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上海市第三届民办幼儿园（所）教师“萌芽计划”项目课题》 

结题及获奖的通知 

 

由上海市民办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上海市托幼协会和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

学前教育专委会组织实施的《上海市第三届民办幼儿园（所）教师“萌芽计划”

项目课题》，经过一年研究与实践，49项立项课题已于 2019年 10月递交申请结

题报告。11月中下旬由协会和专委会组织专家评委对申请结题的 49项研究成果

进行独立评审打分、汇总评议，最后综合评定，同意 49 项课题全部结题，同时

评选出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二项，三等奖十项，并于 2019年 11 月 29日-12月 9

日在协会官网公示 10天，未收到异议。 

具体结题及获奖课题名单见以下附件： 

上海市第三届民办幼儿园（所）教师“萌芽计划”项目课题研究结题名单 

上海市第三届民办幼儿园（所）教师“萌芽计划”项目课题研究成果获奖名单 

 

                        

                                          上海市民办教育发展基金会 

上  海  市  托  幼  协  会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委会 

2019年 12 月 10日 

 

 

 

 

 

 



附件 1. 

上海市第三届民办幼儿园（所）教师“萌芽计划”项目课题研究 

结 题 名 单 
                                                                                                                                                           

序号 单    位 课 题 名 称 课题主持人 

1 上海黄浦区民办海贝儿托儿所 托班幼儿午睡焦虑的观察分析与指导策略研究 林芝君 

2 上海市黄浦区民办傅家街幼儿园 托班幼儿良好进餐习惯培养的实践研究 胡文俊 

3 上海黄浦区民办小骑士幼儿园 传统游戏的教育价值探索 倪冬艳 

4 上海黄浦区民办小骑士幼儿园 大班幼儿利用废旧材料自制玩具的实践研究 王耀慧 

5 上海徐汇区民办胡姬港湾新汇幼儿园 整合家长资源开展多元文化活动的实践研究 鲁娟娟 

6 上海徐汇区民办胡姬港湾幼儿园 
基于问题解决的大班数学集体活动设计与实施

的研究 
汪芳芳 

7 上海市民办东展幼儿园 基于儿童视角的数学个别化学习的实践研究 张蕾 

8 上海静安区申静幼稚园 
3~6 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家园共育指

导策略的研究 
毛燕珍 

9 上海市静安区民办育华幼儿园   主题活动背景下的“数学思维”操作包设计研究 胡敏 

10 上海静安区余姚托儿所   采取综合措施优化托儿所运动环境的研究 孙玲凤 

11 上海静安区诗意久幼稚园 
培养 2～3 岁幼儿初步的绘本阅读兴趣和能力的

实践研究 
邬朝霞 

12 上海市静安区灵博幼儿园 
基于 ECSTEM 教育理念下开展幼儿园个别化学习

的实践研究 
施婷婷 

13 上海静安区张家宅托儿所 托班幼儿早期阅读习惯培养策略研究 王绿萍 

14 上海静安区良清托儿所 
4-6 岁幼儿室内体育游戏的设计与组织实施的

实践研究 
姚妍菲 

15 上海静安区华业托儿所 
1.5 岁～3 岁婴幼儿良好情绪表达的养成及家教

指导的研究 
戴琼眉 

16 上海市静安区爱迪儿幼儿园 
开展室内外情景式运动-培养幼儿运动兴趣的实

践研究 
沈俊君 

17 上海市静安区好时光-大拇指幼儿园 
依托社会性体验活动促进大班幼儿同伴关系建

立的实践研究 
张玲玲 



 

 

18 上海普陀区咪咪幼儿园 
家园合作共育发展幼儿多元智能的教育实践研

究---- 家园教育指导手册的开发 
李燕 

19 上海新曹杨实验幼儿园 幼儿自理能力培养观念的代际差异调查研究 郑玲玲 

20 上海市虹口区运光托儿所 
促进 2-3 岁托儿所幼儿口语发展的生活化环境

创设的研究 
张福英 

21 上海市虹口区稚托中心 
基于托儿所 2-3 岁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生活

化环境创设的实践研究 
刘琪 

22 上海市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 
小班幼儿体育活动中运动量的智能监测和指导

策略的研究 

郝诗韵 

董晨 

23 上海杨浦区实验托儿所 
让孩子爱上粗粮——幼儿良好饮食习惯培养的

实践与研究 
叶伟英 

24 上海杨浦区延吉托儿所 
队伍建设中项目团队化对幼师心理健康促进的

策略研究 
郑晓玲 

25 上海杨浦区隆昌托儿所 有效促进父亲参加家园共育活动的实践研究 杨黎 

26 上海杨浦区双辽托儿所 
家园合作让 3-6岁幼儿学着“保护自己”的实践

研究 
李原芳 

27 上海儿童世界杨浦幼儿园 在师幼互动中促进幼儿思维发展的实践研究 边晓敏 

28 上海杨浦区国和托儿所 幼儿户外区域活动材料有效利用的实践研究 曾露 

29 上海市闵行好时光金拇指幼儿园 
培养中班幼儿学习使用筷子的系列活动的开发

与研究 
李守燕 

30 上海市金汇实验幼儿园 基于幼儿自主性发展的大活动建构与实践研究 李萍 

31 上海宝山区实验幼稚园 家长助学团：幼儿园家园社合作共育的实践研究 英慧娟 

32 上海市宝山区大华博士娃幼儿园 
蒙台梭利教育思想下的家园共育活动的实践 

研究 
林芝 

33 上海宝山区叮咚幼稚园 民办幼稚园师资培训有效性的策略研究 张新勤 

34 上海宝山区好时光-小拇指幼儿园            
大班幼儿德育中开展体验式国文表演游戏活动

的实践研究 
徐冬霞 

35 上海市宝山区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幼儿园新生家长对孩子入园态度的调查研究 陈美玲 

36 上海市宝山区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小班幼儿体悟式亲子绘本阅读中家长指导策略

实践研究 
王虹 



 

 

 

 

 

 

 

 

37 上海协和南苑幼儿园 
P4C 儿童哲学活动中幼儿话语能力发展的实践

研究 
陈萍 

38 上海协和南苑幼儿园 P4C活动中大班幼儿人际交往策略的实践研究 郭晓霞 

39 上海民办胡姬港湾幼儿园 家园合作实践公德心教育的实践研究 赖秋吉 

40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胡姬港湾松林幼儿园 亲子阅读提升中班幼儿阅读能力的策略研究 卞小翠 

41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办建业大地幼儿园 
关于幼儿初步感悟南北地域风俗差异的实践 

研究 
孙巧娜 

42 上海金山区天童幼儿园   低结构材料在小班区域活动中的开发与应用 邬彩红 

43 上海金山区博美幼儿园 幼儿品格教育的实践研究 吴双 

44  上海私立蒙特梭利幼儿园 蒙特梭利幼儿园“爱心小社会”实践活动 周逐燕 

45 上海奉贤区东森毓美幼儿园 
多元视野下的幼儿园美术特色活动建设的实践

研究 
唐林华 

46 上海奉贤区东森毓美幼儿园 家园互动开展幼儿园美术活动的策略研究 马琳 

47 上海奉贤好时光幼儿园 
运用多媒体信息手段提升幼儿园教研组团队文

化建设的实践研究 
牛红梅 

48 上海奉贤好时光幼儿园 
多元化阅读活动中培养大班幼儿早期阅读能力

的实践研究 
陈群 

49 上海帕丁顿外国语幼儿园 
在“一物多玩”中发展中班幼儿基本运动能力的

实践研究 
陈春霞 



附件 2. 

上海市第三届民办幼儿园（所）教师“萌芽计划”项目课题研究成果 
 

获 奖 名 单 
 
                                                        

 

 

序号 单    位 课 题 名 称 课题主持人 获奖等第 

1 上海市金汇实验幼儿园 
基于幼儿自主性发展的大活动建构

与实践研究 
李萍 一等奖 

2 上海杨浦区延吉托儿所 
队伍建设中项目团队化对幼师心理

健康促进的策略研究 
郑晓玲 二等奖 

3 上海奉贤区东森毓美幼儿园 
多元视野下的幼儿园美术特色活动

建设的实践研究 
唐林华 二等奖 

4 上海儿童世界杨浦幼儿园 
在师幼互动中促进幼儿思维发展的

实践研究 
边晓敏 三等奖 

5 上海杨浦区实验托儿所 
让孩子爱上粗粮——幼儿良好饮食

习惯培养的实践与研究 
叶伟英 三等奖 

6 上海市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 
小班幼儿体育活动中运动量的智能

监测和指导策略的研究 

郝诗韵 

董晨 
三等奖 

7 上海杨浦区国和托儿所 
幼儿户外区域活动材料有效利用的

实践研究 
曾露 三等奖 

8 上海普陀区咪咪幼儿园 

家园合作共育发展幼儿多元智能的

教育实践研究---- 家园教育指导

手册的开发 

李燕 三等奖 

9 上海宝山区好时光-小拇指幼儿园            
大班幼儿德育中开展体验式国文表

演游戏活动的实践研究 
徐冬霞 三等奖 

10 上海市宝山区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小班幼儿体悟式亲子绘本阅读中家

长指导策略实践研究 
王虹 三等奖 

11 上海民办胡姬港湾幼儿园 
家园合作实践公德心教育的实践 

研究 
赖秋吉 三等奖 

12 上海市民办东展幼儿园 
基于儿童视角的数学个别化学习的

实践研究 
张蕾 三等奖 

13 上海协和南苑幼儿园 
P4C 活动中大班幼儿人际交往策略

的实践研究 
郭晓霞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