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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高〔2018〕103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 2018 年温州市语文、数学、科学

学科初小教学衔接案例评比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初中、小学： 

2018 年温州市语文、数学、科学初小教学衔接案例评比

活动业已结束。经评委会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35 名、二等

奖 70 名、三等奖 101 名。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具体名

单详见附件）。 

 

附件：2018 年温州市语文、数学、科学学科初小教学衔

接案例评比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18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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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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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温州市语文、数学、科学学科初小教学衔接 

案例评比获奖名单 
 

初中语文 

一等奖（10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吴世广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中学 单元整理课的实践与思考——以八下游记单元为例 

陈默然 温州市实验中学 以“演讲”单元为例浅谈活动单元起始课如何有效开展 

陈珊景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贴着孩子阅读期待的课堂任务单设计小尝试 

叶  丛 温州市绣山中学 《带上她的眼睛》课例 

王克强 温州外国语学校 单元整体意识下小初童话衔接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陈  煜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演讲稿撰写活动系列化，树立听众意识 

张乐赛 瑞安市湖岭中学 小切点，精细读——《西游记》名著阅读指导课案例分析 

高炳洁 洞头区灵昆中学 
让情境创设助力演讲活动——《最后一次讲演》的教学案例

和思考 

陈琴婵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一滴水”的选择是偶然吗？ 

潘苏西 瓯海区娄桥中学 
略读和精读结合 情怀共思维齐飞——《沙乡年鉴》导读课

教学案例 

二等奖（20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李若男 瑞安市碧山学校 多情的时尚，高效的课堂——《朝花夕拾》人物篇案例分析 

陈  媛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统编教材七年级下册名著阅读指导《骆驼祥子》圈点与批注 

周明明 温州第十七中学 
一次阅读   一座纪念馆——《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阅读

指导课 

卢  娉 洞头区元觉义校 文体共性为基，文本个性是魂——《壶口瀑布》教学案例 

叶继洲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用“方法”抵达文本核心，以活动力促素养习得——以《紫

藤萝瀑布》为例谈统编教材背景下教读课的几点思考 

曹慧娜 温州第二十五中学 
磨“方法”的箭，射“素养”的靶——教读课之《叶圣陶

先生二三事》教学案例分析 

张喜悦 平阳县实验中学   统编教材七年级下册《写作·怎样选材》的教学案例 

缪少微 平阳萧江镇第一中学 人教版九年级下册《孔乙己》的教学案例 

陈玲玲 温州新星学校 
以“温故知新法”实践阅读方法在单元学习中的延续和拓

展——《走一步，再走一步》自读课阅读教学案例 

蔡李丹 瑞安市曹村中学 
一花一木总关情——语文统编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五单元复

习课 

洪舒怡 龙湾区实验中学 
“回”到春花浪漫时——在游踪中确定主题，让主题影响

游记 

朱琳琳 平阳萧江镇第二中学 统编教材八年级下册第五单元起始课的教学案例 

李莉莎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灵动的课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现代诗歌阅读教学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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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灯 瑞安市鲍田中学 《如何突出中心》写作课案例 

倪可可 瓯海区仙岩第一中学 
《使用杠杆,撬动一个文言文单元——单元整体教学下文

言文教读课阅读教学模式架构》 

王  迎 乐清市大荆镇第三中学 
单元整体架构下的文言自读文本教学策略——以部编八上

第六单元《周亚夫军细柳》一课为例 

董寿珍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别让形式捆住了手脚－－关于初中语文自读课教学的一点

思考 

谌长平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自在“读”行——自读课《灯笼》教学案例 

王汉乐 温州市第三中学 
课堂上第三个可以仰望的金苹果——八年级语文《壶口瀑

布》教学案例 

王汉雷 瓯海区仙岩镇第二中学 牵其一发 动其全身——问题化背景下的《社戏》教学 

三等奖（28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朱卡佳 瓯海区泽雅中学 记三读，得其真味——记一节《昆虫记》精段研读课 

郑  然 温州市艺术学校 
不着痕迹的微露，痛快淋漓的倾诉——以郑振铎的《猫》

为例，探索单元整合背景下的散文化小说教学 

郑若丽 温州市第八中学 
一场神话世界里的“自由行”——初小衔接自读课《女娲

造人》案例分析 

麻淑娴 永嘉县五尺中学 文体思维在小说《社戏》中的真实运用 

张华静 泰顺县龟湖镇中心学校 水浒英雄活动记--名著阅读指导课 

黄崇乾 苍南县霞关镇初级中学 基于托物言志手法的单元整体教学案例 

毛蔚静 文成县玉壶中学 
紧扣叙事视角，推进名著课堂——以儿童视角观《城南旧

事》之《惠安馆》 

巨佩佩 温州市第四中学 常在收放费思量——《周亚夫军细柳》教学案例 

童  颖 温州市九山学校 认识共性，训练思维 

陈建新 平阳县鳌江镇第八中学 统编教材七上语文《动物笑谈》的教学案例 

陈瑶瑶 文成县二源镇中心学校 
与文本对话 促思维发展——以《台阶》为例，谈批注法助

力自读课 

林拓托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字斟句酌——解读文本的重要“密码”以《邓稼先》为例

浅谈七年级语文课堂中阅读难点突破 

李  栋 永嘉县桥下镇中学 “小人物”类文整合式阅读案例 

杨素洁 永嘉县瓯北二中 解字说文  助读文言——初中文言文教学起始课案例分析 

林婷婷 平阳萧江镇第一中学 统编教材七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伟大的悲剧》的教学案例 

王婷婷 永嘉县五尺中学 
以“绘”读“言”，以“画”促“文”——统编教材七(下)

《卖油翁》教读课 

夏丽敏 龙湾区第二实验中学 让经验更好地促进写作——以《学写游记》为例（写作课） 

刘佳丽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目中有人”时，恰是自读发生时 

徐祥祥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基于“学为中心”的经典文本研读——以《骆驼祥子》名

著研读课为例 

潘桂秀 乐清育英寄宿学校 
巧用旁批，培育自主阅读能力——《带上她的眼睛》教学

案例分析 

褚淑贞 洞头区海霞中学 引渡，走向自读课堂的核心——《一颗小桃树》自读课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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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玉婷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熟悉的地方也有美丽的风景 

林素妃 温州市九山学校 “水”本无色，其色最丰——统编教材八下第三单元总结课 

周玲怡 平阳新纪元学校蓝田校区 统编教材八年级下册语文《 壶口瀑布 》的教学案例 

王香芬 龙湾区海滨中学 立足当下文本，抵达远方——以《回延安》为例 

朱静思 洞头区第二中学 让我们一起遨游—《海底两万里》导读课例 

姚  娜 平阳新纪元学校水头校区 统编版八年级下册课外古诗——《送友人》教学案例  

冯晶晶 平阳县闹村乡中学 《春夜洛城闻笛》教读课案例 

 

初中数学 
一等奖（9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温晶晶 温州市九山学校 
数形关系一“语”揭，和差倍分一“线”牵——以浙教版

《6.4线段的和差”为例》 

王洁琼 永嘉县实验中学 
心中有数，教学有度：重视初小教学衔接——以浙教版数

学七上《6.5角与角的度量》为例 

胡明雷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 
思初小教材之衔接内容，定问题设计之相关细节——浙教

版数学八下《6.1反比例函数①》教学案例 

刘  臻 永嘉县瓯北一中 观概念教学的差异，思数学问题的设计 

苏  斌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形助数，数解形，道是“无理”却有理 

蔡鹏盛 乐清市北白象镇茗西学校 
创设问题情境，优化概念教学——《线段、 射线和直线》

的教学实践与思考 

孙  东 瑞安市滨江中学 
瞻前顾后，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以教学七上 4.1《用

字母表示数》为例 

刘游游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有预，才有立——《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 

赵  锋 乐清市大荆镇第三中学 
做好初小概念衔接，打造高效数学课堂——以八下《平均

数》一课为例 

二等奖（18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夏成通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类比猜想 以旧引新——《分式的基本性质》教学案例 

彭希鹏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从“定形”到“定量”，对圆理解的跨越 

林  依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解一元一次方程》初小衔接案例 

王少锋 龙湾区实验中学 
设计自然过渡，教学衔接有效——以八上《4.1探索确定

位置的方法》为例对初小衔接思考 

金志靖 永嘉县五尺中学 
备一堂“好课”应将“备学生”落到实处——浙教版数学

七上《5.2等式的基本性质》教学观察与反思 

董文婷 泰顺县实验中学 无缝对接，拾阶而上——以《线段、射线、直线》为例 

张  莎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基于学生认知结构的初小衔接教学——《分式》教学案例

与反思 

程茹丹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衔有根之木，促思维之花绽放——《认识三角形（1）》初

小衔接教学案例 

叶慧静 文成县南田中学 数据分析在初小数学教学衔接中的发展应用浅析 

陈晓文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鸡兔同笼问题引发的迫不得已的初、小数学衔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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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彬 龟湖镇中心学校 探索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的规律 

薛晓丽 泰顺县柳峰中心学校 
重视初小衔接，让学生主动学习——《线段、射线、直线》

教学案例 

叶琼琼 温州市上戍中学 侦查学情，打造有效课堂 

张铭洁 温州市第八中学 
基于“感性认知”的数学素养提升——《5.4分式的加减

（2）》教学有感 

王云霞 经济开发区海城中学 《6.2线段、射线和直线》初小衔接案例 

白少美 平阳县腾蛟镇第一中学 
从直观到抽象——以《线段的长短比较》为例浅谈中小数

学衔接 

蔡伟培 温州市第二十中学 
探寻初小衔接教学，构建高效数学课堂——以《2.2有理

数的加法（1）》为例浅谈做好数学初小衔接 

林秋漪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关注初小衔接，培育核心素养——《线段、射线和直线》

教学案例 

三等奖（27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何素眉 瓯海区郭溪中学 
记一次从小学到初中的穿越——兼谈《认识不等式》的初

小衔接教学设计与反思 

於丹璐 乐清市北白象镇中学 初小衔接教学案例——《5.3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1）》 

周伟国 温州市临江中学 初小衔“减”之“减法 2.0”——《2.2有理数的减法（1）》 

黄微素 龙湾区实验中学 
基于初小衔接有效性的整合教学——以《6.2-6.3统计图

（1）》的教学为例 

冯显敏 龙湾区永兴中学 从一个小学例题说起——《分式方程》教学案例及思考 

李晓丹 瑞安市汀田第一中学 立足学情，关注概念自然生成——教《数轴》有感 

王爱平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从算术到方程  培养思维火花——浙教版数学七上《5.4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教学案例 

陈芳苗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低起点，慢渗透，促本质 

陈春燕 龙湾区第二实验中学 
以精致概念的形成 探核心素养的衔接——以八上第二章

《2.1轴对称的图形》的教学为例 

胡瞿博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反比例函数的教学与实施 

陈  炜 温州市绣山中学 
寻溯初小衔接的关键坐标——初小衔接案例《认识三角形

①》的分析及思考 

李丽丽 泰顺县龟湖镇中心学校 
做好初小衔接 构建高效课堂教学——以《用字母表示数》

为例 

郑桂斌 苍南县灵溪镇凤池学校 让数说话，以生为本——《实数》小初衔接案例 

李晓晓 平阳县闹村乡中学 从代数到代数式——从因“数”分解到因“式”分解 

陈依慧 温州市第三中学 
顺“生”而教，因“生”而活——以《直线、射线和线段》

为例 

滕轲玮 平阳县实验中学 《一元一次方程》初小衔接案例 

黄  瑶 温州市九山学校 将类比进行到底——以《分式的基本性质》为例 

董彩丽 龙湾区实验中学 
探寻衔接之路，演绎数学品韵——以《4.1用字母表示数》

为例 

廖德玮 温州外国语学校 聚焦初小几何衔接，培养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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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虹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从类比、联系到归纳、发展 

唐海燕 洞头区元觉义务教育学校 善用整体教学——《分式》教学案例 

孔祥鑫 瑞安市滨江中学 《神奇的π》教学案例 

杨素芝 苍南县金乡镇第二中学 《平行四边形及其性质》初小衔接案例 

陈  翔 温州市双屿中学 从分数到分式，带小入初 

马海伟 洞头区霓北初级中学 初小衔接数学教学——以《反比例函数》教学为例 

陈慧秀 瓯海区新桥中学 循序渐进，放眼发展 

吴婷婷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用字母表示数》初小衔接教学案例 

 

初中科学 
一等奖（11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徐象勇 瑞安安阳实验中学 
“破”而后“立”——基于初小衔接的“力臂”概念建构

策略 

曹晓春 平阳县实验中学 寻生长之点，成无痕衔接——以杠杆的“五要素”教学为例 

朱  拓 永嘉县实验中学 
基于学习进阶的初小衔接科学教学设计分析——以《简单

机械》为例 

胡声伟 瑞安市飞云中学 关注认知发展，凸显学习经历——以《物质的导电性》为例 

周锦绣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生态系统》 

吴荣华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学习进阶下《声音的产生和传播》初小衔接案例 

潘  旭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多元对比，有效衔接——《声音的产生和传播》初小衔接

教学案例 

李冬婷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优化学习目标的设计，探索学习进阶的路径——以《生物

的呼吸和呼吸作用》为例 

吴立足 洞头区霓北中学 
“最近发展区”视域下的中小学科学衔接教学——以《声

音的产生和传播》为例 

伍海龙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力的存在 

何锦霞 龙湾区实验中学 
立足生的视角   开拓学的天地-以《指南针为什么能指方

向》为例 

二等奖（21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叶存金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立足学生起点提高教学效率——基于《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课堂教学设计策略 

王  娴 温州育英学校 关注思维衔接，促进课堂高效——以《杠杆》为例 

戴超凡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让“一卡一单”教学模式成为初小科学衔接有利的助推器

——《杠杆》为例 

袁  斌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水的浮力》 

张杨杨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基于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教学设计以《滑轮》为例 

徐青锋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优化课堂问题、提升学生思维能力——以《水的浮力》为例 

陈海芬 乐清市大荆镇第三中学 《水的浮力》 

林立晃 平阳县实验中学 《简单机械》 

石  琦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基于初小衔接的课堂学习任务优化设计思考——以《光和

颜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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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忠道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水的浮力》 

陈  艳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基于小学前概念的教学设计——以《摩擦力》为例 

朱慧肖 温州市绣山中学  
基于学生起点  优化学习任务——基于初小衔接对《电荷

与电流》学习任务的设计策略 

曾小微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初小科学核心概念衔接的教学案例——以《物理性质和化

学性质》为例 

陈婉容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中学 认知冲突下的科学概念教学-以《摩擦力》为例 

林娴静 温州市第三中学 
以“问题+任务”促进科学初小衔接教学——以《物质的导

电性》教学为例 

厉冰璐 温州市九山学校 借力小学教材，挖掘衔接知识——以《光的反射》为例 

余晓秋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月相》 

李  律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POE策略在初中科学初小衔接教学中的应用——以《电荷

与电流》为例 

钱乐勇 乐清市蒲岐镇中学 巧用拓展实验 助建思维模型——以《物质的变化》为例 

卢  密 瑞安市碧山中学 三先三后，实现有效衔接——以《物质的导电性》为例 

三等奖（30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林弯弯 温州市九山学校 力的存在 

林曙磊 温州市实验中学 
让核心素养在课堂落地生根——基于《物理性质和化学性

质》的初小衔接案例 

章刚翔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基于前概念的可见学习——以《指南针为什么能指方向》

为例 

林蓓蕾 温州市临江中学 《摩擦力》 

陈  娜 乐清市石帆第一中学 基于核心素养的有效课堂教学策略——以《压强》为例 

吴明昱 泰顺县包垟乡中心学校 《月相》 

林海青 乐清市芙蓉镇雁湖学校 
从知识体验积累转变成知识内在联系的察觉与运用——以

《物质的变化》为例 

邹建仁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立足学生起点  活化课堂教学  以“阿基米德原理”的教

学为例 

陈岳慧 平阳县鳌江镇第三中学 《光合作用》 

包赛航 泰顺县实验中学 《指南针为什么能指方向》 

黄京河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知己知彼，方能提高科学教学的有效性——以《电荷与电

流》为例 

王晓洁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建构性教学模式” 与初小衔接中科学概念的建构——以

《月相》为例 

谢飞凤 瑞安市胡岭镇中学 体验生活  享受生活——以《植物的一生》为例 

吴  昊 瑞安市滨江中学 用知识正迁移，搭建学习阶梯——以“液化”的教学为例 

吕扬真 苍南县星海学校 精心预设，实现初小衔接——以《氧化和燃烧》为例 

陈舒畅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从《电荷与电流》——课浅谈“试误教学”在科学初小衔

接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李海州 瓯海区任岩松中学 《地球仪和地图》 

厉建微 永嘉崇德实验学校 科学素养在继承中发展——以《电荷与电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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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翩翩 温州市第三中学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陈  洲 苍南县桥墩镇第一中学 《简单机械》 

柯卡茹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立足前概念谈初小科学衔接教学——以《摩擦力》为例 

张艳丹 乐清市磐石镇中学 重视实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以《水的浮力》为例 

张秀春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杠杆 

李  想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中学 
依托小学认知，关注能力提升——以《指南针为什么能指

方向》为例 

董建女 瑞安市胡岭镇中学 从观察到归纳—以《物质的变化》为例 

何丹贤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从《水和水蒸气》到《汽化与液化》 

林吴英 瑞安市高楼镇中学 
重视初小衔接，提高初中科学课堂实效——以《摩擦力》

为例 

季红雅 泰顺县第七中学 《水的浮力》 

金  静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小”为基，“初”为梯，初小衔接提素养——以《电生

磁》为例 

林  森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引发认知冲突  修正错误概念——以《物理性质与化学性

质》为例 

 

小学科学 
一等奖（5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胡秦琼 温州市实验小学 
借“力”“打”力，推进认知发展——《测量力的大小》

初小衔接教学案例 

许  婧 温州市实验小学 
立足学生发展、培养科学素养——基于初小衔接的 《土壤

中有什么》教学实践 

游芳伟 温州市锦江路小学 基于学习进阶理论的科学教学实践——以《电和磁》为例 

吴琴燕 乐清市虹桥第八小学 
立足最近发展区，搭建有效思维支架——“最近发展区”

理论指导的《电和磁》教学实践 

林海霞 经开区天河第一小学 
对有效研讨与发展思维的深思考——以《昼夜交替的现象》

为例 

二等奖（11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胡程怡 温州市实验小学 
收集证据，合理推测，培养科学素养——“人是如何学习

的”理论指导的《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教学实践 

谢彬林 温州市籀园小学 
关注学习进程，契合认知发展——认知发展理论指导的《水

能溶解一些物质》教学实践 

潘  霞 温州市籀园小学 
关注学习进程，聚焦“牛的体验”——《测量力的大小》

初小衔接的教学尝试 

陈  翔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小初过渡，把握“度”——《我们身边的物质》教学案例 

张晨晨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巧用情境任务，深化学习体验——情境任务驱动模式下的

《磁铁有磁性》教学实践 

胡志勇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初小衔接，不可忽视的教育空间——以《物质发生了什么

变化》教学活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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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华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巧设认知冲突，转化科学概念——以《像火箭那样驱动小

车》为例 

高培新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基于实证意识，提升探究能力——螺旋上升课程观下《物

质发生了什么变化》教学实践 

冯幼义 龙湾区实验小学 寻找初小衔接的学习连廊——以“杠杆”教学为例 

吴文国 瑞安市塘下镇鲍七小学 
巧搭脚手架，概念具现化——直观化教学指导的《声音是

怎样产生的》教学实践 

郭珊拉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关注学生前概念，提高课堂学习效率——以《土壤中有什

么》为例 

三等奖（16 名） 
姓名 单位 题目 

徐温碧 温州道尔顿小学 
初小科学课程的“大概念”建构及其学习进阶——以《生

态系统》为例 

魏朝养 温州道尔顿小学 
在“最近发展区”附近搭建知识桥梁——《水能溶解一些

物质》教学实践 

王  远 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  
巧设情境材料，关注持续发展——基于情境化策略的《光

的反射》教学实践 

陈  苑 瓯海区潘桥第一小学 
除了科学概念，我们还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电和磁》

教学案例 

黄小燕 洞头区东屏中心小学 
串联知识点，构建学活动——以“学活动”的《重力》拓

展教学实践 

朱旭芒 乐清市柳市镇第三小学 
从感性思维到抽象逻辑的延续——基于《电和磁》初小案

例的研究 

陈  朋 乐清市淡溪镇第三小学 浅谈中小学科学教学衔接策略 

夏彬彬 瑞安市汀田中心小学 
基于证据，构建概念——谈《电和磁》一课中“电生磁”

概念的学习进阶 

高  末 瑞安市玉海中心小学 
活用实验器材，突破教学要点——《土壤中有什么》教学

实践 

吴泽农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从具体形象思维到初步的抽象思维——《地球表面的地形》

教学实践 

杨玮微 苍南县矾山镇第一小学 关注学习进程，优化初小衔接——《杠杆的科学》教学实践 

陈尊永 苍南县马站小学 
关注学习进程，把握初小衔接——《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教学实践 

华  黄 苍南县马站小学 
小学实验体验为初中概念建构搭建“脚手架”——以《电

和磁》为例 

洪丽娇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研读教材，更好地开展科学实践教学——以《地球表面的

地形为例》 

廖冰冰 文成县振中学校 
借力“情境教学”，助推科学探究——《物质在水中是怎

样溶解的》教学实践 

庄玉婷 泰顺县实验中学小学部 
坚守“儿童立场”，践行科学实践——《声音的传播》教

学实践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