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

础

教

育

研

究

2
0
2
1

年

第
0
8

期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数据库统计源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J I C H U 　 　 　 　 J I A O Y U 　 　 　 　 Y A N J I U 　

2 0 2 1 . 0 8
（总第 5 5 8 期）

凉山小学对彝族儿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现状调查
作者：吴虹庆　唐安奎

在少先队活动中开展礼仪教育的策略
作者：陈亚萍

随班就读让特殊教育融入普通课堂
作者：张海娟

基于PBL教学法的小学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作者：宋肖依

基于学习迁移的实验教学策略
作者：曹戈瑶

初中历史“课堂探究”的教学策略
作者：吴松钦

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读者意识的培养
作者：陈逸辉

农村薄弱初中七年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现状调查研究
作者：王承清

调整自我角色 提升家访效能
作者：赵　雄

瑞吉欧艺术工作坊及对幼儿艺术教育的启示
作者：裴晓菲

主管/主办：广西教育学会

出　　版：基础教育研究杂志社

地　　址：广西南宁市竹溪大道69号

邮政编码：530021

电　　话：（0771）5815231 5815393

电子邮箱：jcjyyj@gxedu.gov.cn

印　　刷：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发　　行：广西邮政书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2-3275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5-1094/G4

邮发代号：48-180



主管／主办　广西教育学会

出版　基础教育研究杂志社

编委会

主　任　林　宁

副主任　旷　乾　何世明

委　员　刘　冰　黄艳兰

　　　　黄永和　刘　红

　　　　潘建敏　彭春华　

　　　　姚进宏　梁桂华

社　长　旷　乾

总　编　何世明

副社长　黄永和

执行副总编　刘　红

副总编　潘建敏

发行一部主任　刘　策

发行二部主任　张代强

地　　 址　广西南宁市竹溪大道69号

邮政编码　530021

电　　 话　（0771） 5815231　5815393  

电子邮箱　jcjyyj@gxedu.gov.cn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2-3275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5-1094/G4

定　　 价　9.00元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1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for Yi Ethnic Group 

Children in Liangshan Primary School / Wu Hongqing，Tang Ankui

Strategies of Etiquette Education in Young Pioneers Activities / Chen Yaping

Learning in Regular Class Integrates Special Education into Ordinary Classroom

 / Zhang Haijua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BL Teaching Method i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Primary Schools / Song Xiaoyi

Experimental Teaching Strategies Based on Learning Transfer / Cao Geyao

“Classroom Inquiry”of Histroy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 Wu Songqin

 Cultivation of Readers’Consciousnes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Writing Teaching

 / Chen Yihui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the Students of 

Grade Seven in Rural Weak Junior Middle Schools / Wang Chengqing

Adjust Self-rol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Home Visits / Zhao Xiong

Inspiration from Reggio’s Art Workshop：Art Education Focus on Children / Pei Xiaofei

April 2021  No.8

Contents

（半月刊）



2021年4月·08 1

2021年4月 第08期
（总第558期） 录

◎ 前沿视角

凉山小学对彝族儿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现状调查 ………… 吴虹庆 唐安奎（3）
◎ 德育论坛

在少先队活动中开展礼仪教育的策略 …………………………………………… 陈亚萍（6）
论《学记》的教育思想及其德育价值 …………………………………………… 周亦青（8）
◎ 决策参考

社区开展青少年校外教育的意义 ………………………………………………… 崔 晴（10）
随班就读让特殊教育融入普通课堂 ……………………………………………… 张海娟（12）
◎ 教师发展

“三位一体”推进教师队伍建设 ………………………………………………… 吕荣法（14）
◎ 教改研究

小学语文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和启示 …………………………………………… 芮翎译（16）
小学数学课堂观察策略与观察量表的设计 ……………………………………… 佘泽明（18）
指向思维品质发展的小学英语教学策略 ………………………………………… 汤丽君（20）
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立德树人理念树立策略 ……………………………………… 王 艳（22）
基于生命教育理念的中学地理教学 …………………………………… 邓楚雄 钟 倩（24）
基于PBL教学法的小学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 宋肖依（26）
基于学习迁移的实验教学策略 …………………………………………………… 曹戈瑶（29）
基于首要教学原理的初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设计 …………………… 张 甜 刘长征（32）
◎ 学科探索

基于“教学做合一”理念落实语文要素 ………………………………………… 李杰芳（35）
小学支架式习作样例的应用 ……………………………………………………… 李建华（37）
聚焦说理，培养学生“三说三问” ……………………………………………… 吴丽英（39）
农村初中英语词汇教学策略探析 ………………………………………………… 韩 梅（41）
提升初中生英语阅读能力的策略 ………………………………………………… 肖财英（43）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生活对接切点选择 ………………………………………… 陈和永（45）

JICHU JIAOYU YANJIJICHU JIAOYU YANJIUU

目



JICHU JIAOYU YANJIU·2

核心素养视域下“生本课堂”的构建策略 ……………………………………… 吴 娟（47）
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初中物理教学策略 ………………………………………… 郑文泽（49）
初中历史“课堂探究”的教学策略 ……………………………………………… 吴松钦（51）
发展高中生生物学核心素养的教学策略 ………………………………………… 卢文君（53）
微课在初中信息技术课堂中的应用 ……………………………………………… 陆柳清（55）
逆向设计视域下的信息技术教学设计 …………………………………………… 谈海亚（57）
初中体育课中的个性化教学 ……………………………………………………… 栾炳斌（59）
◎ 教材教法

教材中语文要素的应用探究 ……………………………………………………… 胡 婷（61）
七年级教材中文言文教法探究 …………………………………………………… 周国粉（63）
情境化策略在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 ……………………………………………… 李 刚（65）
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读者意识的培养 …………………………………………… 陈逸辉（67）
凸现情趣和理趣，让阅读感受更丰满 …………………………………………… 邹柳芸（69）
小学数学体验式教学策略 ………………………………………………………… 钟旭光（71）
算法多样化的优化策略 …………………………………………………………… 顾志增（73）
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研究 ………………………………………………………… 何苗苗（75）
小学英语单元复习课优化教学策略 ……………………………………………… 陈梓妍（77）
◎ 心理探索

农村薄弱初中七年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现状调查研究 ………………………… 王承清（79）
◎ 管理智慧

调整自我角色 提升家访效能 …………………………………………………… 赵 雄（82）
◎ 学前教育

从《爱弥儿》看卢梭的儿童美育思想 …………………………………………… 李雅文（84）
瑞吉欧艺术工作坊及对幼儿艺术教育的启示 …………………………………… 裴晓菲（86）
幼儿劳动教育活动体系的建构探析 ……………………………………………… 王 虹（89）
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的策略 ……………………………………………………… 魏海英（91）
刍议幼儿园体验式生活场景的有效创设 ………………………………………… 吴爱冰（93）
加强幼儿游戏教学的有效策略 …………………………………………………… 赖牡丹（95）
混班契机下促进幼儿的交往策略 ………………………………………………… 范燕梅（97）
沙资源在大班区域游戏中的智慧运用 ………………………………… 周 洁 周利华（99）


	1lxx2021年基础教育4下_付印
	2xy 2021年基础教育4下_印刷
	3zhf2021年基础教育4下_印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