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疫情与教育”
专项课题立项结果（第三批）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 参与者

新冠疫情下的艺术类课程在线教学满意度调查研究 李琪 兰州城市学院 李霞 容艺洋 刘致畅 延劭楠

疫情防控背景下农村小规模学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调查研究工作

李金喜
武威市凉州区金沙镇九年制学
校

裴海明 张菊萍 赵淑君 刘兴华

疫情背景下中学思想政治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
践研究

乔陈芳 白银市第八中学 高兴华

基于疫情防控的乡村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王虎军 会宁县四房吴镇小南小学 李炳孝 李冰 杨洁 杨树清

疫情下初中学段线上教学组织与管理策略研究 何月泰 通渭县通和初级中学 王雄雄 王明霞

后疫情和5G时代高职通信技术专业课程融合体系重
构的研究

汪小琦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李逸 赵涛 顾润龙 祁贤业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小学生灾难教育研究 王博赟 积石山县积石中学 蒋卫亚 宿艳梅 樊学信 薛方莲

后疫情时代小学英语教育教学的应对策略研究 姜旭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方萍 何立明

疫情形势下小学数学线上教学模式及其效果研究 汤红梅 兰州市安宁区兰飞小学 吕瑞 甘文魁 张兰香

基于疫情影响下的高中作文教学方法的实践与研究 刘雅莉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刘雅慧 彭亚娟 孙爱娟 王瀚锋



后疫情时代的非学历教育考试对策研究 马元让 甘肃省教考试院 薛智强 王国臣

农村小学生疫情防控精细化管理与生活化教育的实
践研究

田风翀 镇原县城关镇路沟小学 陈秉科 李怀智 包正杰

疫情期间小学生心理疏导策略研究 史咏刚 泾川县城关镇教育办公室 喻小芳 史芳英 史芳琴

后疫情时代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与提升的策略
研究

张晋 西北师范大学 杨晓峰 鲁子箫 许瑞 者卉

以疫情防控加强初中生“家国情怀”教育研究 王文 兰州市第九十九中学 王晓元 王兆升 于萍 石献珍

新冠肺炎疫情下“双师”授课模式线上教学的应用
研究

鱼建英
北京八中兰州分校（科中安宁
班）

卢娟 李晶 拓宁 张静

疫情之下提升学生全面素养的实践研究 仲彦芸 兰州市皋兰县石洞镇初级中学 魏代䶮 张玉玲

疫情防控中的高中班级教育教学管理策略研究 朱莉娟 兰州市第七中学 任志娟 张敏

 疫情下小学低年级构建班级共同体的实践研究 杨晶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贾群 桂文 杨晓丹 康小芹

疫情期间幼儿园音乐游戏教学活动的组织与策略研
究

林雨 兰州市七里河区民族幼儿园 贾妍君 于丽红 马美珍

疫情背景下法理学教学中“法律意识”渗透与“法
律思维”提升路径探索

高菊英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牟丹 殷晓玲 王聪霞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学生价值观培养研究 金积仓 榆中师范学校 马瑾同 敬小兵 王兆东 鱼建英

疫情防控中大班幼儿幼小衔接问题的策略研究 朱明霞 定西市幼儿园 张艳 周莉 张丽



疫情背景下培养学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研究 任丽娟 镇原县城关初级中学 刘慧 席英婕 秦莉莉

小学音乐居家在线教学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朱彦霏 兰州市安宁区海亮小学 李娟

疫情期间高校在线翻转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高海燕 兰州城市学院 王文霞 冯忠毅 杨斌

疫情期间未成年人焦虑情绪调控策略 徐金川 古浪县土门初级中学 苏万庆 于银花 王志兰 程广

后疫情时代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李佳音 兰州市第四十八中学 王非 李红斌 卢玉霞 王勇坚

挑战与应对：疫情背景下青少年家庭教育问题研究 罗媛 河西学院 李鹏程 田小霞 李菁霞 陈小萍

后疫情时期高中“后进生”学习困滞现象研究与对
策探讨——基于对西北师大附中学生情况的调查与
研究

孙中奎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霍浩凌 金鑫 代清萍 曹小丽

疫情期间网课学习效率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以
武都城区某校为例

王玉川  陇南市武都区深圳中学 李俊良 杜银霞 唐利红 李燕

新冠疫情背景下“互联网+”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建
构及应用研究        

宋  燕 西北师范大学 朱兴旺 王海燕 尹鹏 王雅楠

利用网络资源开展跨时空红色革命研学旅行实践的研究 周建栋 张掖市甘州中学 聂晓莉 张洁 闫惠兰 高文荣

疫情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研究 胡晴云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杨婕 王慧敏

基于“互联网+慕课”临床技能训练微课程平台建
设  

丁繁 甘肃中医药大学 刘雄 崔玉红 李芳 刘强 

疫情条件下坚定医学生中医药文化自信研究 汪沛雯 甘肃中医药大学 郑建辉 雷婉榕 林雪 陈红



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体育在线教学的策略研究 马利超 兰州交通大学 乔梁 施烜 李永刚 张连

疫情下的高校学生应急防控体系构建及心理危机干
预研究

刘安国 甘肃中医药大学 严兴科 朱田田 舒乐 王霄梅

“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在“疫”战中的作
用研究--基于“居家式校园文化云端体验活动” 
的布局与设计

王瑞 西北师范大学 李勇 杨庆 文军 梅天鹏

疫情防控期间对培智学校学生教育的实践探索 冯水兰 渭源县特殊教育学校 魏瑢 方建军 漆彦军

疫情下如何有效对学生进行家校结合的管控策略 魏晋香 白银市平川区第四中学 裴慧萍 李建学

疫情背景下区域在线教育模式及其应用策略研究 魏和平 甘肃省电化教育中心 吕玲 雒军刚 焦兴国 田菁

网络学习与线下学习融合的实践研究 陶鸿 兰州市城关区南河小学

学校疫情防控与公开教学管理对策 张莉  定西市安定区东关小学 牛爱春 刘锐 谢永平 刘广平

中小学在重大疫情期间的防控与教育策略研究 杨彩玉 白银市育才学校 白学春 王建顺

 后疫情时代教育反脆弱性行动研究 谷永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白圆 王玉玲

基于农村幼儿园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有效防控
的研究

马爱红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二幼儿园 邵存霞 王文娟 张燕

疫情后期小学写字与书法教育线上线下有效融合的
实践研究

王宁 武威市民勤县双茨科中学 许红红 马鹏君 白思琼 何东



疫情防控期间提升线上教育质量的对策与策略研究 贾金元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缑小锋 孙小春 蒋大年 武小龙

疫情背景下提高初中生英语学习积极性的实践研究 虎 君 酒泉市东苑学校 王慧梅 李鹏清 李世虎 张玉瑕

中小学疫情防控有效性策略研究 白兆科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 马应库 李志宏 张玉良 刘鹏

后疫情时代县域中职生心理疏导与危机干预模型研
究

季永峥 民勤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白晓东 李玉仁 陈辉林 李祝勇

疫情阶段线上教学中学生学习变化态势及应对策略
研究 

张洋生 武威第十五中学 张晶晶 高彩虹 侯小恒 李小霞

疫情防控期间小学高年级语文学习途径实践研究 胡广晓 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工坪小学

防疫背景下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实践研究 马芳莉 会宁县第二中学 李旭红 姚泽灵 尚维辽 高建军

疫情下农村线上教学对策研究 姚鉴 会宁县翟家所镇初级中学 曹丽芳

疫情期间高职院校会计学在线教学优化策略研究 江娜 甘肃省电化教育中心 张冰 梁翔 金磊

疫情背景下融合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 王峰婷 徽县第一中学 刘桂生 苏江宁 陈鹏

疫情之下的中小学生责任教育的行动研究 屈鸿 嘉峪关市长城路小学 李宏

疫情期间小学生心理状况及应对策略研究 朱秀娟  敦煌市西关小学 

疫情背景下小学“感恩教育”的实践与研究 林凤霞  白银市平川区兴平小学 张丽虹 白莉 杨聪蕊



疫情下的线上教学反思与后疫情时代教学有效性应
对策略研究

李慧芳 兰州城市学院 张正荣 高楠 王彤

后疫情时代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有效性策略研究 滕军霞 靖远县乌兰小学 张正斌 金淼

“战疫情”背景下幼儿生命健康教育实践研究 安志慧 省保育院

新冠疫情背景下线上教学在艺术设计类课程中的问
题与创新

邵莉媛 西北民族大学 马永峰  王艳  何燕华 马俊

疫情期间初中线上直播教学问题与策略的研究 张雅琴 泾川县第二中学 王玉香

疫情下运用信息技术开展班级管理的实践研究 杨虎 会宁一中 张健 段军长 姜泽宪 高宏

疫情期间家园教育一体化的策略研究 王媛媛 天水市秦州区东团庄幼儿园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中学生自主学习效果评估模型
研究

李秀英 兰州市第五中学

疫情下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研究 路昭 靖远县双龙镇教育管理中心 张国茂 许可灿 陈隆 张永政

重大疫情期间农村普通高中教育教学管理模式探索
及后疫情时代课堂教学实践与思考

马晓 徽县第一中学 朱玉强 任伟 许宏起 宋旦旦

学校－学生－家庭三位一体协作疫情防控模式研究 郑景军 徽县第一中学 刘燏 王秀秀 刘奇

在疫情下学生学习态势的变化引导 刘海梅 定西市陇西县实验小学 韩岱莉 刘爱红 燕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