟 浅析“双减”政策下的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教学 二等奖

48 凤台县第十中学 王  影 “双减”政策下的“加法” 二等奖

49 毛集区毛集镇董岗学校 贺朝凤 “双减”政策下如何打造高效语文课堂 二等奖

50 谢家集区第二中学 陈  艳 “双减”视域下初中语文作业设计策略探究 二等奖

51 寿县炎刘中学 韩一鸣 “双减”背景下的延时服务研究 二等奖

52 淮南第二十一中学 武  林 落实国家“双减”政策实现初中语文作业优化管理 二等奖

53 八公山区第七小学 胡建矿 谈“双减背景”下深度学习的小学数学教学策略 二等奖

54 淮南实验中学 陈凤霞 优化流程降难度，改进方法求增效——探讨“双减”下的高效备课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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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寿县教体局教研室 顾文芹 “双减”背景下初中历史高质量作业设计的探微与实施 二等奖

56 凤台县岳张集镇前岗小学 吕芹芹 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的“减”与“不减 二等奖

57 淮师附小洞山校区 曹娟娟 “双减“背景下数学作业的设计研究 二等奖

58 田家庵区洞山中学 吕少俊 以二年级为例谈谈“双减”背景下小学低年级语文作业设计 二等奖

59 高新区泉山湖中学 杨维娜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作业设计研究 三等奖

60 淮南第二十四中学 孙  璐 提质增效综测配套——“双减”背景下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思考 三等奖

61 淮南第十九中学 张江奇 “双减”背景下家庭育人模式的转变与思考 三等奖

62 寿县隐贤中学 高建中 “双减”背景下的作业设计 三等奖

63 潘集区第四小学 陈蓉蓉 “双减”政策背景下的作业设计 三等奖

64 谢家集区孙庙中学 余茂喜 “双减”之下，作业安排的思考与实践 三等奖

65 淮南第十六中学 叶  红 分析初中语文作业怎样实现减负增效 三等奖

66 寿县正阳田洼教学点 胡相媛 “双减”背景下的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研究 三等奖

67 经开区实验学校 成  钰 “双减”背景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三等奖

68 潘集区第一小学 张金峰 浅谈“双减”背景下的作业设计——以语文学科为例 三等奖

69 田家庵区民生中学 迟广琳 落实双减政策，优化小学语文作业设计 三等奖

70 淮南实验中学山南一中 杨慧芳 初探初中数学单元作业设计提质增效、促“双减” 三等奖

71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小学 张纪雪 “双减”背景下课堂教学增效的实践路径——基于单元整体的场域 三等奖

72 八公山区第六小学 许媛媛 ”双减”背景下的小学语文考试命题研究 三等奖

73 淮南市体育学校 俞晋军 “双减”背景下体育学校初中语文课堂有效教学研究初探 三等奖

74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四小学 刘保前 “双减”背景下，浅谈小学英语有效作业设计 三等奖

75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四小学 李伟伟 满怀期待的来，意犹未尽的走 三等奖

76 潘集区高皇中学 张贤桃 “双减”背景下“家校共育”之浅见 三等奖

77 田家庵区第十九小学 肖凤云 “双减”下一二年级语文家庭作业的布置 三等奖

78 淮南实验中学 吕  辉 落实双减政策提效课堂教学 三等奖

79 寿县保义镇开荒小学 刘培霞 “双减”背景下优化小学数学作业设计的几点思考 三等奖

80 田家庵区民生中学 宫  庆 “减负”背景下小学语文课后作业设计研究 三等奖

81 凤台县第四实验小学 胡泽伟 控量减负，创新增效——“双减”背景下的小学数学作业设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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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毛集区毛集镇董岗学校 刘玲德 双减视野下小学语文低年级课堂构建探究 三等奖

83 寿县马集学校 任轶婕 双减下美术教学策略分析 三等奖

84 寿县小甸镇鲁城教学点 张  梅 浅析“双减”政策下的小学家校共育 三等奖

85 八公山区第四中学 张  敏 “双减”背景下构建趣味课堂，提升初中语文教学效率 三等奖

86 潘集区第四小学 随新华 “双减”背景下课堂教学教法改革之我见 三等奖

87 寿县实验小学 刘广瑞 “双减”背景下的语文作业设计 三等奖

88 八公山区第六小学 刘熔秀 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浅谈“双减”下的家校共育 三等奖

89 淮南第二十七中学 柏祝慧 “接触”与“交融”-----家校共育的逻辑与反思 三等奖

90 毛集区实验初级中学 高  静 “双减”背景下初中语文作业设计策略研究 三等奖

91 潘集区实验小学 苏彩兰 “双减”背景下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研究 三等奖

92 田家庵区龙湖中学 汝灿玲 以课堂实例浅析“双减”背景下的九年级历史教学 三等奖

93 谢家集区第一中学 潘娜娜 “双减”背景下的小学英语作业设计策略 三等奖

94 寿县迎河小学 沈言丽 浅析“双减”政策下的家庭教育 三等奖

95 淮南第二十一中学 王贝贝 “双减”之下，中学阶段作业管理如何优化？ 三等奖

96 寿县堰口镇 新店小学 尹  慧 “双减”背景下乡村小学高年级语文课后作业设计的新思考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