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申报 2021 年度广东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强师工程) 
项目名单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姓名 所属学校 

1 语文深度阅读教学样式的建构与实施研究 重点项目 李敏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新中考背景下初中语文“学教评”一致性实践研究 重点项目 银艳琳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3 学校、家庭、社区三元联动的学生健康促进体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重点项目 李晓东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4 “四个评价”导向下义务教育学校增值评价系统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重点项目 苏娜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5 深化新时代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行动研究——以深圳市评价改革项目为例 重点项目 滕峰丽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6 儿童友好视域下数据驱动的教育评价改革实践研究 重点项目 汪凌 深圳市宝安区海裕小学 

7 基于集群式构建的中小学教师研究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重点项目 李贤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8 儿童视角下的小幼衔接课程体系与实践路径研究 重点项目 吴珂 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 

9 “三全”育人观下的中小幼民法典教育全媒体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重点项目 王玉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 

10 新时代高质量数字化“思乐课堂”的理论构建与实践研究 重点项目 殷刚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 



11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走班制教学生态优化研究 重点项目 于敏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学（集团） 

高中部 

12 基于 SOLO分类理论的高中化学概念教学的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重点项目 周礼 深圳市高级中学 

13 面向高校“强基计划”下高中强基物理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的研究 重点项目 孔祥宇 深圳中学 

14 基于“学生-教师-家长”匹配数据跟踪分析的初中生语文学业水平提升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陶波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15 粤港澳大湾区港籍在读学生对大湾区英语课程适应性的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一般项目 陈雅煊 深圳市艺术高中 

16 基于云端学校的英语智慧课堂改革与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李睿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7 鹏城优秀地域文化资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李静 深圳实验学校光明部 

18 指向思维品质提升的小学语文焦点阅读教学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林巧 深圳市宝安区共乐小学 

19 基于“语文不器”理念的初中语文教学案例研究 一般项目 赵红燕 深圳市福田区外国语学校北校区 

20 基于学科大概念的历史课程“五化”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一般项目 陈箐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21 中考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课程研究 一般项目 侯春杰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中学 

22 深度学习视域下的语文阅读整合课程开发与实践 一般项目 姜京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实验学校 

23 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历史学科“项目式学习”作业设计研究 一般项目 尹世香 深圳实验学校初中部 



24 中考改革背景下的“非连续性文本”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李曙琦 深圳实验学校初中部 

25 小学语文“1+N+1”读写一体化的教学研究 一般项目 邓华香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小学 

26 基于项目式学习促进幼儿深度学习的行动研究 一般项目 黎美红 深圳市第三幼儿园 

27 基于社会适应情境下的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特点及干预研究 一般项目 吕维翠 深圳市福田区美莲小学附属幼儿园 

28 
戏曲元素融入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的探索与研究——以深圳市盐田区教科院附属

田东小学粤剧社为例 
一般项目 练雨耕 深圳市盐田区教科院附属田东小学 

29 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状况调查及干预研究--以深圳市南山区为例 一般项目 于洋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30 基于国家课程实施的区域中小学艺术素质测评探索与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白姗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31 学校支持视角：大湾区特殊教育教师职业认同度现状及对策研究 一般项目 万勇 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 

32 全领域育心“四维三阶”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方案设计研究与实践 一般项目 袁祖英 深圳幼儿园 

33 基于学习空间理论的职教实训智慧学习空间建设与实践   一般项目 徐益龙 深圳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34 “体育强国”理念下中小学校园足球区域协同发展研究 一般项目 彭茂发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35 基于绘本的艺术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王婧 深圳市罗湖区大望学校 

36 幼儿园音乐活动游戏化的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一般项目 张袅娜 深圳市南山区纯水岸幼儿园 



37 孤独症学生体验式社交教具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白锋亮 深圳市南山区龙苑学校 

38 
大美育视角下义务教育美育课程体系建构与实践——以深圳市宝安区海韵学校

为例 
一般项目 刘智强 深圳市宝安区海韵学校 

39 中职基础学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王世豪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40 新时代小学生劳动教育评价机制构建与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邬丽萍 深圳市龙岗区麓城外国语小学 

41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小学班主任学习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研究——以深圳市王小玲

名班主任工作室为例 
一般项目 王小玲 深圳市宝安区灵芝小学 

42 后疫情时代中学心理委员胜任力与自我效能感培养的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嵇明霞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43 深圳大鹏半岛研学旅行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姜严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 

44 基于海洋强国战略下的中学海防教育行动研究——以初中史地社团为例  一般项目 彭莉 深圳市宝安区海滨中学 

45 义务教育阶段正念减压心理健康课程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吴舒莹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学（集团）实验学校 

46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小学课堂教学评价和学业质量评价研究 一般项目 郭哲男 深圳市光明区秋硕小学 

47 高中阶段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探究 一般项目 徐丽琼 深圳中学 

48 基于学习者分析的中学政治新课堂模式构建研究 一般项目 肖骥辉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49 游戏化学习视角下的学校教育创新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巨晓山 深圳市宝安区天骄小学 



50 指向减负增效的中小学作业管理策略研究 一般项目 潘新 深圳市龙华区龙澜学校 

51 深圳市中小学非师范专业新教师职业成长研究 一般项目 罗映东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52 基于传统文化的小学 STEM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一般项目 袁丹 深圳市宝安区坪洲小学 

53 基于 TPACK理论的中学新型教与学模式实证研究 一般项目 邹小新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中学（集团） 

54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教学行为发展趋势及支持策略 一般项目 马翔中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中学北校区 

55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问题化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朱群霞 深圳市龙岗区华附乐城小学 

56 基于核心数据支撑与引领的新学校管理策略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钟群星 深圳市宝安区航瑞中学 

57 园岭小学“课程+”育人体系建设研究 一般项目 梅燕岐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小学 

58 基于 IYPT模式的高中物理创新实验教学策略研究 一般项目 姚中化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59 单元整体教学逆向设计视角下儿童科学概念教.学.评一体化的实践与研究 一般项目 余彩丽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中心小学 

60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生物学情境教学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郭琪琦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61 跨学科与深度学习相融合的教学模式研究——以高中校本科学课程为例 一般项目 曾弦 深圳市高级中学 

62 小学数学任务驱动教学的设计研究 一般项目 李蓉 深圳小学 



63 “TRA”模式下的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研究 一般项目 黄勋强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学校 

64 基于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的高中生物学“三动课堂”教学模式及策略研究 一般项目 夏献平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中学 

65 基于学科大概念的数学情境微模型课程开发与实施的研究 一般项目 杨月莹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中学 

66 新课程背景下发展学生数学建模核心素养的路径探索和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张文涛 深圳中学 

67 初中化学课程项目式学习的系统化研究 一般项目 杨东升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文华学校 

68 基于大概念的初中化学教学研究 一般项目 莫璇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学（集团）初中部 

69 指向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深度学习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何贵明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70 融合 STSE教育的中学化学校本课程育人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王伟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