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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所在部门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发行日

期 
字数 

1 郭艳芹 学前教育系 作品母子“大作战” 山西教育（幼教） 201810 1834 

2 李春芳 学前教育系 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材料投放策略研究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05 3851 

3 李晋刚 学前教育系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学前教育史”课

程教学改革探析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1807 5043 

4 李颖 学前教育系 教育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02 4386 

5 孟丽美 学前教育系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思考 西部素质教育 201811 4335 

6 牛丽萍 学前教育系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课程设置研究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1810 7299 

7 牛丽萍 学前教育系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流失问题及应对措

施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08 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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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牛丽萍 学前教育系 幼儿园安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思路探究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03 4126 

9 牛丽萍 学前教育系 普惠教育视角下民办幼儿园发展路径研究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06 3319 

10 赵娟娟 学前教育系 南朝诗歌的写“影”风气分析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809 3890 

11 柴娟 艺术系 
《关于高职学前教育钢琴教学改革的一些

思考》 
北方音乐 201804 5330 

12 柴娟 艺术系 
《肖邦<f小调钢琴协奏曲>艺术特点及演

奏分析》 
北方音乐 201805 5495 

13 柴娟 艺术系 
《视唱练耳在幼师高专钢琴教学中的运

用》 
艺术教育 201806 4183 

14 董姣 艺术系 有关学前声乐教学的诸多分析 北方音乐 201810 1992 

15 杜珊珊 艺术系 
«探讨审视教育改革背景下怎样进行高校

舞蹈教育» 
戏剧之家 201808 2802 

16 高琴琴 艺术系 谈学前声乐歌唱基本技能的培养 北方音乐 201802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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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焦亚旭 艺术系 非遗舞蹈课堂化路径初探 戏剧之家 201808 4330 

18 平莉 艺术系 
«把握专业领域,翻转教学模式—论学前教

育专业钢琴技能课课堂教学创新» 
戏剧之家 201806 5638 

19 平莉 艺术系 论音乐教育中音乐性与技术性的辩证关系 北方音乐 201808 5284 

20 王颖 艺术系 
基于节奏感培养的幼儿舞蹈教学模式革新

思路 
艺术教育 201802 3955 

21 王颖 艺术系 
浅谈幼儿舞蹈创编中儿童绘本元素的渗透

路径 
北方音乐 201802 2066 

22 王颖 艺术系 当前幼儿舞蹈创编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分析 戏剧之家 201802 2036 

23 王颖 艺术系 基于情景教学法的幼儿舞蹈教学模式研究 北方音乐 201802 1874 

24 张洁 艺术系 声乐演唱中的情感表达与演唱技巧 北方音乐 201806 2059 

25 张洁 艺术系 声乐教学中多元化教学模式的策略探讨 北方音乐 201801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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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郭专云 语言文学系 
“一带一路”背景下英语教学的改革创新

研究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805 6177 

27 黄香 语言文学系 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赏析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09 5178 

28 李娜 语言文学系 见证成长的足迹 山西教育 201802 533 

29 李云红 语言文学系 
跨文化语境下高职英语教学中加强英美文

化的理解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08 5732 

30 连荣 语言文学系 学前英语绘本剧创作原则与表演策略研究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11 5331 

31 连荣 语言文学系 
“全语言”理论指导学前自制英语绘本教

学的实践研究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12 4847 

32 连荣 语言文学系 
学前儿童英语绘本阅读教学现状及原因分

析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808 3753 

33 梁运峰 语言文学系 农村幼儿膳食营养问题调查及解决机制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12 6069 

34 刘军霞 语言文学系 
时光倒流的女孩中莉兹的成长之旅   —

从成长小说的视角解读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11 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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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军霞 语言文学系 
异化中的回归—论推销员之死中比夫的成

长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10 4092 

36 王学瑞 语言文学系 
罗尔德·达尔的理性英国儿童教育观--以

新龟兔赛跑为例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1807 7597 

37 薛俊霞 语言文学系 亘古—诗林黛玉 文化学刊 201809 7157 

38 薛俊霞 语言文学系 青青河畔草诗旨“守”与“独”探析 黑河学院学报 201810 6965 

39 姚彤 语言文学系 幼儿早期阅读现状分析及对策 科教导刊 201811 5198 

40 张芳红 语言文学系 国内高职英语语法教学研究文献综述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810 4897 

41 张丽 语言文学系 试论英语教学中人文知识的渗透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805 5770 

42 张翔升 语言文学系 科学指导幼儿语言学习与发展 山西教育 201809 3600 

43 张颖 语言文学系 浅议亦舒小说作品的翻译价值和适译性 文教资料 201808 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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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张颖 语言文学系 
刘若愚与许渊冲翻译策略的选择对比—以

李商隐诗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为例 
文化学刊 201810 7548 

45 刘文芳 美术系 《花鸟作品组画》作品 大众文艺 201805 作品 

46 罗家瑞 美术系 浅析海报中的光影表现 艺术科技 201803 2473 

47 马敏娟 美术系 
论运用微格教学提升学前美术师范生的教

学技能 
艺术科技 201808 2457 

48 王绍霞 美术系 论中国画的空间意境 艺术科技 201803 2362 

49 杨二斌 美术系 
晋卫恒《四体书势》“字势”论述未周辩

——兼论“古文”“籀篆”观念认知问题 
中国书法 201803 8350 

50 杨二斌 美术系 
“章程书”：一个“特指”的书体及其相

关问题 
中华书画家 201801 10798 

51 张梦莎 美术系 增强现实技术在儿童教育中的应用 艺术科技 201803 2603 

52 赵婕雯 美术系 绘画中的线—线于画面情感表现的探究 艺术科技 201803 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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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朱旭华 美术系 幼儿园行为观察室墙饰的构建方法之我见 艺术科技 201804 3157 

54 范文明 基础教学部 “概论”课程项目教学法的实践与思考 辽宁高职学报 201801 6463 

55 郝新莲 基础教学部 
试论信息化环境下幼儿教师信息素养现状

及培养策略研究 
中国民族博览 201810 3272 

56 郝新莲 基础教学部 大数据时代下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201812 2604 

57 李鹏 基础教学部 浅析青少年足球兴趣爱好的培养 青少年体育 201803 4158 

58 王佩珍 基础教学部 
浅议青少年体育教育中人文思想融入的新

方法 
青少年体育 201806 3739 

59 杨张伟 基础教学部 
高校健美操教师教学能力评价体系构建方

法研究 
当代体育科技 201811 3565 

60 张博谦 基础教学部 
浅析做好幼儿体育教育践行素质教育的几

个着力点 
青少年体育 201803 3757 

61 
张君法，

李红霞 
基础教学部 

新形势下影响高职女大学生政治信仰因素

初探 
教书育人 201810 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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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赵秀龙 基础教学部 
新时期大学生心理特点与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研究 
教育科学 201811 2000 

63 阴肖娟 教务处 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中的审美价值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10 5194 

64 阴肖娟 教务处 论安徒生海的女儿的女性主义诗学观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11 4046 

65 张洁 教务处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实习压力源及应对

方式的分析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808 10756 

66 张洁 教务处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社会支持对职业

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812 10297 

67 邓海虹 办公室 
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中记录单的功能应用

研究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04 5312 

68 姬国红 办公室 
新高校会计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影响探

析 
现代经济信息 201803 2189 

69 谢小辉 党委工作部 
构建三年制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

程体系的实践与探究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09 6956 

70 谢小辉 党委工作部 
任务驱动下的《幼儿教师口语教学模式研

究》 
课程教育研究 201812 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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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王丽霞 图书馆 
论如何发展高职图书馆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作用 
课程教育研究 201808 4205 

72 董赛霞 幼专幼儿园 细数幼儿园里的小幸福 山西教育（幼教） 201805 2240 

73 董赛霞 幼专幼儿园 指导区域游戏需苦练内功 中国教育报 201811 2600 

74 范亚静 幼专幼儿园 期望孩子成为的样子 山西教育 201808 1632 

75 任姣娟 幼专幼儿园 儿童创意故事小猪的一天 山西幼教 201802 450 

76 任姣娟 幼专幼儿园 绘本创意美术活动爸爸的围巾 山西幼教 201803 3000 

77 任姣娟 幼专幼儿园 图画书进行美术创意活动的思考 
学习报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

主办 学习报社编辑出版 
201803 800 

78 赵静 幼专幼儿园 欢迎客人到我家案例观察及分析 山西教育 201809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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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所在部门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

间 

总字数

（千字） 

本人 

字数 

著作类

别 
编著形式 

1 梁琦 语言文学系 古河东地域文化述略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803 200 200 专著 独立 

2 连荣 语言文学系 
学前儿童英语教学理论与

实践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808 350 350 专著 独立 

3 张洁 艺术系 音乐教学理论与改革探索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801 350 120 合著 
与校外合作

第二作者 

4 
薛洁茹 

乔琦 
艺术系 学前儿童歌曲演唱教程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808 300 150 教材 校内合编 

5 王少华 教务处 学前儿童游戏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803 340 67 教材 第二副主编 

6 王少华 教务处 幼儿游戏理论与实践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808 280 79 教材 参编 

7 邓海虹 办公室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805 295 21 教材 参编 

8 梁运峰 语言文学系 学前卫生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805 300 40 教材 第四副主编 

9 张翔升 语言文学系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1805 29.5 25 教材 独立主编 

10 冯臻 美术系 硬笔楷体字书写作训练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04 19.5 19.5 教材 独立主编 

11 冯臻 美术系 毛笔字书写训练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05 13.9 13.9 教材 独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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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彩霞 学前教育系 中外学前教育史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805 440 40 教材 第二副主编 

13 李晋刚 学前教育系 中外学前教育史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805 440 40 教材 第四副主编 

14 张彩霞 学前教育系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807 29.5 40 教材 参编 

15 张怡雷 学前教育系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807 29.5 40 教材 第一副主编 

16 赵利民 美术系 书法基础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808 235 10 教材 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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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所在部门 成果（作品）名称 组织单位 级别 

1 

张锋利 

段存乾 

王少华 

教务处 
“校·园合作共同体”架构下的学前教师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 介移风 艺术系 山西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艺术教育教科研论文 山西省教育厅 省级二等奖 

3 杜姗姗 艺术系 山西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教科研论文 山西省教育厅 省级三等奖 

4 杨二斌 美术系 
稽古与新证：新莽以降“古籀”观念的变迁及形体特征谫

论 
西泠印社 三等奖 

5 杨二斌 美术系 
论草书美的时空嬗变 

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论文 
山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6 成银丝 美术系 
合理利用潜在的教育环境 

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论文 
山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7 谢丹 美术系 
幼儿园教具制作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的创新 

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论文 
山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8 王淑明 科研中心 五小竞赛科研成果一等奖 运城市总工会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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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受理时间 专利授权时间 

1 段志勤 外观设计 地窖院烟灰缸 Zl201830020846.0 20180117 20180807 

2 段志勤 外观设计 关公 u盘 ZL201830020825.9 20180117 2018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