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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教发[2020]176 号《关于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生涯规划、家庭教育优秀论文案例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文件精

神，我市举办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生涯规划、家庭教育优秀

论文案例征集活动，学校广泛宣传，老师们积极踊跃参与，共收

到有评审资格的作品 50 篇，市教育发展中心组织了专家评委组

评审。现将具体获奖情况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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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校 成果名称 类别 奖次 

1 何永斌 长城实验学校 守候心灵的春天 案例 特等奖 

2 彭红 大康小学 爱心浇灌，静待花开 案例 壹等奖 

3 李小娟 青莲小学 小学家庭教育案例分析 案例 壹等奖 

4 唐以凤 诗城小学 找回缺失的爱 案例 壹等奖 

5 李华 长城实验学校 推开懒惰，拥抱勤奋 案例 贰等奖 

6 袁丽娟 诗城小学 挫折也精彩 活动设计 特等奖 

7 何玉梅 世纪奥桥小学 我自信 我快乐 活动设计 特等奖 

8 魏娟 太白中学 我的新集体 活动设计 特等奖 

9 谢晓燕 文化街小学 友好相处，快乐成长 活动设计 特等奖 

10 卢山月 新安小学 我能制怒不伤人 活动设计 特等奖 

11 周文香 河口小学 家庭教育 活动设计 壹等奖 

12 唐小玉 江油一中 成长与跨越 走出高原期 活动设计 壹等奖 

13 刘宏 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焰火 活动设计 壹等奖 

14 唐建华 世纪奥桥小学 
学习加油站——适合小学高段

学习 
活动设计 壹等奖 

15 蔡琴 太白中学 爸爸妈妈，我爱你 活动设计 壹等奖 

16 叶晓红 太白中学 做时间的主人 活动设计 壹等奖 

17 田德琼 长城实验学校 活着真好 活动设计 壹等奖 

18 王欢 东安小学 敬畏自然 热爱生命 活动设计 贰等奖 

19 杨智 人民街幼儿园 奋斗吧， 少年 活动设计 贰等奖 

20 王玉兰 世纪奥桥小学 讲好 5.12故事，战胜学习困难 活动设计 贰等奖 

21 刘敏 文化街小学 学会合作 活动设计 贰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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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校 成果名称 类别 奖次 

22 唐戊娇 江油外国语 家庭教育学术研究论文 论文 特等奖 

23 黄刚 诗城小学南校区 
当前小学低段学生心理状况及

问题解决策略 
论文 特等奖 

24 王朗 诗城小学南校区 
团队心理课程 润泽孩子诗意

童心 
论文 特等奖 

25 何玉梅 世纪奥桥小学 家庭教育中的碎碎念 论文 特等奖 

26 张坤 世纪奥桥小学 小“暴躁”变乖巧了 论文 特等奖 

27 倪海军 太白中学 
高中生生涯规划发展现状及对

策 
论文 特等奖 

28 杨金花 雁门小学 优化家庭教育，成就孩子未来 论文 特等奖 

29 刘亚玲 长城实验学校 
实施素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需先行 
论文 特等奖 

30 吴白涛 文化街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

渗透 
论文 特等奖 

31 黄龙 花园小学 
浅析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

问题及其对策 
论文 壹等奖 

32 唐小燕 华丰初中 用爱做父母,用心做朋友 论文 壹等奖 

33 邓欢林 建设路小学 
论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德育教

育中的渗透 
论文 壹等奖 

34 李莉 米其林特教校 
智障儿童家庭教育的问题及改

善对策 
论文 壹等奖 

35 裴帮兰 胜利街小学 
关于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策

略 
论文 壹等奖 

36 
贺小琳 

罗鹏 
诗城小学 我们的青春期不烦恼 论文 壹等奖 

37 郭丽华 诗城小学 浅谈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论文 壹等奖 

38 曹阳 诗城小学南校区 
减少家庭教育分歧 助力孩子

幸福成长 
论文 壹等奖 

39 蒲永春 太平镇学校 浅谈儿童的同伴交往 论文 壹等奖 

40 刘卓娅 文化街小学 
小学班主任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的途径和方法 
论文 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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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校 成果名称 类别 奖次 

41 邱建 文化街小学 
纠正小学生不良行为习惯，促

使学生健康成长 
论文 壹等奖 

42 尚佳佳 永胜小学 
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

问题及应对措施 
论文 壹等奖 

43 李华 长城实验学校 带领孩子战胜学习上的惰性 论文 壹等奖 

44 代波 九岭小学 
健康教育研究新形势下小学班

主任教育工作中的心理 
论文 贰等奖 

45 凌丽 胜利街小学 
如何在小学数学中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 
论文 贰等奖 

46 薛梅 诗城小学南校区 谦让有度 论文 贰等奖 

47 余琼 诗城小学南校区 浅谈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论文 贰等奖 

48 何玉兰 诗城小学南校区 浅谈小学心里健康教育 论文 贰等奖 

49 唐建华 世纪奥桥小学 
浅谈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及改进措施 
论文 贰等奖 

50 周颖 长城实验学校 
体育锻炼对学生健康心理的培

养 
论文 贰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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