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的深入实施，营

造课程改革良好氛围，省教育厅举办了 2021 年全省普通高中新

课程新教材教育成果展示活动。2021 年 12月，经省教育厅组织

专家评选，评出了一批优秀作品。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详

见附件）。 

希望获奖的学校和师生再接再厉，进一步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希望各级教育部

门和普通高中学校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契机，继续开拓创新、

扎实工作，推动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持续深入开展。 

 

附件：1.2021年普通高中“我学新教材”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2.2021 年普通高中学生通用技术设计成果展示活动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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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年普通高中学生综合实践成果展示活动获奖名单 

 

 

 

 

                               江西省教育厅 

                              2022 年 2月 9 日 

（此文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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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等奖 

序号 作者 学校 征文名称 

1 鞠文 南昌市第二中学 
“政史融合、以史论政、论从史出”——略谈对新教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几点学习体会 

2 徐淑英 江西师大附属中学 红色文化融入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分析 

3 黄文丽 南昌市洪都中学 与时俱进于己，潜心教学为人——我学新教材 

4 刘浪平 南昌县莲塘一中 基于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数学教学模式的创新 

5 黄琛 南昌市铁路第一中学 
从地理教材变化看核心素养的体现——以人教版地理必修一为

例 

6 曹媛媛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整合教材  用足教材——我学《中外历史纲要》的一点感想 

7 陈瑜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体悟新教材，赓续百年初心 

8 黄燕 南昌市教科所 学习新课标  做好加减法 

9 曾莹 九江市第一中学 
新教材解析之紧扣课程内容的导入——以高中地理必修第一册

第一、二章为例 

10 李美政 九江市第三中学 基于史料实证的学业质量水平的提问设计 

11 熊四华 九江市第三中学 高中地理新教材脱贫攻坚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渗透 

12 刘荥 九江外国语学校 发挥新教材优势 夯实课堂阅读教学 

13 余虎霞 九江共青城市中学 
践行英语核心素养，学习高中英语新教材——有效整合学科核

心内容，精心设计学科核心活动 

14 胡晓英 九江柴桑区第一中学 对小说群文阅读中学习任务的选择与设计的思考 

15 秦书典 湖口县第二中学 对新版教材凸显物理与体育渗透融合的探讨 

16 邓见军 修水县第一中学 
浅谈“大观念”理论下的单元整体教学——以新人教版必修一

Unit 1 Teenage Life 为例 

17 邓楚燕 修水县第一中学 
对高中生物新教材之“新”的学与思——必修一“细胞呼吸的

原理和应用”为例 

18 胡欢 永修县第二中学 我学新教材——关于“单元学习任务”的一点认识 

19 汪柳昕 乐平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部编本“青春的价值”单元教学策略 

20 黄雪娜 乐平市第一中学 时事政治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运用分析 

21 李亚军 乐平市第三中学 新教材中实验教学的拓展 

22 彭志兰 乐平中学 VR技术应用下人地协调观的养成 

23 胡斌 萍乡市教学研究室 “三位一体”教学理念在新教材中的渗透 

24 杨小琴 萍乡市上栗中学 拨得云开见月明—我学新教材 

25 何金鑫 萍乡市上栗中学 重见掩于岁月的光华——我看新教材时代的《我与地坛》 

26 黄文桃 萍乡市芦溪中学 蓬勃生长：高中语文新教材里的作文教学 

27 孟庆锴 新余市第一中学 关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的几点思考 

28 钟俊敏 新余市第四中学 将创新教育落实在物理新课程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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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罗建辉 新余市第四中学 
新教材，新变化，新课堂，新理念——高中生物新教材培训学

习心得 

30 程清钰 新余市第六中学 核心素养为“路标”——浅谈“地理新教材”学习之路 

31 陈国华 贵溪市第一中学 关于新课标《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的教学设想 

32 付瑜 贵溪市实验中学 融合学科核心素养的普通高中化学教科书 

33 廖建平 赣州市教科所 学习《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方法》教材感悟 

34 曾凡华 赣州市第一中学 自此语文为己有，而后读写属我家 

35 孙永茂 赣州市第三中学 基于 SOLO分类理论的新旧教材习题对比分析 

36 谭冬梅 赣州三中阳明校区 新教材中物理实验学习的点滴体会 

37 梁林凤 瑞金第一中学 生物学科核心素养教学方式的思考 

38 张容榕  赣州市赣县中学 高中历史统编教材内容的重构与教学建议 

39 李丽 赣州市赣县中学西校区 
探索新课标内涵，确立教学新思路——高中语文“我学新课标”

感悟 

40 揭小清 会昌中学 基于新课标新教材背景下思政教师胜任力的思考 

41 曾翔 龙南中学 
聚焦重点，架构大概念的单元教学模式——新教材背景下高中

历史课堂的思考 

42 李小静 南康中学北校区 浅谈对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特点的认识与应对方法 

43 张龙飞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中学 新课改下高中数学导数教学的发展 

44 谢文 于都县第二中学  基于新教材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创新 

45 温德华 于都中学 在使用高中化学必修一新教材的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46 郭小华 于都县第二中学 
高中历史家国情怀核心素养培育探究——以统编版新教材活动

课为例 

47 钟晨 兴国县教研室 
融入“多彩”中国元素，讲好“醉美”中国故事 

—浅谈高中英语新教材中的家国情怀 

48 钟莉萍 兴国县第三中学 探寻新教材“学习任务群”的学习活动方式 

49 苏琪 宜春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基于六要素整合的单元教学文本内容和课堂活动分析 

50 吴少华 宜春实验中学 载道树人，文质彬彬——我学新教材 

51 彭梦琪 宜春中学 晓过往之初心，明未来之方向 

52 钟海荣 丰城市第九中学 走进新教材，感悟新课标 做好新教学 

53 左斌 樟树中学 新教材使用的困惑与思考 

54 段超良 高安第二中学 新旧人教版高中物理教材分析对比——以《静电场》为例 

55 龙瑶 上饶市第一中学 新教材下指向学生模型认知素养的探究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56 赵荣芳 上饶市第一中学 
依托上饶乡土地理，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实践感悟——以

新人教版“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为例 

57 张剑峰 上饶市第二中学 
站得高，行得稳，看得远——试论“探究与分享”栏目教学使

用三原则 

58 詹凌峰 婺源县文公中学 乡土地理中的材料情境创设——以农业区位因素的分析为例 

59 徐婵美 玉山县第一中学 喜看教材改革，吹皱一池春江水——我学新教材心得 

60 施红娣 上饶市广信中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学人教版高中英语新

教材 

61 洪淑斌 余干中学 渗透实验的探究与创新 

62 卢华 余干第一中学 高一数学新教材新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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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欧阳梅 吉水二中 学习新教材，践行新理念 

64 颜有娟 永新中学 “悟”新教材——新教材下教师行为的转变 

65 周哲 吉安市教研室 构建普通高中计算思维评价体系的探索与思考 

66 阙志武 南城县第一中学 
 从“位移-时间”到“位臵-时间”图像的优化——我学新教材

有感 

67 闻慧芳 广昌县第一中学 不忘立德初心，方得树人始终 

68 吴婷珍 金溪县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新旧教材对比分析 

69 卢凯 临川第一中学 学科核心素养视野下的史料教学初探 

70 黄丽群 临川第一中学 三版高中地理新教材呈现方式的比较研究 

71 王小华 临川第二中学 厘清高中教材结构，培养历史核心素养 

72 李国平 乐安县实验学校 北师大版、人教版高中数学教材教学内容、课程安排的比较 

73 张卫 抚州市东乡区第一中学 浅谈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对课堂教学改革的启示 

二等奖 

序号 作者 学校 征文名称 

1 胡祝齐 江西师大附属中学 在对话型课堂中构建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机制 

2 王浩 江西师大附属中学 新教材，我施展教学艺术的美好舞台 

3 郭启祥 南昌市第二中学 钻研新教材，落实新课标，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4 欧雯颖 南昌市第二中学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5 孙小华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运用新理念，激活语文课堂 

6 汪泽吾 南昌市铁路第一中学 新教材 新特点 新思考 

7 范瑀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英语新教材研究 

8 陈瑞红 南昌市第八中学 深耕不辍又一秋，学思践悟再出发 

9 周海浪 南昌市洪都中学 以三角函数为例浅谈高中数学新教材的几点变化 

10 何晶 南昌市洪都中学 着意于精神，着力于言语，得益于素养 

11 杨楠 南昌市八一中学 须尽丘壑美——我学新教材的教学感悟 

12 熊莉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书香氤氲，与“新教材”同行 

13 汤幼强 南昌县莲塘一中 
学科素养导向下课堂教学设计的方法——基于新课程新教材实

施背景下的高中物理新授课研究 

14 彭霞 进贤县李渡中学 
优化教学策略，积极用好新教材——转变观念，构建新型历史

课堂 

15 郑云桓 江西育华学校 用新教材内容组织的主线进行教学 

16 谈归 九江市第一中学 开展议题式教学 培育学科核心素养 

17 黄晓明 九江市第一中学 对地理新教材实验教学的思考 

18 覃晓玲 九江市第一中学 
立足主干知识 把握重难点——以新教材第 17课为例浅谈心得

体会 

19 琚志颖 九江市第一中学 透视“探究与分享”栏目 构建活动型思政课程 

20 罗  刚 九江市第三中学 读懂必修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知识的三个维度 

21 王飞艳 九江外国语学校 对素养为本的高中化学新教材（必修）实验的思考 

22 曾雅文 九江外国语学校 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高中化学教学策略体会 

23 曾梅芳 九江外国语学校 人教版高中化学新旧教材对比研究——以“离子反应”为例 

24 杨健 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透过《月相》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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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陶小妹 九江共青城市中学 利用海昏侯博物馆资源培育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探讨 

26 张巧 九江市第六中学 对于贯穿式情境在高中地理新教材教学中的使用建议 

27 邹玲 九江市第六中学 由课堂到课外：《乡土中国》之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探微 

28 夏瑶 武宁县第一中学 数学建模思想的渗透——基于对新教材必修第一册的浅析 

29 洪秀成 九江市第七中学 
高中数学新旧教材对比分析———以北师大版《概率》章节为

例 

30 赵敏 湖口县中学 新教材语境下的变与不变 

31 李根妹 九江金安高级中学 
学以致用无止境,不忘初心砥砺行－浅谈人教版高中地理新教

材必修第一册研读和实践心得 

32 于德沐 瑞昌市第一中学 基于高中历史新教材的情景化审思——我学历史新教材的感悟 

33 王华 永修县第一中学 教师视角下的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教学 

34 胡玲玲 永修县第一中学 
学习实践新课程感受反思新成果——高中数学新教材实施体验

与感受 

35 张娜娜 永修县第二中学 新教材视野下高中语文课堂构建策略探究 

36 刘俊璐 永修县第二中学 
新课标下的高中古诗词“创作式”教学探究  ——以《登高》

为例 

37 江建辉 景德镇市第一中学 例谈如何切实发挥高中历史新教材的德育培养功能 

38 张玲 景德镇市第一中学 小“看”活动，大有作为 

39 胡乐乐 景德镇市第二中学 新课改新教材背景下的高中语文诗歌情境教学探究 

40 黄纪宏 景德镇市第二中学 高中数学新教材的特点与教学方式研究 

41 黄玉宇 景德镇市第二中学 高中英语新教材读写课开展经验 

42 李明 景德镇市第三中学 高中音乐新教材背景下演奏模块教学之特点 

43 彭环宇 景德镇市第七中学 浅谈高中语文新教材特点及教学处理 

44 郑胜军 浮梁县第一中学 我学新教材——浅谈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高中物理教学策略 

45 余丽云 浮梁县第一中学 基于生物学核心素养的“问题探讨” 

46 徐瑾 景德镇机电工程学校 立德树人入课堂  核心素养育新人 

47 李雨 萍乡市教学研究室 议题式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中的应用探究 

48 沈海林 萍乡市教学研究室 谈人教版地理新教材“情境”栏目设计及教学建议 

49 向根柳 萍乡市湘东中学 立足英语课堂 讲好中国故事 树立文化自信 

50 段世建 萍乡市湘东中学 用欣赏的眼光读新教材 

51 黄冬波 萍乡市芦溪中学 勤学思变，紧跟教改步伐——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学习心得 

52 李小霞 萍乡市芦溪中学 巧用新教材“学习提示”，构建语文高效课堂 

53 欧阳玲 萍乡市安源中学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我学新教材 

54 胡春招 萍乡市上栗中学 
让英语教育也多一些诗歌的浸润——基于选择性必修三第五单

元 poem解读 

55 张洁 萍乡市上栗中学 阅尽千帆归桑梓——别样教《边城》 

56 曾小彬 新余市第四中学 
新高考、新教材背景下基于数字博物馆的高中历史情境教学探

讨 

57 肖燕平 新余市渝水一中 新教材的图文互证给历史课堂立意铸魂 

58 郭子琦 新余市第四中学 
四大核心素养视角下的高中英语教材分析——以新编人教版高

中英语必修一为例 

59 章茜 新余市第九中学 语文新教材——整合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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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周健 新余市第四中学 我学新教材——所学所思所感 

61 华细勇 新余市第二中学 高中地理新教材运用实践有感——以《土壤为例》 

62 黎杨 新余市第九中学 新教材，新理念，新征程 

63 胡军宝 新余市渝水一中 
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的单元教学思考——以语文必修上第三单元

为例 

64 徐婉卿 鹰潭市第一中学 
基于 SOLO分类理论的新课标高中物理教材（2019）课后习题研

究 

65 刘晓华 鹰潭市第一中学 浅谈新教材教学中的教师角色定位 

66 刘建文 鹰潭市田家炳中学 我学新教材---核心素养视角下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67 刘祺 贵溪市实验中学 
基于“SQ3R”阅读法在整本书阅读中的实践研究——以《乡土

中国》为例 

68 罗兰 贵溪市实验中学 纪念与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第一册的初见 

69 黄婉英 贵溪市第一中学 我学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新教材的教学反思 

70 应拥军 贵溪市第一中学 浅谈新教材对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的落实 

71 肖春燕 赣州市第一中学 惟进取〃故日新 

72 华禄 赣州市第一中学 诗歌语言与审美教学的新教材实践 

73 陈淼 赣州市第三中学 中图版高中地理教材“作业题”栏目的特点及教学建议 

74 孙永茂 赣州市第三中学 基于 SOLO分类理论的新旧教材习题对比分析 

75 徐燕鹏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基于核心素养对高中化学教材编排体系的比较研究 

76 刘昱 南康中学 统编高中语文必修教材思辨性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77 郑志凤 南康唐江中学 在变与不变中坚守——“我读新教材”有感 

78 钟鸣 南康唐江中学 
新教材、新思维、新感悟--以中图版地理新教材《人口分布迁

移与合理容量》为例 

79 邱光锦 南康第四中学 谈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守正”与“创新” 

80 赖贱根 寻乌县第二中学 人教版高中物理新教材“问题”栏目的优化设计 

81 陈重浪 宁都县宁师中学 
激活“活化石”，增辉古诗文——浅谈客家方言在高中语文新

教材古诗文教学中的运用 

82 章小辉 宁都县第四中学 我学新教材之演绎化学传承 

83 丁鹏 上犹中学 基于高中生物新教材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实践研究 

84 肖冬梅 上犹第三中学 挖掘语文课堂的主元素——高中语文新教材学习心得 

85 杜晓燕 安远第一中学 新教材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环节的创新实践研究 

86 钟晓芳 安远第二中学 向“原典”更深处漫溯 

87 王先林 崇义中学 潜心走进新教材用心转换角色 

88 黄媛媛 崇义中学 人文与素养齐飞   整合共情境一色 

89 钟永 赣县中学西校区 研读精髓，勇于创新——高中语文新教材的学习与讨论 

90 陈宗庭 会昌中学 浅谈高中化学新教材的主要特点与使用策略 

91 郭丽 会昌三中 学习高中地理新教材心得体会 

92 余兰珍 龙南中学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新教材 

93 潘云 于都中学 与时俱进促发展，孕育桃李新气象 

94 易丽军 于都县第二中学 我学新教材——母语文化渗透 

95 宋艳 信丰中学 新教材下开展高中英语多模态教学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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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钟江平 兴国中学 “新”教材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面临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97 曾祥珂 兴国中学 新教材新思路新征程——学新教材心得体会 

98 邱琛 兴国县第三中学 目标导向的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有效教学策略探讨 

99 温磊 全南中学 浅析新教材背景下语文教师的应对策略 

100 邓九路 全南中学 研究新教材教学，探寻思维品质提升之道 

101 黄婷娟 定南中学  基于十年基层教学实践探析高中英语新教材词汇教学方法 

102 汪月琴 宜春中学 “人教版”高中化学新教材栏目研究 

103 陈弯 宜春一中 基于统编版新教材的高中诗歌教学思考 

104 陈瑶 宜春一中 对高中数学新教材教学的思考 

105 钟歆 宜春九中 从普通高中地理必修一新教材看党的教育方针的落实 

106 金乔 丰城市第二中学 从心出发，学无止境——“我学新教材”有感 

107 万里阳 丰城市第九中学 氤氲书香，新教材心得 

108 李雯璐 丰城中学 生命化教学：撬动高中语文新教材学习任务群的支点 

109 郭小红 丰城拖船中学 
教材与人才 ——记《地球的演化过程》教学实践的心得体会和

感悟 

110 王火萍 高安中学 以项目二探究计算机中的数据表示的教学谈对新教材感想 

111 丁祺 高安二中 高中生物新教材教学中的不适应性及方法 

112 邓婷 高安二中 
让高中英语词汇课堂教学活起来-一一对新教材词汇教学的探

索 

113 王康敏 奉新一中 浅谈学习统编版高中历史新教材心得体会 

114 张凡 奉新一中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在必修一例题中的表现研究 

115 彭雯 上高二中 高中政治新教材教学心得体会 

116 彭恩清 宜春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悟透新教材  增强责任感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17 廖一鸣 宜春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新教材下的高中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策略 

118 刘文杰 宜春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基于新课标下学生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研究 

119 黄雅雯 上饶市第一中学 
高中生物新旧教材的对比——以新人教版高中生物学《分子与

细胞》为例 

120 胡志芳 上饶市第二中学 
哲学源于生活，哲学超越生活——以“世界的物质性”为例看

哲学思辨魅力 

121 杨晶 上饶市第二中学 我学新教材——学习高中数学第一章预备知识心得体会 

122 谢翠云 上饶市第二中学 适应新教材特点改进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方法的体会 

123 郑美花 上饶市广信中学 诗意的理想国——我学高中语文新教材 

124 缪紫含 上饶市广信中学 跨越过星辰大海，新教材携青春向你我走来 

125 夏萍 上饶市广信二中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 

126 张丽敏 万年中学 新学期  新教材  新启示 

127 刘旭东 万年中学 
学习高中历史新教材的感悟——浅谈高中历史新教材有效教学

途径 

128 周诗蓓 万年第一中学 
在新与旧之间探索出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发现未来——学习

新教材有感 

129 齐文翔 婺源县文公中学 我与新教材的对话——新起点，新转变 

130 魏梦瑶 玉山县第一中学 举一隅应以三隅反——群文阅读教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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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高凯论 余干第一中学 不向前走，不知路远 

132 夏良朋 余干第一中学 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133 郑智青 余干第一中学 统编版高中语文现代诗歌的选编概貌及特点 

134 刘娇娇 吉水中学 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浅谈对新教材的教学感悟 

135 黄慧芬 吉水第二中学 大风起青萍，教改歌未央 

136 刘志乐 吉安市第一中学 “三新”背景下开展高中数学竞赛探究 

137 黄建炜 吉安市第三中学 新教材背景下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研究 

138 吴杰华 吉安市第三中学 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数学新教材培训有感 

139 宋建辉 万安中学 高中历史新教材培训心得体会 

140 刘玉新 吉安永新中学 学好用好新教材，渗透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141 贺坤先 吉安永新中学 关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在高中物理新教材中的体现 

142 汤玮玥 抚州市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浅谈高中化学新教材的设计特点及教学策略 

143 吴才兴 临川第一中学 高中历史新教材教学策略初探 

144 宋文胜 临川第一中学 我理解的新教材的变化 

145 杨晓琳 临川第一中学 心理地图在高中地理新教材的构建研究 

146 月圆圆 临川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新教材栏目的特点和教学策略研究 

147 吴小伟 临川第十中学 对高中语文教学的思考 

148 李福盛 乐安县第一中学 关于高中数学教材落实核心素养的思考 

149 周明仔 乐安县实验学校 我看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单元导语”的特色 

150 陈兰 乐安县实验学校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视角下新教材的解读 

151 李黎丽 乐安县实验学校 浅谈高中地理教材（中图版）"案例研究"的实际应用 

152 李颜肖 金溪县第一中学 高中生物新教材中插图的变化以及与教学的关系 

153 王慧虹 金溪县第一中学 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一新旧教材对比及教学启示 

154 揭正卿 广昌县第一中学 新教材，点燃澎湃的青春激情 

155 周春燕 广昌县第一中学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学生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156 杨婷 黎川县第一中学 浅析人教版高中英语新教材 Video Time 板块 

三等奖 

序号 作者 学校 征文名称 

1 李安然 南昌市第二中学 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浅谈新教材地理必修一教材之新 

2 廖龙强 南昌市第二中学 
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新旧教材比较分析——以“蛋白质是生命活

动的主要承担者”为例 

3 罗小平 江西师大附属中学 
基于真实情境与书本规律的冲突的素养培养——中地理必修 1

大气分层图为例 

4 涂琨 南昌市第三中学 着眼核心素养，落实铸魂育人——学习高中物理新教材有感 

5 罗志心 南昌市第三中学 落实新时代体育核心素养，打造育人课堂 

6 丁依瑶 南昌市铁路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新教材单元主题建构分析 

7 万其亮 南昌市洪都中学 
对上好高中数学开篇第一章《预备知识》的教学思考--我学新

教材 

8 许丽萍 南昌市洪都中学 浅谈 2019人教版高中英语新教材中听说课教学 

9 胡文峰 南昌市洪都中学 我学新教材之感悟——对高中物理课堂教学有效性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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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熊红妹 南昌市第十中学 
立德为本，素养为杆——读人教版（2019）高中地理必修第一

册有感 

11 刘佳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学习新教材初探思政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路径 

12 熊丽芝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人教版高中英语新教材的“初识”和“初探” 

13 徐雪梅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迎接新挑战   开启新篇章——我学“高中思想政治新课标新教

材”之感悟 

14 唐文娟 南昌市实验中学 高中物理新教材使用体会 

15 伍亮敬 南昌市豫章中学 我学历史新教材之体会 

16 蔡蓓 南昌市豫章中学 关于高中化学新旧教材中“元素化合物”内容的变化探讨 

17 刘初晓 南昌江右艺术高中 以就万仞之深时 自有初秋九月天——“我学新教材”学习心得 

18 朱金兰 南昌江右艺术高中 浅析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在中学教学中的运用 

19 章鸣 南昌市朝阳中学 浅析高中历史新教材应如何阅读与使用 

20 王少梦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单元学习任务指导下的高中语文教学实践心得 

21 齐淼玲 进贤县第三中学 新教材 新理念 新课堂——人教版高中英语改革所思 

22 黎梦婷 进贤县李渡中学 以群文教学法攻克学习任务群 

23 史珺 南昌县莲塘一中 我学新教材——以课题研究促学科核心素养培养 

24 郭见孙 九江外国语学校 我学新教材,孕育核心素养—以新北师大版三角函数教学为例 

25 何唯 九江外国语学校 
浅谈基于新课程标准沪科教版高中信息技术新教材中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 

26 张平 九江市同文中学 
高中地理新旧教材内容的变化与思考——以人教版高中地理必

修 1为例 

27 杜艳艳 九江市同文中学 关于高中地理新教材的几点感想 

28 丁小菊 九江第一中学 
如何在课堂内外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以新教材必修板块

“活动”为例 

29 雷嘉欣 九江第一中学 地理新教材宏观分析——以人教版地理 2第二章为例 

30 袁婷婷 九江第一中学 
用好统编政治教材  增强学生政治认同——以必修 1《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学为例 

31 寇永奎 九江第一中学 高中生物学新教材教学的探索和尝试 

32 周芳洁 九江第一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心得 

33 郭颉 九江市第六中学 笔端有情，纸上抒意——提高高中美术教学效率之浅谈 

34 杨艳萍 九江市第六中学 人物形象分析在群文阅读优化中的运用 

35 吴海芳 九江市第七中学 基于音乐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音乐新教材使用策略 

36 李华 九江市濂溪区第一中学 新课改下高中地理新教材教学的心得总结 

37 吴小涵 九江市育英学校 对新教材单元起始课教学设计的思考 

38 郭玉华 湖口县第二中学 试论项目学习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中的应用体会 

39 吴芳 湖口县第二中学 
整合资源，抓实任务，生成智慧——以必修上为例谈对新教材

的认识 

40 盛情 湖口县第二中学 我学新教材之英语高一必修一实践心得 

41 朱双娇 庐山市第一中学 
浅析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的特点——以必修 1《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例 

42 左青云 庐山市第一中学 以新教材为帆，乘风破浪助教育 

43 罗小杰 九江共青城市中学 有信仰的人讲信仰--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学习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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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万为妹 国科共青城实验学校 
项目式学习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教学实践探究——以“认

识数据、信息与知识”为例 

45 赵小林 永修县第一中学 扎根生活，实现探究改革 

46 熊倩玉 永修县第一中学 运用有效教学策略,践行高中英语新课标理念 

47 廖俊斌 永修县第一中学 我学新教材之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 

48 黄少华 永修县第二中学 堂前飞燕落凡尘——我学新教材有感 

49 朱云清 修水县第一中学 我学新教材——高中生物新教材变化及应用分析 

50 杨臣 修水县第五中学 新教改背景下教师的困境与超越 

51 汤冬英 武宁县振风高级中学 
与时俱进迎课改，深耕不息助成长 

——我学新教材有感 

52 阮长春 武宁县振风高级中学 素养新舟启航，美育执棹破浪——浅论新教材中的美德教育 

53 王晴 都昌县任远中学 青春的价值——我学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一单元 

54 万蕊 景德镇市第一中学 行到水穷处 教学辟新径——谈高中英语新教材的有效利用 

55 熊军燕 景德镇市第二中学 解读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数学教学方法 

56 陈亮 景德镇市第二中学 新教材中高中物理教学模式探究 

57 何海林 景德镇市昌江一中 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探析 

58 程明华 景德镇市昌江一中 浅谈“地球的演化过程”不同版本新教材的差异 

59 吴燕芳 景德镇市昌河中学 例谈高中英语新教材教学中的“家国情怀” 

60 叶红欢 景德镇市乐平第一中学 基于培养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研究 

61 程晓琴 景德镇市乐平第三中学 高中语文新教材学习与研究 

62 徐华忠 浮梁县蛟潭中学 基于高中数学新旧教材的比较分析 

63 周民开 浮梁县蛟潭中学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64 江卫军 浮梁县第一中学 我学新教材——我学新教材的几点体会 

65 兰天 萍乡中学 高中音乐新教材教学心得体会 

66 黄安丽 萍乡市安源中学 新教材视野下的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探索 

67 彭琼 萍乡市上栗中学 改革思想，与时俱进——我学新教材高中化学《必修一》 

68 张寿春 萍乡市上栗中学 高中历史新教材教学策略初探 

69 杨华玲 萍乡市上栗中学 我学新教材之——再见钟情林巧稚 

70 刘小雨 萍乡市芦溪中学 勤耕高中语文新教材的“试验田” 

71 胡虹 萍乡市芦溪中学 取舍有度，守变有法——我学新教材有感 

72 倪文婕 萍乡市芦溪中学 解读新教材 教好新课堂——新教材运用下英语教学初探 

73 王影 萍乡市芦溪中学 紧跟时代步伐，培养核心素养 

74 甘秋萍 萍乡市湘东中学 繁英满目成粹美 

75 柳小冬 萍乡市湘东中学 学生诗歌读写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76 黄律 萍乡市湘东中学 巧借思维导图，深化高中生物概念教学 

77 彭莉莎 萍乡市湘东中学 守正创新，声色并美 

78 张鹏鹏 新余市第二中学 新教材，新方向 

79 王剑 新余市第二中学 新课改下指向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单元教学 

80 毛思思 新余市第四中学 议题式中心教学法在统编版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81 龚奇香 新余市第四中学 核心素养背景下如何实施高中化学新教材 

82 邬有祥 新余市第四中学 为“新教材”教学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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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吴慧宇 新余市第四中学 浅谈英语教材中读思版块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4 张璇 新余市第四中学 对新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融入中国文化的思考 

85 傅平芳 新余市第六中学 高中英语新教材学习体会与教学思考 

86 徐燕姣 新余市第六中学 打开小说群文阅读之门——小说阅读教学之感想 

87 黎何琴 新余市第六中学 我学高中数学新教材——对数学新教材的认识与感悟 

88 曾姝娜 新余市新钢中学 地理新教材之“新”与教学策略之“变” 

89 黄柳生  北师大新余附属学校 核心素养下，高中语文写作教学中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 

90 徐先彩 鹰潭市第一中学 高中心育新课程促进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91 杨胜 鹰潭市第一中学 读生物新教材的感悟 

92 郑伟俊 鹰潭市第一中学 新高考新教材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探究 

93 陈水华 贵溪市实验中学 用心做好一个教育的践行者 

94 方正祥 贵溪市实验中学 浅析案例教学在高中新教材地理教学中的应用 

95 张杨 贵溪市实验中学 浅议我校高中语文课外活动的有效开展 

96 陈娟 赣州中学 高中地理新教材情境素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97 魏青青 赣州市第一中学 文化与思维齐飞，审美共语言一色 

98 王丽华 赣州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读写互促实践模式探究 

99 赖启生 赣州市第三中学 积累、梳理与探究 语文大成可追求 

100 段三园 赣州市第三中学 少年心事当拿云—高中语文新教材的青春之美 

101 刘晓玲 赣州市第六中学 实践〃综合〃活动：统编高中语文教材设计的三个维度 

102 张江林 赣州市第十六中学 
基于综合思维培养的高中地理新教材必修第一册“浅而宽”教

学探究 

103 王鑫 赣州市第十六中学 新高考下的物理课堂提问策略 

104 郭元兵 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国家教育“双减”政策在高中化学新教材的体现 

105 钟先豪 赣州市文清外国语学校 高中新版化学教材“化学与职业”栏目的分析与应用 

106 廖倩 赣州市赣县中学北校区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单元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107 张荣 瑞金市第三中学 语文课激荡“奋然为之”的精气神——我学新教材的心得体会 

108 刘玉玲 寻乌县第二中学 基于微信 APP的高中语文新教材教学实践的探究 

109 唐滨 安远县第一中学 部编教材的阅读和要求 

110 钟木林 安远县第一中学 浅谈新教材中地理实践力的培养 

111 韩德禄 安远县第二中学 新教材背景下的高中英语教学 

112 赖智华 安远县实验中学 高中地理新教材教学渗透生涯教育的路径 

113 陈智峰 会昌县第三中学 见史以鉴史，树魂即树人 

114 郭大梅 崇义中等专业学校 新教材下的高中语文教学——乘着风飞翔 

115 钟金平 南康中学 追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堂教学之真 

116 李晓斌 南康第二中学 高中物理新教材中的情景化教学——实验教学的生活化策略 

117 钟庆华 南康第三中学 高中语文新教材的探究与实践 

118 钟瑶 南康唐江中学 学习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体会 

119 江闪闪 南康唐江中学 基于新教材下高中生物教学策略探究心得 

120 肖梅芳 宁都中学 守正与创新共飞，单篇共群文一色 

121 康燕燕 信丰中学 关于语文新教材单元设臵的思考__以语文必修上册第六单元为例 

122 蓝燕 信丰县第一中学 新教材与化学教学 —浅谈高中化学新教材的三个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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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艾小燕 信丰县第二中学 新教材下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研究 

124 袁香妹 信丰县第二中学 新教材对高中历史教学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125 刘萸 信丰县第五中学 对于新教材变化的认识及在教学应用中的思考 

126 胡伟平 于都中学 研学高中地理新教材教学模式 

127 裴莉莉 于都县第二中学 在“变化”中探讨新教材的运用 

128 曾赖发 于都县新长征中学 浅谈高中历史教学中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 

129 邓子娴 全南中学 
基于核心素养视角下新旧教材的解构与理解——以中图版必修

一第一章宇宙中的地球为例 

130 董兆恒 石城中学 从素养层面引领鉴赏美术作品促使学生深度学习 

131 李华 石城县赣源中学 寻求“真”味——我学新教材的感悟 

132 许丽华 石城县赣源中学 高中英语新教材单元各任务设计对提升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探究 

133 叶娇美 定南中学 学习新教材 我与孩子们共成长——我学新教材 

134 赵丽青 定南中学 推陈出新，夯实基础——研读高中语文新课标教学模式 

135 刘国万 定南第二中学 关注细节、完善细节、用好细节 

136 蔡周星 兴国中学 
对比中图版高中地理必修一新旧教材，落实新课改新高考——

以“宇宙中的地球”为例，新、旧教材的比较 

137 李菲 兴国中学 向课文学写诗教学策略研究——以《芣苢》《红烛》为例 

138 郑世荣 兴国第三中学 适应变革 超越自我——我学新教材 

139 谢林 兴国平川中学 推陈出新 革故鼎新——浅谈高中地理新教材的学习感悟 

140 阎召雄 宜春中学 以读养气 以读怡情——“新教材整本书阅读教学”实践感悟 

141 张丽平 宜春第一中学 探究新教材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 

142 彭包连 宜春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新教材教学之电解质的电离的教学实践 

143 刘永芳 宜春第三中学 新教材下如何研读数学教材 

144 左怡 宜春第三中学 
人教版高中生物新旧教材比较研究——以“细胞中的无机物”

一节为例 

145 邓友华 宜春第四中学 探究式教学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用活新教材 

146 易璐 宜春第九中学 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在高中英语新教材中的应用 

147 易步艳 宜春第十中学 中图版高中地理新教材的初步解读——我学高中地理新教材 

148 唐超群 宜春第十中学 智力〃能力〃情感——对高中英语新教材的一些感想和实践 

149 李继强 宜春明月山中学 我学新教材——以“中图版高中地理教材”为例 

150 熊轶 奉新一中 新教材漫话 

151 谢琴 高安中学 关于高中生物新教材实验教学的探索与研究 

152 胡迎飞 高安灰埠中学 高层部署与教学一线的落差 

153 陈赞春 铜鼓中学 我学新教材----浅谈新高考下的高中历史教学 

154 熊文华 樟树中学 高中语文新教材的“新”及其应对策略 

155 陈小敏 樟树第三中学 高中语文新教材的守正创新 

156 梁娱嘉 樟树第三中学 我学新教材---新课标下如何进行高中趣味美术教学 

157 雷梨明 樟树滨江中学 基于新课程标准的高中地理新教材比较 

158 舒谭玉 靖安职中 浅谈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写作教学的创新 

159 邹艳 上高二中 新教材改革的感悟—以高中地理教材必修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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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樊林波 上高二中 
高中地理新教材的地理核心素养培养分析——以中图版必修第

一册“地球的演化过程”为例 

161 罗果珍 上高二中 高中生物新教材分析及教学建议--以必修一《分子与细胞》为例 

162 徐欢 丰城拖船中学 浅谈高中化学新教材之美 

163 席璟 万载二中 新教材下高中音乐教学方法与策略 

164 余良谷 上饶中学 唯有知晓来时路，方知何处是归途 

165 魏泷 上饶市第二中学 从函数的表示法角度学习新教材 

166 喻秀娟 上饶市广信中学 从南国之水到北国之秋——在大自然中体会生命之壮美 

167 王茜 上饶市广信区二中 浅论高中英语人教版新教材特点 

168 陶卫萍 万年中学 我学新教材——以学生为主体的高中生物教学策略实例 

169 许高斌 万年中学 “学科核心素养”本位下的中国书画模块课堂实践 

170 翟丽萍 万年中学 新教材  新感悟  新教学——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体现 

171 张云 婺源县文公中学 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 

172 张辉 婺源县文公中学 浅析高中《体育与健康》新教材教学应用策略的研究 

173 舒美浩 玉山县第一中学 新教材——充满文化意识的新篇章 

174 张方伟 玉山县第一中学 新课标  新教材  新征程——以物理学科必修一教材为例 

175 程云芳 玉山县第二中学 无他，唯阅读而已——新课标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浅议 

176 顾玉星 玉山县第二中学 以“情境”让语文“活”起来 

177 张亦周 铅山县第五中学 浅析当前中考模式对于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的不利影响 

178 雷亚玲 铅山县第五中学 新教新学，笃行志远 

179 邱忆芝 弋阳二中 高中英语新教材的继承性、发展性和实施建议 

180 欧阳志敏 德兴市第六高级中学 
高中历史新教材、新课标、新课堂——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

中心 

181 章波辉 余干县教研室 我学新教材——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策略的研究 

182 罗勤 余干中学 守正出新，精心致远 

183 蔡小军 余干第一中学 学习新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感 

184 杨结兴 余干第一中学 浅谈高中数学新教材中函数建模的教学的策略及思考 

185 朱武兴 余干第一中学 我学新教材 

186 刘琳琳 吉安市第一中学 探析高中思想政治课议题式教学的实施策略 

187 刘明 吉安市第三中学 我学地理新教材 

188 刘根华 吉水中学 
循序渐进地培养出"听说读写看"全面发展的学生—高中英语新

教材学习心得 

189 杨花 吉水二中 我学新教材之“核酸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 

190 刘美婷 万安中学 在新教材下对高中体育教学的思考 

191 刘韦兰 万安中学 我对新教材的认识 

192 刘冰 万安中学 
基于“自主教育”理念的高中化学新教材“栏目”资源价值利

用的思考 

193 杨唐桂 泰和中学 新高考下高中数学如何提升课堂上学生的积极性 

194 眭冬冬 永新中学 高中地理新教材中需要注意的几种关系 

195 刘观华 永新禾川中学 家国情怀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实施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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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李星花 临川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新教材教学策略的创新途径 

197 罗政莹 临川第一中学 新教材的“时代性使命”新探索 

198 李继兵 临川第一中学 浅谈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的特点与对策 

199 夏云 临川第一中学 基于新教材的地理实践力培养策略 

200 吴文彩 临川第一中学 人教版高中化学新教材栏目设臵变化探究 

201 刘彤 临川第十六中学 守语文学科素养之正，创语文教学观念之新 

202 姜多根 临川第十六中学 新教材高中英语探究式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203 李瑞坚 东乡区第一中学 彰显教材育人价值，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204 张华斌 广昌县第一中学 新课改下县城高中信息技术教学初探 

205 黄响莲 广昌县第一中学 我学新教材——新课标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学探析 

206 吴广发 广昌县第一中学 深耕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基因--“我学新教材”之感悟 

207 谢小琴 广昌县第三中学 高中数学教学中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策略研究 

208 刘梅芹 金溪县第一中学 浅谈新教材化学必修一的教学心得 

209 李伟霞 金溪县第一中学 析新教材下的语文教学 

210 胡淑亮 金溪县第一中学 我学新教材心得体会 

211 朱飘洋 金溪县第一中学 新教材学习新得与体会 

212 李晓宁 南丰县第一中学  在形成性学习中发现更可贵的“未知” 

213 袁加新 乐安县第二中学 教材更新 教法创新 学法求新 

214 曾悦灵 乐安县第二中学 新教材高中数学探究式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215 詹亮珍 乐安县实验学校 贴近生活引思维，促进教学重起航 

216 王勇 乐安县实验学校 新高考，新教材，新课堂 

217 元芳蕾 乐安县实验学校 高中英语新编教材文化意识教学初探 

218 吴瑛如 宜黄县第一中学 文丰意远，为新教材喝彩 一一我学新教材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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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号 获奖单位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一等奖 

1 宜春市高安中学 张权、胡文锋、徐昕 黄磊、潘丽华 

2 江西省信丰中学 刘鹏飞、高素珍、刘锦鹏 张俊彦、施国富 

3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裘锦博、胡蕊、喻晨淇 辜建平、李龙 

4 宜春市第一中学 徐韬、黄睿炜、涂婧怡 宋陈安文、易梅 

二等奖 

5 黎川二中 张浩、吴佳兰、黄轩 周少华、丁松文 

6 江西省吉水中学 罗诗鹏、刘鑫荣、周可芯 杨建中、廖玉香 

7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吴文辉、朱圣璋、王逸 邓延展、李淑芹 

8 吉安市白鹭洲中学 曹翎玉、刘宇正、余江水 周紫玥、周军平 

9 上饶市广信二中 汪洋、曹天成、祝梦娇 周咏馨、郑天心 

10 景德镇一中 史兴凯、刘兆轩、潘祉彤 杨斌、汪洋 

三等奖 

11 新余市第三中学 黄思嘉、易赫明、罗嘉豪 罗滔、徐金林 

12 南昌市洪都中学 陶城浩、顾铭怡、陈恩因 蒋俊飞、杨婷 

13 九江市田家炳中学 彭京红、罗吴优、葛昕睿 童桢、危文宇 

14 广丰区贞白中学 汪飞鹏、余金文、管芷潼 吕碧辉、郑招泉 

15 九江实验中学 袁佳慧、曾令晨、李彦臻 王珺、鲍平安 

16 江西省莲花中学 贺宇辰、彭胡琳、樊依慧 孙定海、冯卫 

17 鹰潭市田家炳中学 邱帅威、周小雅、娄金豪 刘伟丁、杨剑锋 

18 信丰县第一中学 康嘉兴、曹靖、王怡彤 张惠兴、李文斌 

19 乐安县实验学校 邱劲、曾翔、姜玉婷 彭建武、李国平 

最佳设计奖 

序号 获奖单位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1 上饶市广信二中 汪洋、曹天成、祝梦娇 周咏馨、郑天心 

2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吴文辉、朱圣璋、王逸 邓延展、李淑芹 

最佳创意奖 

1 九江市田家炳中学 彭京红、罗吴优、葛昕睿 童桢、危文宇 

2 景德镇一中 史兴凯、刘兆轩、潘祉彤 杨斌、汪洋 

最佳制作奖 

1 南昌市洪都中学 陶城浩、顾铭怡、陈恩因 蒋俊飞、杨婷 

2 新余市第三中学 黄思嘉、易赫明、罗嘉豪 罗滔、徐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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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序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展示作品 指导老师 

一等奖 

1 南昌外国语学校 谭珵竹 昂良泽 谭雪 空调核心遥控器的研制 王莉莎 王志军 

2 芦溪中学 张竑宇 易明昊 邓瑾玥 坪峰山 “假林线”成因研究 黄贤钢 罗国华 

3 景德镇一中 刘立言 邵仪城 冯彦豪 新型低碳校园路灯设计 黄稀宏 张堪发 

4 赣州中学 郭丰鸣 李雨积 刘婕 
让古色文化唱出宋城新韵——关于赣南

采茶戏传承与发展调查 
曾利梅 余国栋 

二等奖 

5 新余一中 张弘毅 陈语熙 黄佳怡 双减政策下关于防沉迷政策研究及其结论 林大为 刘小玲 

6 宜春一中 刘文欣 易珍萤 柳梦轩 
关于视频材料在宜春市直高中课堂运用

的调查研究 
赵清萍 邹至清 

7 永新中学 段鹏 周钰菁 王慧琪 有关“双减”政策实施的社会实践调查 肖园园 曾洪华 

8 鹰潭一中 白自珍 丁杰 夏杨慧 “探访鹰潭湿地”主题研究性学习 杨胜 余小青 

9 九江同文中学 刘芯伶 吴宇 王思怡 烟草化学成分及危害的实践研究 王林明 敖强 

三等奖 

10 上饶中学 叶倩薇 何欣泳 刘浩晨 楮溪湿地公园，悦享和谐之美 吴芬芬 绕幼珍 

11 万安中学 郭萌睿 宋蕾 陈薇如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实践探究 胡大妹 曾令平 

12 南昌十九中 姜灿宇 罗美薇 胡彦彬 重组 DNA分子模型 周英 管永飞 

13 上饶广信中学 郑植文 黄煜琦 罗欣岚 广信区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观念的调查 娄永红 鲍艳华 

14 南城一中 李  帝 刘佳琪 章皓岚 
麻姑山古韵寻踪——重拾遗落在我们身

边的文明 
万国军 周宇婷 

15 宜春中学 刘健卓 徐伟 刘益佳 香烟危害调查研究 史智强 林志刚 

16 南康三中 罗湘帅 李演 连从伟 赣南典型红壤剖面土壤抗蚀性分析 周运生 谢英英 

17 九江一中 刘城沁 蔡鸿坤 周鸣昊 肥皂生产工艺及生活应用的调查与研究 李建 毛国俊 

18 乐安实验学校 曾郅 戴锦霞 黄文睿 
电池对环境的影响的调查及对“新电池”

的探究 
王勇 李国平 

19 最佳辩手奖：芦溪中学 张竑宇；赣州中学 郭丰鸣。 

20 最高人气奖：上饶广信中学 郑植文；九江同文中学 刘芯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