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教育局

关于公布 2020 年河南省学校体育科研论文

征集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开发区教育局，局属各学校，市

属事业及各民办学校：

为在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上充分

展示我市学校体育改革成果，提高全市中小学校体育教师的

科研水平，根据河南省教育厅转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

办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的通知》（教体

艺厅函〔2020〕2 号）要求，我市组织开展了学校体育科研

骨干教师培训班和论文的征集与评选活动。全市学校体育工

作者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撰写上报，并在全省学

校体育科研论文评审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郑州市教育局获得

优秀组织奖。

经过河南省专家评审，我市获省级一等奖 17 篇，二等

奖 17 篇、三等奖 15 篇。本次论文征集与评选活动，凝聚了

广大体育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他们刻苦钻研，积

极进取，为提高全市学校体育科研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现

将本次论文的评审结果予以公布。希望获奖单位和人员再接

再厉，为全市学校体育科研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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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0 年河南省学校体育科学论文评选活动郑州市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 等 奖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姓名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证书编号

1
新课标视域下小学活力体育课程群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毛艳红、白琳琳、李晋楠、乔玲 郑州市金水区优胜路小学 豫教[2020]10455

2 郑州市中小学毽球项目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黄权、张鹏赵艳芬、宋海云、汪晓倩 郑州中学 豫教[2020]10456

3 郑州市航空港区荷球特色课程开发建设及推进策略研究 蔡嘉祺、石磊、曲韧、张永灿、张明月 郑州市第一二二中学 豫教[2020]10457

4 中小学生“停课不停练”居家体育锻炼指导现状探析 赵锦、袁继勇、张二营、陈超红、高万里 新密市政通路小学 豫教[2020]10460

5 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运动处方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杨超、刘健、张珩、潘耀宗 郑州市第三中学 豫教[2020]10464

6
“跨学科融合教学背景下”芭蕾基本要素在体育舞蹈教

学训练中的应用
剧冰纯、王舰博、赵山 郑州市教育局 豫教[2020]10465

7 基层体育教研员教研指导能力的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 裴建涛、房松、袁继勇、张二营、鞠保良 新密市政通路小学 豫教[2020]10553

8 郑州市体育教师专业能力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 王新燕、侯润林、吴双双、易冬、赵丹 郑州市第五十三中学 豫教[2020]10554

9
在校园供餐中学生健康“四维一体”管理模式的构建与

应用
韩阳博、王甡、陈淑丽、王隆、李庆玲 郑州市金水区教育体育局 豫教[2020]10575



10 学校体育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 丁利荣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 豫教[2020]10610

11 “一校一品”啦啦操特色品牌建设实施路径研究 刘均雅、董金焕、马超群、王林、王攀 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 豫教[2020]10653

12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营员（小学组）

选拔模式实践探析
张长周、刘杰 郑州市第八中学 豫教[2020]10654

13 校园足球“郑州模式”发展解析与探究 王克杰、芦浩、杨书勉、尚涛、薛胜利 郑州市教育局 豫教[2020]10673

14 协同治理背景下郑州市校园足球发展模式提升研究 仝永东、杨松、朱煦、王磊、杜宇 郑州市教育局 豫教[2020]10674

15
2019 年郑州市“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男子

组比赛负荷特征研究
苏斌、彭俊杰、王少华、李磊、张敬源 郑州市第九中学 豫教[2020]10675

16
2018-2019 郑州市“市长杯”校园足球比赛初中组球员

跑动特征研究
梁勇、李永键、杨超、张鹏、任帅 郑州市第 102 中学 豫教[2020]10676

17
基于战略路线图方法的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管理体系研

究
赵山、赵巍、张艳粉 郑州市教育局 豫教[2020]10677

二 等 奖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姓名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证书编号

1 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多维度体育教育困境研究

——基于《世界学校体育报告》
赫海涛、赫立夫、刘瑛、牛铭豪 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 豫教[2020]10718

2 增添体育趣味与活力、提高学生体育核心素养 李珍珍 河南省实验小学 豫教[2020]10847

3 校、片、区三位一体的立体教研新模式----以郑州市郑

东新区为例
张金龙、梁敏华

郑州市郑东新区基础教育教学研

究室
豫教[2020]10851

4 郑州市中小学运动处方体育教学创新模式实施效果分析 郑伟、梁利花、杨俊芬、李然 郑州市中小学生保健站 豫教[2020]10852



5 新郑市局直初中不同学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及解决方案

--以新郑市直中学为例
尤利杰、刘培峰、李珊珊、穆丽红 新郑市市直初级中学 豫教[2020]10931

6 郑州市中小学校校医队伍建设现状及对策 梁利花、周艳、贾睿、杨俊芬、李然 郑州市中小学生保健站 豫教[2020]11048

7 郑州市 2019 年学生常见病情况分析 李然、梁利花、贾睿、冯暄淇 郑州市中小学生保健站 豫教[2020]11050

8 郑州市 2019 年中小学生龋齿现状分析 冯暄淇、贾睿、杨俊芬、李然、梁利花 郑州市中小学生保健站 豫教[2020]11051

9 郑州市 2018 年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状况及防控对策 梁利花、李然、杨俊芬、贾睿、冯暄淇 郑州市中小学生保健站 豫教[2020]11053

10 借助律动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有益探索 郝亚伦 河南省实验小学 豫教[2020]11098

11 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杨莉 河南省实验小学 豫教[2020]11099

12 基于“金水模式”的学校特色体育竞赛体系建设推进策

略研究
胡培林、武向向、高尚、张楠、张辰 郑州市金水区教育体育局 豫教[2020]11156

13 浅谈校园足球人才库建立的必要性与意义 李毫彬、李还朝、赵旭阳、周月礼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豫教[2020]11251

14 郑州市金水区中学足球教学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赵梦云 河南省实验小学 豫教[2020]11253

15 足球特色幼儿园足球文化建设的实证研究 郭敏、海茹、李博雅、程路、毕卫华 郑州市金水区第一幼儿园 豫教[2020]11254

16 欧洲青少年足球训练理念与我国校园足球训练理念对比

分析
李洋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 豫教[2020]11255

17 小学短式网球社团管理与运行体系研究 丁宁、邢巍、朱可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瑞绣小学 豫教[2020]11258

三 等 奖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姓名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证书编号



1
科技启迪智慧体育健康人生——航海模型竞赛与我校航

模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王春生、赵永斌 郑州市中原区伏牛路小学 豫教[2020]11413

2 浅谈素质拓展训练融入小学体育教学的方法 崔凯、尹美勤、甘云婧、孙源、李婷婷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实验小学 豫教[2020]11424

3 小组合作学习在小学中段体育课堂中的实践研究 李婷婷、李明艳、付倩婧、巩祥祥、崔凯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八郎寨小学 豫教[2020]11425

4
“健康中国”视域下家庭体育对中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

研究
白晓亮、黄娟 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 豫教[2020]11500

5 精准分析健康数据、有效提高体弱学生成绩 范正强 河南省实验小学 豫教[2020]11511

6 健身运动处方对美术高中学生耐力素质发展影响的研究 朱兴品 郑州市上街实验高级中学 豫教[2020]11513

7 郑州市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精准化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 李皓、王宁一、王颖、屈彬、赵振锡 郑州市第四中学 豫教[2020]11550

8 社会学视角下体育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研究 李萌萌、郭飞、汪凤磊、甘云婧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中学 豫教[2020]11553

9 浅谈软式垒球运动对中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 彭净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 豫教[2020]11676

10 艺术性表达体育运动对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研究 张树赟、周敏、张春玲、刘欢欢 河南省实验小学 豫教[2020]11677

11 如何帮助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陈超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 豫教[2020]11690

12 陈家沟陈式太极拳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王帅娟、王静、杨继淳、宋之贤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豫教[2020]11785

13 小场地如何开展篮球特色大课间的策略研究 尹永元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豫教[2020]11788

14
政策推动背景下中小学校园足球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研究
邢龙山 河南省实验小学 豫教[2020]11832

15 河南省实验中学校园足球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陈晶、李霞、王楠 河南省实验中学 豫教[2020]11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