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题立项公示名单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 参与者 课题类别

1
基于美育PBL教学的三维评价体系建构与应
用研究

曹亚东 平凉市教育局 樊刚灵,曹三及,曹宁子 重点课题

2
中华优秀传统书法美育数字传习创新实践研
究

王文寰 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史忠平,杜明朕 重点课题

3 劳动教育跨学科融合研究 崔兰英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
学

汪燕玲,华燕,王茜,李广平,孙晓慧,吴亚
敏,赵锡珍,朱学兰

重点课题

4
劳动教育融入高职智能控制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全过程的研究与实践

李琨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朱良武,尚文昶,金发来,赵永霞,王庆凯,
马昕,张梨祥,陈一凡,张信

重点课题

5 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研究 王增智 张掖市教育局 王芳军,苗志明,李建勋,赫伟,崔涛 重点课题

6 幼儿园一日活动中渗透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 高玉琴
张掖市甘州区第二幼儿
园

张妤涛,赵丽娜,张玲,王惠,韩敬宏 重点课题

7
大学英语美育教学中有效融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艺术传承、创新与传播策略研究

张宝林 西北师范大学
王茹花,王伟芳,凌茜,刘莉,王飞,景方
洲,徐亚宁

重点课题



8
面向敦煌壁画艺术传承的儿童玩教具设计研
究

景楠 兰州理工大学
丁晓宏,李丽,欧阳晋焱,李金春,李旭,王
伟洁,张跃卉,徐国宁

重点课题

9 农村寄宿制小学特色劳动教育模式探索研究 马中海
张掖市临泽县新华镇中
心小学

宋建海,贾其定,刘吉星,白天帅,李保良,
郭福祥,张延军,亢其国

重点课题

10
中国民间传统艺术泥塑在聋生职业教育中的
开发与实践研究

张艳丽 平凉市特殊教育学校 向峰,郭琳 重点课题

11 信息化视阈下的甘肃儿歌选编 薛亚东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杰文,李建成,缑静,林雪娇 重点课题

12
高校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的路
径探研

闫英琪 兰州城市学院 郝照,刘雁堃,王世红,刘锦红 重点课题

13
依托舟曲农耕资源构建幼儿园种植劳动教育
课程的实践研究

孙鸿雁
甘南州舟曲县峰迭新区
幼儿园

王知英,杨金娟,李燕芳,严明芳,杨爱琴,
牟卓玛,李晓燕,韩红燕,杨双燕,尚丹丹

重点课题

14
基于农耕文化的小学特色劳动教育模式探索
研究--以广河县潘家小学为例

水明花 临夏州广河县潘家小学
马梅兰,马晓梅,马鸿平,买仲华,王宏鹏,
马秀芳,马生忠

重点课题

15
以传承基地建设为依托的高校传统音乐教育
创新性研究

李琪 兰州城市学院
容艺洋,孙丹青,刘致畅,曹国梁,郭洁,孔
庆浩

重点课题

16
体教融合背景下农村高中生体质健康提升路
径研究

张正福 兰州市榆中县恩玲中学
张鹏军,刘彩虹,范多春,李乐强,彭吉伟,
吴正东,闫随义,李兴明,梁迎春

重点课题



17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特色校园体育文化建
设实践与理论研究--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
例

贺颖春
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第一中学

高学平,高学军,常海强,贺星辰,陈宗武,
安军东,郝贤君

重点课题

18
高校校园体育活动安全管理与风险防控研究
——以《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为基
点论述

张菊霞 甘肃农业大学 张磊,丁婧,李恒,刘佳伟 重点课题

19
基于“双减”背景下的小学体育与健康“课
后服务”路径探究———以康县县城小学为
例

王生宏 陇南市康县教研室
付成,巩雪梅,强世春,李永国,王继宏,王
芳

重点课题

20
工科院校的美育实践课程建设及评价体系研
究

王若凡 兰州交通大学 栾娜,高阳 重点课题

21
全科小学教师培养视域下高师音乐课程“音
诗画”融合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实施策略研究

鹿凤琴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魏强,陈江英,陈明,王博 一般课题

22 新文科视域下高校“书法美育”的体系构建 王峰 兰州交通大学 王艺霖,姚利敏,许小红 一般课题

23
“敦煌美术走进中学校园育人模式”实践研
究

薛艳丽 西北师范大学 阎丽,钟伟华,岳锋 一般课题

24
“甘肃省博物馆文创产业”带动高校艺术设
计专业学生的就业与发展探索

张妍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乔徐婧,陆菲,冯凯,谢文婷 一般课题

25 城区小学“222”劳动教育模式的探索研究 张义 甘州区南关学校 管新赟,赵爱霞,来芳,薛竹 一般课题



26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舞蹈美育建设
相互融合与创新研究

何佳苡 西北师范大学 郭骅,钟佳岐,王丹,张莉雅 一般课题

27
小学美术课对本土美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研
究——以西北师大附小为例

李燕 兰州城市学院 范晓利,姚屹东,邹莹,李宁 一般课题

28
基于基层初中美育教师队伍建设校本行动实
践的研究（--以天水市某初中为例）

荆宝安 天水市伏羲中学
刘刚,马 静,李进效,辛小会,杨 何,杨彦
德,贺斌峰

一般课题

29
剪纸艺术在城市街道视觉形象提升中的应用
研究

李德荣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陈凡,瞿燕花,李汉涛,杨明 一般课题

30
小学低年段手风琴进音乐课校本课程的教材
开发与实施行动的研究

方静 兰州师范附属小学 魏鑫,王荣,郑亚琳,郭清 一般课题

31 甘肃地区民间传统玩具设计研究 李力 兰州理工大学 周爱民,欧阳晋焱,陈奕西 一般课题

32
新时代高职院校三位一体特色劳动教育模式
构建研究

牛万强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陈钘淇,徐永霞,牛荷媛,李三强,张希玮,
林瑛,苏毅,李钇霖

一般课题

33 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 李志勇 张掖市幼儿园 贾小丹,尉婷,李晓燕,王雅芬,雷艳琴 一般课题

34
高等教育美育评价制度改革与评价体系建设
——以少数民族鼓舞节奏通识课程为例

尹辉 西北民族大学 王玺,杨扬,邢延青,曹锡 一般课题



35 秦腔戏曲文化进入中小学校园的实践研究 刘世雄 张掖市民乐县第四中学 胡万仓,毛秀华,吴佳辉,王晓红,李宗琦 一般课题

36
大思政背景下高职院校美育➕思政深度融合
的实践路径研究

聂峰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杨栋,张国礼,裴文,梁莹珠 一般课题

37
新文科语境下高校设计美育“艺科融合”教
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

孙立丰 西北师范大学 高波 一般课题

38 农村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李忠
庆阳市宁县春荣乡金曹
小学

张发洁,王娜,索婷梅,刘红丽,牛亚静,陈
飞虎

一般课题

39 凉州贤孝与高校音乐课堂的融合与发展 王政 武威职业学院 唐辉,鲁芬霞,唐梦遥 一般课题

40 乡村小学语文教学的美育渗透策略研究 雪静 庆阳市庆城县驿马小学 范一霖,魏晓红,范 荣,赵远兴 一般课题

41 初中各学科美育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董永威 武威第十三中学 蔡国民 一般课题

42 劳动教育跨学科融合探索研究 都千兵 天水市秦州区平南中学
王宁刚,吕来权,余智杰,汪麦成,李刚,王
晓鹏,王军,成满庭,丁贵荣,邢军兵

一般课题

43
染缬特色非遗传统技艺在高校艺术教育体系
中的教学探索与实践

张宁 兰州交通大学 管兰生,马锁霞,李广根,曹海艳,张舒琦 一般课题



44 小学美育教学“1+X”探索与研究 高丽萍 白银区教研室
蒋民,黄景华,徐晓娟,赵杰,张巧燕,孙小
惠

一般课题

45
高中地理新课程教学中的美育教育研究——
以湘教版新教材必修一为例

邵彩莲 定西市第一中学 贾庶文,巨文娟,王学民 一般课题

4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敦煌藻井图案在
平面构成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毛竞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尚百平,郭晋,朱珂嘉 一般课题

47
以劳动教育为主的中学田园课程研究——以
学校“耕读田园”为例

杨雪萍
定西市临洮县椒山初级
中学

常智勇,杨佩佩,岳锋,黄亚莉,刘惠琴,赵
玲娟

一般课题

48
乡村振兴视域下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学校劳动
教育实践研究——以静宁县四所小学为例

樊彦荣 平凉市静宁县教育局 李转雄 一般课题

49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融合乡土资源提升农村
中学生美学素养的研究

徐朝辉 庆阳市镇原县平泉中学 姚龙,王建军,朱元海,姚晔,刘毅英 一般课题

50 职业院校基于志愿服务的劳动教育策略研究 梁志红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赵多生,张婷,李丽丽,曹琳 一般课题

51
甘南藏区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在学校中的传承
与创新实践研究

张文博 甘南州临潭县第一中学 马锋刚,武海平,杨永芳,张健 一般课题

52
小学低年级数学学科美育资源开发与应用研
究

辛荣春 陇南市武都区城关小学
杨芳芳,田婷,李云兰,李红梅,田伟,卯
珍,曹莹,张心,何文翔,郭丽娜

一般课题



53
地方音乐文化引入初中音乐课堂的创新实践
研究

王秀娟
平凉市静宁县阿阳实验
学校

张亚丽,刘晓燕,张雯,樊芳娥,苏 敏 一般课题

54
农村幼小衔接中的儿童审美教育与校园特色
文化建设融合的实践研究

雷学琴
嘉峪关市新城镇中心幼
儿园

韩春生,王嘉玲,王倩,霍怡心 一般课题

55 基于学科融合的初中劳动教育实践研究 李扬 兰州市第十二中学 戴松花,颜为龙,撖爱嵘,李光哲 一般课题

56
乡土美术资源在中小学课后服务中的应用研
究

刘志兵
金昌市永昌县南坝乡南
坝小学

和彤,蔡旭锋,刘开盛 一般课题

5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与创新研究---
以中职书法教学为例

孙铭谦
白银市景泰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李自刚 一般课题

58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把红强 兰州市永登县城关小学
张海源,王永芳,撖丽娟,许立梅,王英仁,
马晓春,高涵萍,王小花,何宝仓

一般课题

59
家庭、教育、社会三方协同推进农村地区劳
动教育研究——以静宁县为例

李文兴 平凉市静宁县教育局 雷泥,孙有科,张霞,梁健强,张亚萍 一般课题

60
“工匠精神”引领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模式
与实践路径研究

马俊文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旭,胡佳宵,梁雪冬,范永风,陈钘淇,高
源,胡瑞坤,朱玉平

一般课题

61
高中阶段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途径
研究——以西北师大附中国际班为例

王志强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荆孝民,刘海霞,李忠信,赵文彬,朱宝 一般课题



62
甘肃省中学课外体育活动安全管理与风险防
控研究

郭洪涛 兰州工商学院 陈虎,王晓瑞,袁育明,王军 一般课题

63 初中生劳动教育的实践困境及对策研究 王昶
张掖市民乐县思源实验
学校

姚存岭,陈爱民,王玲,李书娟,朱天治 一般课题

64
“双减”背景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
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研究

孙建军 嘉峪关市五一路小学 许丽华,姬润苗,刘佳峰,狄新民,石晓丽 一般课题

65 特色劳动教育模式探索研究 王胜 定西市通渭县第一中学 郭金钰,张文运,魏选龙,马耀强,许永康 一般课题

66
城市中小学特色劳动教育内容及实践形式研
究

张秦 酒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王宏刚,徐丰花,刘志睿,郭均丽,秦元霞,
王晓芬

一般课题

67
“一校一品”背景下甘肃特色校园足球文化
建设的路径创新与实践探索

花明 天水市第一中学 张立红,岳登喜,雷博,康健 一般课题

68
以功能室活动为依托探索幼儿园特色劳动教
育模式的行动研究----以天水市幼儿园为例

金华 天水市幼儿园
陈霞,申雯欣,汪宝华,王建华,马文洁,杨
文丽,赵媛,张言,薛倩,韩惠静

一般课题

69 构建县域三方协同的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牛科强 平凉市静宁县第二中学
王昕彤,牛书宁,陈红娟,柳乃康,牛亚雄,
张智华,程建军,任珩,鱼腾飞

一般课题

70
初中生“开心农场”种植实践活动的调查与
对策研究

蒲宏
陇南市武都区佛崖初级
中学

文会平,张小飞,谢永红,王海龙,梁兴,樊
云娥,许录录,王丽霞,郭云平,李小龙

一般课题



71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学校体育安全管理研究 程活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詹颖,吉文佳,邵继萍,李金玲,刘世立,王
静蓉

一般课题

72
区域劳动教育模式探索研究——以肃州区“
乡村+城市”三园式劳动教育模式为例

黎斌
酒泉市肃州区教育局教
研室

武君华,方馨,李兴海,赵玉萍 一般课题

73
“互联网+体育”与“体教融合”协同育人
模式研究

朱永红 兰州工商学院 赵治善,陈虎,王帅 一般课题

74 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文化建设的研究 于永军 兰州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樊豪,把余福,张文琴,王玉婷,达世荣,张
康康,庞永明

一般课题

75
“互联网+体育竞赛”创新中小学大课间活
动实践策略研究

郝照 甘肃省电化教育中心 包强,魏和平,刘云霞 一般课题

76
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天水
市某高校为例

王利军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超,杨霖,马骋,韩诚仪,董会平,李宗
慈,张煕,王军,万腾飞

一般课题

77 高职医学院校特色劳动教育模式探索研究 徐明丽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陈佳,王一强,张益忠,牟星,李钦,王琳,
谢振荣,赵小芳,寇桂香,卢玉彬

一般课题

78
基于劳动技能培养的县域高中特色劳动教育
模式实践研究

马军 白银市靖远县第四中学
王爱利,寇世卫,陈自励,吴建基,魏雪莲,
王玉玮

一般课题

79
基于“守正·尚美”理念下小学劳动教育校
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宋芸 定西市临洮县椒山小学
张莉娜,张进勇,王  娟,罗彦林,牟雪菊,
欧宏义,马锦萍,牟中华,白广路,丁筱英

一般课题



80
中小学校园体育活动安全管理与风险防控研
究

王旭忠 白银市第五中学 李守珊,王彩红,周尚稼,姚金琴 一般课题

81
基于“四园联动”下的劳动教育课程化研
究,

樊玉杰 嘉峪关市大唐路小学 田颖 一般课题

82
乡村振兴视域下甘肃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体育教师专业化成长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张纳新 天水师范学院 王转梅,杨亚丽,王旭升 一般课题

83
双减背景下课后延时服务时段开展特色体育
活动探究

张仲钛 酒泉第八中学
陶生军,张明,山国柱,李贤德,杨国军,陈
忠畴

一般课题

84
庄浪县城区小学校园体育“一校一品”建设
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王燕 平凉市庄浪县第三小学 苏巧玲,王勤叶 一般课题

85 中小学不同学段学生体质健康提升研究 席万林
定西市陇西县思源实验
学校

何强红,何艳红,刘龙,牛儒文,毛双元,汪
松平

一般课题

86
在公益劳动中培养小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实践
研究

张玉珍 白银市平川区乐雅学校
金胜贵,王贞,宋雅凤,金鑫,宋丽,袁彩
红,董振文,刘凤鸣,李菁

一般课题

87 农村中小学美育实施途径与策略研究 汪伟军
天水市甘谷县大像山镇
西关小学

李晶萍,颉小明,马小兰,颉盛奎,席彦斌,
刘少学,雒海军,张五英,张军民

一般课题

88
新时代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学科有效融合的
策略研究

张娟芳
平凉市庄浪县北城九年
制学校

柳旭,魏佩娟,张海霞 一般课题



89
“互联网+”背景下甘肃省高职体育课程改
革与创新研究

武承辉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黄治学,鞠鹏,武琎,张彦龙,张鸿宇,吕莎
莎,赵鲲

一般课题

90 劳动教育在初中学段的跨学科融合研究 卢娟 兰州市第九中学 李晶 一般课题

91
学科教学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与
创新研究

汪滨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邹雅冰,陈潇,桂文,郭晓莉 一般课题

92
幼儿园劳动教育视域下生活化劳动课程的建
构与实施研究

金效斌 陇南市文县城关幼儿园
董智钰,李芳,李燕妮,吴敏,胡永凤,陶芝
蕙,刘文勤,袁红,马小艳,叶蕾

一般课题

93 会宁地区特色劳动教育模式探索研究 邹伶俐 白银市会宁县教场小学 张彦斌,邹中旺 一般课题

94
基于小学音体美教学的美育资源开发与应用
研究

杨建军
张掖市高台县城关初级
中学

寇莎莎,张丹,杨海亮,王希平,张乾 一般课题

95
人工智能背景下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培养
模式创新研究

王晓玲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赵波,张耀文,石宏亮,雷一凡 一般课题

96 劳动教育跨学科融合教育策略研究 李永成
白银市会宁县老君坡镇
镇泰小学

李祥,王照 一般课题

97 白银市乡村体育教师教学胜任力实证研究 张彩霞
白银市白银区教师进修
学校

王志毅,魏孔明,王  勇,苏  富,马  袁 一般课题



98
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融入红色体育项目的研
究

罗晓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赵超,白阳,张丽娜,白皓文 一般课题

99 在初中课外活动中渗透特色体育文化的研究 刘克仁
张掖市山丹县教育发展
中心

钱守仁,张玉霞,陈天茂 一般课题

100 体育游戏对幼儿基本动作技能的提升研究 杨爱琴 甘肃省保育院
苏若阳,魏怀基,卫蓉,王建明,王树兰,王
一琳,滕建曙,谢珺庆,康学文,沈昊天

一般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