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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督办〔2016〕37 号 

 

 

关于公布 2016 年全市教育督导案例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 

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合肥市教育学

会督学责任区研究会《关于开展全市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

作案例评选活动的通知》（合政督办〔2016〕28 号）精神，合肥

市教育学会、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和市教育学会督

学责任区研究会共同组织有关专家，对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

门报送的参选督导案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评选，共评出一等奖

20 篇、二等奖 29 篇、三等奖 39 篇。 

希望获奖者再接再厉！全市各责任督学要勇于实践、勤于学

习、精于研究、善于总结，不断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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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市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案例 
评选获奖名单 

（同等次获奖不分先后排序） 

一等奖（20 篇） 

1.督导校园文化建设  提升学校办学品质………………… 瑶海区 王  巍 

2.多管齐下  解决难点问题…………………………………  瑶海区 黄笑蓉   

3.和风细雨化矛盾  细致耐心解难题……………………… 瑶海区 叶维取 

4.此有隐患谁之责?……………………………………  庐阳区  李  恒   

5.约请督导 “幸福”之行………………………………庐阳区  李  红   

6.有督 有导  有结果…………………………………  庐阳区 范成琪   

7.联动督导立权威  现场交流谋发展……………………蜀山区 程志高 

8.一个投诉电话引发的思考………………………………蜀山区 赵  龙   

9.深入课堂  开展扎实有效的挂牌督导活动 …………蜀山区 尹  欣   

10.撑起学生安全的立体“保护伞”……………………… 包河区 彭江龙   

11.菜园小天地  课程大文章………………………………包河区 陆春阳   

12.加强沟通  化解矛盾……………………………………包河区 余  琼   

13.从要求换老师到“千万别换老师”………………… 肥东县 王业义   

14.一起举报案件给督学工作带来的多重启示……………肥东县 陈 裴   

15.孩子受伤之后……………………………………………肥西县 卫  忠   

16.预防溺水重于泰山……………………………………庐江县 邢华平   

17.时刻关注学校课程的规范实施…………………………庐江县 汤连生 

18.为了学生的安全 防患于未然…………………………巢湖市 倪英科   

19.挂牌督导助推农村初中办成寄宿制学校………………巢湖市 徐传锁   

20.“督”“导”并重  消除学生安全监管“死角” ……巢湖市 周卫兵   

二等奖（29 篇） 

1.能否助我拔掉校园内的“钉子户”…………………… 瑶海区 潘国荣   

2.家长一个电话带来安全观念转化……………………… 瑶海区 祝建中   

3.深入学校实地  发现分析问题  细化整改到位………瑶海区 陆晓波   

4.教师成长不止步…………………………………………瑶海区 王恩禹   

5.擦亮招生工作温馨服务这把贴近老百姓的尺子………瑶海区 曹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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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安全督导 创建平安校园…………………………瑶海区 徐光年   

7.搭建督导平台  提升办园品质…………………………庐阳区 吴  玲 

8.“督”“导”结合  促“电子备课”有效实施 ………庐阳区 潘  燕   

9.督重在指导与促进………………………………………庐阳区 张进成   

10.一起消灭在萌芽状态下的漏气事件………庐阳区 崔  敏  朱  琍   

11.以督带促 推动学前教育均衡发展…………………蜀山区 陈  平   

12.一个“投诉电话”照见“督学责任”……………… 蜀山区 张晓斌 

13.敦促梳理 提炼亮点 分享经验 促进发展……………蜀山区 杨春风 

14.及时发现 及时沟通 及时解决……………蜀山区 程世明  赵  如 

15.开展协作观课议课 创新督导工作模式……………包河区 张庆生   

16.深入课堂观察   增进督导实效………………………包河区 查日义 

17.“一日督导”看学校大课间管理……………………包河区 方  华   

18.现场督导方法的灵活运用及两个案例的分析反思……肥东县 陈延春   

19.一次专题督导的枇杷情怀………………………………肥东县 王国祥   

20.督促与引导——架起学校与家长的一道桥梁 

…………………………………………………肥西县 蒋晓东  周基文 

21.参与学校评价  提升学校办学水平……………………肥西县 郭  星 

22.关注溺水事故  呵护学生生命………………长丰县 陆长胜  仇  林   

23.期盼《科学》教学的春天………………………………庐江县 高延敦 

24.民办学校督导须“促进”发展…………………………庐江县 佘长亚 

25.关注校园安全 为师生保驾护航………………………巢湖市 杭立新   

26.培养自主管理能力 促进和谐健康发展………………巢湖市 冯  敏   

27.真诚服务——责任督学就有为…………………………巢湖市 陈  靖   

28.对评课“走过场”现象的督导…………………………巢湖市 夏汇泉   

29.心存责任才能做好督导工作……………………………巢湖市 郭孙兵   

三等奖（39 篇） 

1.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瑶海区 应春潮   

2.教育督导促学校依法规范办学……………………………瑶海区 汤继珍 

3.服务瑶海教育 引导自主评价……………………………瑶海区 唐德胜   

4.规范办园行为 助推幼儿园健康发展……………………瑶海区 刘玲华   

5.科学精细化管理  促进食堂安全卫生工作………………瑶海区 唐  丽   

6.通小践行《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督导记……………瑶海区 张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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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督导进校园  心灵教育更多彩……………………………庐阳区 刘劲松 

8.加强教育督导 促进教师队伍建设……………………… 庐阳区 张湘和 

9.“督”有力  “导”有方  成“示范”…………………庐阳区 王金胜 

10.城乡结合部小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 庐阳区 吴克虎 

11.发挥教育督导职能  促进学校科学发展………………蜀山区 浦  玉   

12.走进高校附校 倾听心声 助力学校发展……………蜀山区 章蓓蓓   

13.学校的安全工作永远是第一……………………………蜀山区 吴保新 

14.学校应如何减少教育投诉………………………………包河区 范一明 

15.加大教育均衡发展力度 建立良好教育生态…………包河区 陆桂云 

16.让折翼的翅膀也能飞翔……………………新站区 王  东  孙永亮   

17.温情引导  当好“协调员”………………………… 新站区 张修楼   

18.有效沟通  搭建桥梁……………………………………高新区 王咏梅   

19.防患于未然……………………………………………经开区 甄元福 

20.督导案例纪实…………………………………………肥东县 陆元强 

21.校本课程建设与校长领导力培养 ……………………肥东县 郭为农   

22.校园安全  警钟常鸣 …………………………………肥东县 郑  浩   

23.学生课前被砸伤  家长校方好协商 …………………肥东县 秦家华   

24.这个问题只能“低调”督导…………………………肥西县  杨  军   

25.认真开展教育督导，扎实提高教学质量………………肥西县 郭  俊   

26.花儿与绿叶………………………………………………肥西县 方义红 

27.让学生学业负担更轻……………………………………肥西县 刘乐权   

28.督导工作案例及分析……………………………………长丰县 陶  乐 

29.同侪携手  防微杜渐……………………………………庐江县 许  文 

30.内涵发展是一个学校的“内功修炼”………………… 庐江县 周小龙   

31.倾听是促进家校和谐的前奏…………………………  庐江县 李晓琴 

32.督导初体验——在案例中成长…………………………巢湖市 张惠梅  

33.强化督学服务意识  助推教育均衡发展………………巢湖市 苏  展 

34.农村学校封闭管理之路…………………………… …巢湖市 何志强   

35.让美育在农村学校扎根…………………………………巢湖市 余荣平   

36.学生课间意外受伤 家长校方友好协商………………巢湖市 陈叔平   

37.推门听课……………………………………………    巢湖市 周  平   

38.责任督学助力素质教育示范学校创建迎评……………巢湖市 章恒平   

39.教师的考勤管理…………………………………………巢湖市 朱迎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