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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教体艺卫〔2020〕156号

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公布 2020 年艺术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课题结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根据《洛阳市教育局关于公布2019 年洛阳市艺术教育教学研

究项目立项课题的通知》要求，经过课题专家组严格鉴定与核查，

共批准 41项艺术课题结项。现予以公布。

附件：洛阳市2020 年艺术教育教学研究项目课题结项名单

2020年 10月 28日

洛阳市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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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洛阳市 2020 年艺术教育教学研究项目课题结项名单
序

号

立项

编号
学科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工作单位 主要成员 证书编号

1 2019002 音乐 幼儿园韵律活动开展的实践研究 贾嘉 洛阳市直机关第二幼儿园 王莉军、赵艳艳、郑聪聪、段旭艳、赵亚娟 洛教体艺卫【2020】KT01 号

2 2019003 音乐 将戏曲引入小学音乐教学的实施策略的研究 马丹 洛阳市实验小学 刘江丽、郭丽君、许文莉、刘雅丽、张姣姣 洛教体艺卫【2020】KT02 号

3 2019007 音乐 奥尔夫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节奏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李冰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 傅华颖、王倩楠、李光晶、张越灵、李兮 洛教体艺卫【2020】KT03 号

4 2019008 音乐 小学音乐教学中使用律动辅助教学的探究 张小琴 西工区黎明小学 郭倩倩、周洁、马晶晶、李雅静 洛教体艺卫【2020】KT04 号

5 2019011 音乐
发现 传承 创新---多渠道挖掘民族民间艺术资源

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
朱翔 瀍河回族区体育卫生工作站 曹珍、张琳、李欢、张兵兵、王晓歌 洛教体艺卫【2020】KT05 号

6 2019013 音乐 中小学音乐创新教学与学生创造力培养研究 刘林米 吉利区晨光小学 张淑敏、席晓静、任春迎、卢萌萌、李菊萍 洛教体艺卫【2020】KT06 号

7 2019010 音乐 陶笛在中小学音乐课堂应用的研究 李妙侠 洛龙区第六实验学校 李丛利、丁小灵、李亚平、秦颖、郭阳 洛教体艺卫【2020】KT07 号

8 2019020 音乐 古诗新唱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刘艳丽 老城区马市街小学 石潇、李萌萌、吉雅静、李丹丹、李艳菲 洛教体艺卫【2020】KT08 号

9 2019014 音乐 中小学唱歌课教学的研究 孙英锋 偃师市首阳山镇南蔡庄小学 崔勇前、冷冷、薛跃先、丁丽娅、徐晓雷 洛教体艺卫【2020】KT09 号

10 2019015 音乐 农村学校小班额器乐教学策略研究 朱会莲 孟津县横水镇铁楼小学 吕少岩、王珍珍、谢冬利、张静卫、薛丽娜 洛教体艺卫【2020】KT10 号



— 3 —

11 2019016 音乐 小学低段节奏教学的探索与研究 赵石坡 汝阳县城关镇东街小学 姜莎莎、崔世卿、杨方方、周思航、邓花云 洛教体艺卫【2020】KT11 号

12 2019021 音乐 小学高年级合唱社团活动的探索与实践 庞瑞 新安县教育体育局 路向丽、孙莉红、艾丽、陈丹丹、高歌 洛教体艺卫【2020】KT12 号

13 2019022 音乐 戏曲课程在小学音乐活动中的实践和研究 毛继琳 新安县紫苑小学 陈亚琼、张聪利、张若霞、赵琳、王维 洛教体艺卫【2020】KT13 号

14 2019023 音乐 初中音乐欣赏课教学方法的研究 吕新侠 伊川县酒后镇和乐中小学 韩明、姚静静、韦晓峰、郭豫芳、刘艳艳 洛教体艺卫【2020】KT14 号

15 2019024 音乐 关于音乐歌唱教学方法的研究 李锋党 伊川县思源实验学校 张伟锋、赵延芳、杨配、郭艳艳、王亚琼 洛教体艺卫【2020】KT15 号

16 2019025 音乐 小组合作在音乐课堂中应用的探索 代小锋 洛宁县涧口乡初级中学 陈娜妮、程江平、宋琴琴、张延宁、王琼 洛教体艺卫【2020】KT16 号

17 2019026 音乐 在音乐欣赏教学中提高学生鉴赏能力的研究 王丽丽 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 胡维维、李梦姗、赵阳、杨宁、王茜茜 洛教体艺卫【2020】KT17 号

18 2018024 音乐 律动教学法在小学低年级音乐课堂中的实践和研究 李巧芬 新安县城关镇江庄小学 曾妍、赵丽君、朱曦茜、艾丽、黄斐 洛教体艺卫【2020】KT18 号

19 2018014 音乐 初中音乐课堂戏曲融入的研究 张会智 嵩县江苏双语实验学校 李红姣、王艳蕾、刘永伟、杜鹏飞、王胜利 洛教体艺卫【2020】KT19 号

20 2019027 美术 河洛地区美术鉴赏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 常静 洛阳市第四中学 余伟娜 汤继成 翟建伟 张琦 胡玲 洛教体艺卫【2020】KT20 号

21 2019028 美术 醉美书法绽放校园 徐美阁 洛阳市第五中学 郑洁、王继博、強铭、张锡婷、王平 洛教体艺卫【2020】KT21 号

22 2019029 美术 基于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初中美术课堂教学课例研究 徐帆 洛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冯苏、霍莹莹、刘冰、杨帆、聂辉 洛教体艺卫【2020】KT22 号

23 2019032 美术 探究美术教学中人文素养的渗透 何超 涧西区王祥小学 徐帆、刘翠、刘冰、霍莹莹、冯大乐 洛教体艺卫【2020】KT23 号

24 2019035 美术 小学美术校本课程的生成与有效利用的研究 马荣 涧西区东升第一小学 孔兵、金凌、李文晓、常兰兰、郭黎黎 洛教体艺卫【2020】KT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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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9033 美术 高中美术新课程模块教学实践研究 谢冠芳 洛阳市第四十六中学 吴林、郭梅君、高晓荷、万珂、丁一博 洛教体艺卫【2020】KT25 号

26 2019036 美术 马勺绘画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应用的研究 杨利平 西工区第三实验小学 庆金朋、齐冰、欧园园、苗文秀、蔡琼琼 洛教体艺卫【2020】KT26 号

27 2019037 美术 小学体验式美术教育教学案例分析的研究 刘俊丽 西工区黎明小学 张小琴、齐冰、蔡琼琼、金鸽鸽、马园园 洛教体艺卫【2020】KT27 号

28 2019038 美术
“诗配画”在美术教学中的运用研究——以洛阳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例
韩宝玲 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 付琼、刘翠、段微慧、冯大乐、吕红晓 洛教体艺卫【2020】KT28 号

29 2019039 美术 在中小学开展少儿版画艺术教育的研究 王变涛 洛龙区第二实验小学 齐晓波、宋丽丹、张春梅、吕亚萍、郑小强 洛教体艺卫【2020】KT29 号

30 2019040 美术 小学石头画校本教材开发的教学研究 张东雁 吉利区实验小学 李争艳、赵伟伟、席孟立、杨菊梅 洛教体艺卫【2020】KT30 号

31 2019041 美术 农村中小学美术线描趣味化的研究 翟海霞 偃师市大口镇中学 师晓燕、李娜娜、张晓燕、谢朋朋、孙冉冉 洛教体艺卫【2020】KT31 号

32 2019042 美术 儿童捏塑融合美术课教学与社团活动的实践研究 李亚民 孟津县双语实验学校 韩丹丹 张晓辉 赵春萍 陈崇乐 李静静 洛教体艺卫【2020】KT32 号

33 2019043 美术
“术”山有路，“绘本”为径——将绘本融入小学

低年级美术教学活动的研究
马伟 孟津县第三实验小学 牛爱红、张雅玲、杜艳秋、孙利利、宋冰倩 洛教体艺卫【2020】KT33 号

34 2019044 美术 小学美术实践教育中“教与学”问题的探索与研究 秦素桃 孟津县麻屯镇中心小学 吕娜、王莹娣、倪艺睿、李静明、梁淑芳 洛教体艺卫【2020】KT34 号

35 2019045 美术 传统文化进校园之剪纸艺术在中小学阶段的推广 王红伟 栾川县第一实验小学 邢新峰、常莹、邢盼歌、岳艳艳、翟梦君 洛教体艺卫【2020】KT35 号

36 2019046 美术 在中学开展剪纸传统文化艺术实践的研究 何冰锋 汝阳县蔡店乡第一初级中学 何淑丽、何佳楠、张红晶、仝聪聪 洛教体艺卫【2020】KT36 号

37 2019049 美术 重彩绘画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运用与研究 张友亭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小学 孟淑敏、李莹、韦梦丽、张凯迪、王晓兰 洛教体艺卫【2020】KT37 号

38 2019048 美术 农村小学美术教育课堂教学艺术研究 张国国 伊川县江左镇中心小学 陈婷、李思佳、白娜娜、郝艺林、郭瑞 洛教体艺卫【2020】KT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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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18049 美术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美术教学质量效益的研

究
张艳峰 嵩县城关镇第二初级中学 曹静霞、常艳芳、温智军、任雯岩、王延会 洛教体艺卫【2020】KT39 号

40 2018050 美术 中小学美术课堂中分组合作学习的应用研究 黄攀峰 嵩县第二实验小学 温晓磊、武林、武莹乐、黄占峰、谢旭蕊 洛教体艺卫【2020】KT40 号

41 2018004 美术 “逆向式”美术专业课教学教法新探 毋福喜 洛阳市理工学院附属中学 毋福喜、郑洁、王春峰 洛教体艺卫【2020】KT41 号



洛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