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20 年教育督导案例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市属学校： 

根据合肥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全市中小学幼儿园责任督学挂

牌督导工作案例评选的通知》精神，合肥市教育局组织有关专家，

对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报送的督导案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

评选，共评出一等奖 21 篇、二等奖 22 篇、三等奖 33 篇。 

希望获奖者再接再厉！全市各责任督学在新形势下，要勤于

学习、勇于实践、精于研究、善于总结，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深入推进中小学校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 

 

附件：2020 年教育督导案例评选获奖名单 

 

合肥市教育局 

202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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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教育督导案例评选获奖名单 

 
一等奖 

1. 照亮每一个孩子的人生                              巢湖市 朱迎兵 

2. 基于哲学视角  化解家校矛盾 包河区 王明云 

3. 深入调查多取证  真诚沟通化矛盾          肥西县 卫  忠 

4. 家校和谐不在我   家校和谐必有我 庐江县 张贵林 

5. 
督学“发力”  学校“借力”   关注需求让挂牌督导受欢

迎 
庐阳区 李  红 

6. 细处入手查安全   确保督导见成效 庐阳区 王桂英 

7. 督导出新招   助力线上教 巢湖市 徐传锁 

8. “金寨南路不能堵！” 肥西县 杨   军 

9. 深入督导   帮企事业幼儿园解忧 庐阳区 刘翠云 

10. 
如何在家长投诉与保护教师之间寻找平衡点  这是个问

题 
瑶海区 叶维取 

11. 如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长丰县 陈明彩 

12. 挂牌督导 责任督学主动担责 包河区 王鹏芹 

13. 责任督学架桥梁    学生伤害处妥当 肥东县 陆元强 

14. 发挥责任督学作用   助力教育安全优质发展 高新区 莫道龙 

15. 同呼吸    共抗“疫” 蜀山区 曹光学 

16. 督学无小事    事事为教育 肥东县 张宇汉 

17. “一位顽皮孩子”引发的家校矛盾调解及思考 经开区 何任荣 

18. 用心督导 方得实效   庐江县 夏立玉 

19. 践行劳动教育打造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家园 蜀山区 赵   龙 

20. 
兼顾情理法  及时解纷争 
——从“两颗门牙”引起的投诉说起 

瑶海区 潘国荣 

21. 因势利导 推波助澜促发展 长丰县 甄茂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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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1. 
细观察严把关   助力规范办园——小厨房带来的大思

考 
庐阳区 董  红 

2. 发挥督学之责   助力园所科学抗疫 庐阳区 王  萍 

3. 让家委会真正成为家校共育的促进者 包河区 刘  云 

4. 助力教师专业成长  提高教学质量 肥东县 吴胜伟 

5. 注重课堂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 肥东县 宋新林 

6. 督学为校长查缺补漏   为学校发展保驾护航 长丰县 陶   乐 

7. “督”具慧眼   “督”善思考 肥东县 庞正华 

8. 遇到老师不愿当班主任之后    肥东县 王业义 

9. 能督善导   解难助力 高新区 尚其华 

10. 真诚服务   努力当好家校联系的桥梁 经开区 
甄元福 
徐世奎 

11. 安 全 在 路 上 庐江县 姚和玉 

12. 特殊的时期   同样的守护      庐阳区 姚洪玲 

13. 科学课上的意外  蜀山区 章  娣 

14. 关注园所所需   助力园所发展 新站区 姜  梅 

15. 深入一线督导   化解家校矛盾 瑶海区 
史建高 
岳  超 

16. 强化责任意识   规范资产管理 包河区 余  琼 

17. 家长微信群吐槽非小事 蜀山区 陈道银 

18. 细微之处   彰显督导之需 蜀山区 王义峰 

19. 如何看待惩戒教育 包河区 方  华 

20. 疫情之下  督学助力   错峰接送保平安 肥东县 付  晓 

21. 为家长服务   为政府分忧   高新区 孙自俊 

22. 变“督”为“帮”     变“导”为“服” 经开区 刘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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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1. 问题导向   真督实导   构建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 庐江县 张世清 

2. 架设家长和教师之间桥梁    构建和谐的家校关系 庐江县 卜辉勤 

3. “五育”并举   全面发展素质教育 庐阳区 刘劲松 

4. 9 月 13 日的孩子能入学吗？ 庐阳区 崔  敏 

5. 杜绝小学化   让游戏点亮孩子快乐的童年 庐阳区 方  艳 

6. 记一次责任区园长来电咨询 庐阳区 卫  兰 

7. 开展体美劳素质教育   培养社会服务型人才 蜀山区 程世明 

8. 城区（以蜀山区为例）幼儿园家园共育现状调查综述 蜀山区 裴文云 

9. 规范体育课教学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蜀山区 吴保新 

10. 疫情防控无小事    督导细微抓落实 新站区 杨  勇 

11. 
化危机为契机   促生良性“蝴蝶效应”  
——记一次“投诉”风波 

瑶海区 杨苗苗 

12. 增强督导实效   确保门前平安 瑶海区 刘玲华 

13. 关于成立“责任区教科研联盟”案例分析 瑶海区 孙 勇 

14. 安全无小事   做一个合格的责任督学 瑶海区 黄笑蓉 

15. 让丰富的社会资源成为孩子们更广阔的课堂 瑶海区 刘大平 

16. 主动担当   真诚服务 长丰县 邓先扬 

17. 真督实导   助力民办园顺利复学 长丰县 王昌平 

18. 构建高品质校园文化  提升学校品位 长丰县 戴恒金 

19. 对标对表寻找差距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长丰县 仇 林 

20. 履行督学职责   助推疫情防控 长丰县 陆长胜 

21. 督导促转变   教学展活力 长丰县 姚德鲁 

22. 
孩子   愿你的天空出现一道彩虹 
——帮扶残障儿童引发社会融入的思考 

瑶海区 王恩禹 

23. 防范校园欺凌   共建和谐校园 包河区 张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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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养成教育 高新区 舒付山 

25. 发挥督导服务职能    助力学校和谐发展 蜀山区 王吴玲 

26. 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不容忽视 瑶海区 唐  丽 

27. 依法督导实践例谈 包河区 陆春阳 

28. 发挥督学在家校沟通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肥东县 万文锦 

29. 关注儿童心理   让每一朵花儿灿烂     庐江县 李晓琴 

30. 善思考  多实践  迎接后疫情时代新挑战 庐江县 张年虎 

31. 丰富教学形式   优化教学资源 包河区 查日义 

32. 爱——开启心智的钥匙 巢湖市 曾  静 

33. 让农村幼儿园结构游戏材料配备与投放更有效 巢湖市 鲁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