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中小学英语教学专项研究课题名单

序号 学段 项目编号 所属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单位 课题类型

1 小学 GDJY-2022-A-yyb1 省直属
新课标指引下“以图释文”的小学英语校本
资源建设及开发研究

龚敏莉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般课题

2 小学 GDJY-2022-A-yyb2 省直属
基于小学英语思维可视化作业设计提升小学
生思维品质的研究

王福华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广州大学城小
学

一般课题

3 小学 GDJY-2022-A-yyb3 广州市
核心素养视域下提升学生思维品质的小学英
语阅读教学研究

卢锦 广州市南沙区榄核小学 一般课题

4 小学 GDJY-2022-A-yyb4 广州市
“双减”背景下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
的小学英语单元作业设计与实施研究

文朝晖 广州市白云区教育研究院 一般课题

5 小学 GDJY-2022-A-yyb5 深圳市
基于数据的小学中高段英语课外作业设计的
实践研究

孙艳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6 小学 GDJY-2022-A-yyb6 深圳市
区域小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与动机的激发与保
持策略研究

董立鹏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7 小学 GDJY-2022-A-yyb7 珠海市
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小学英语单元整体
教学区域发展研究

邱智平 珠海市香洲区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8 小学 GDJY-2022-A-yyb8 汕头市
小学英语作业优化设计路径探究——基于“
双减”政策和素养导向的视角

方玉华 汕头市龙湖区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9 小学 GDJY-2022-A-yyb9 佛山市
区域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作业设计实践研
究

刘素芳 佛山市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10 小学 GDJY-2022-A-yyb10 佛山市
小学英语课堂教学融入社会情感学习策略与
实践研究

梁静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一般课题

11 小学 GDJY-2022-A-yyb11 韶关市
基于深度学习的小学英语迁移创新任务活动
设计与实践研究

王慧蓉 韶关市浈江区碧桂园外国语学校 一般课题

12 小学 GDJY-2022-A-yyb12 河源市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作业设计与
评价研究

刘国卿 河源市龙川县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13 小学 GDJY-2022-A-yyb13 河源市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
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罗丽金 河源市源城区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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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小学 GDJY-2022-A-yyb14 梅州市
互联网环境下山区小学英语阅读教学资源开
发与应用研究

刘海春 梅州市五华县水寨镇中心小学 一般课题

15 小学 GDJY-2022-A-yyb15 惠州市
新课标下以配图作业激发小学生英语写作兴
趣的研究

邓文辉 惠州仲恺高新区第四小学 一般课题

16 小学 GDJY-2022-A-yyb16 惠州市
利用英语绘本提高小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实
践研究

陈伴娇 惠州市博罗县园洲中心小学 一般课题

17 小学 GDJY-2022-A-yyb17 汕尾市
“双减”背景下小学英语作业优化设计的研
究

余少华 陆河县河田镇河南小学 一般课题

18 小学 GDJY-2022-A-yyb18 东莞市
核心素养要素融合发展的小学英语纵横阅读
教学策略研究

李荣华 东莞市大岭山镇教育管理中心 一般课题

19 小学 GDJY-2022-A-yyb19 东莞市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英语教学评价研究 谢纯财 东莞市常平镇中心小学 一般课题

20 小学 GDJY-2022-A-yyb20 中山市 小学英语阅读教学中读写结合的实践研究 陈尔琪 中山市南头三鑫学校 一般课题

21 小学 GDJY-2022-A-yyb21 江门市
主题引领下的小学英语分层作业设计策略与
案例研究

李梦西 江门市开平市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22 小学 GDJY-2022-A-yyb22 阳江市 基于PEP教材的单元整体评价活动设计的研究 蔡冬梅 阳江市阳东正雅小学 一般课题

23 小学 GDJY-2022-A-yyb23 湛江市
基于学习共同体视角下的小学英语学习任务
活动设计与实施研究

戚广夏 湛江市第八小学 一般课题

24 小学 GDJY-2022-A-yyb24 茂名市 在新课标视域下小学英语多模态教学的研究 祝叶 茂名市祥和中学附属小学 一般课题

25 小学 GDJY-2022-A-yyb25 肇庆市
核心素养视域下单元整体词汇作业优化设计
的实践研究

陆梅红 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一般课题

26 小学 GDJY-2022-A-yyb26 清远市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主题阅读教
学实践研究

张惠燕 英德市英城街中心小学 一般课题

27 小学 GDJY-2022-A-yyb27 潮州市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小学英语“教-学-评”一
体化实施策略研究

陈燕宏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彩塘小学 一般课题

28 小学 GDJY-2022-A-yyb28 揭阳市 潮汕文化与小学英语课堂融合的实践研究 梁芬 揭阳市榕城区红旗小学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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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小学 GDJY-2022-A-yyb29 云浮市 微课在山区小学英语课程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陈冬梅 罗定第一小学 一般课题

30 小学 GDJY-2022-A-yyb30 云浮市
“双减”背景下单元整体作业设计的研究与
实践

梁灵凤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凤凰小学 一般课题

31 初中 GDJY-2022-A-yyb31 省直属 “双减”背景下初中英语作业设计与优化 邓雅荻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般课题

32 初中 GDJY-2022-A-yyb32 省直属
模态顺序对不同认知风格初中生词汇习得的
影响

林佳妮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 一般课题

33 初中 GDJY-2022-A-yyb33 广州市
聚焦单元整体教学的中学英语联动教研行动
研究

张志梅 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发展研究院 一般课题

34 初中 GDJY-2022-A-yyb34 广州市
单元整体教学视阈下的初中英语作业优化设
计研究

陈迪 广州市天河中学 一般课题

35 初中 GDJY-2022-A-yyb35 深圳市
学科核心素养视域下的初中英语单元整体教
学实践研究

陈锦香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36 初中 GDJY-2022-A-yyb36 深圳市
基于课程思政理念，提升初中生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的实践研究

赵昱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中学 一般课题

37 初中 GDJY-2022-A-yyb37 珠海市
核心素养下小初衔接英语课外分级阅读的实
践研究

李丽娟 珠海市金湾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一般课题

38 初中 GDJY-2022-A-yyb38 汕头市
“双减”背景下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评价的行
动研究

张爱妙 汕头市潮阳区东内学校 一般课题

39 初中 GDJY-2022-A-yyb39 汕头市
基于思维品质培养的初中英语课外阅读教学
实践与研究

杨岱 汕头市金平区私立广厦学校 一般课题

40 初中 GDJY-2022-A-yyb40 佛山市
主题意义视阈下初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的项
目式学习行动研究

关敬章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41 初中 GDJY-2022-A-yyb41 佛山市
初中英语“以读促写”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与
实施的研究

卢静仪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一般课题

42 初中 GDJY-2022-A-yyb42 韶关市 初中英语多模态以读促写教学的实践研究 周惠红 韶关市武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43 初中 GDJY-2022-A-yyb43 韶关市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初中英语单元整体阅
读教学的实践研究

罗红玉 韶关市韶钢实验学校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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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初中 GDJY-2022-A-yyb44 河源市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英语单元整体课后作业
设计实践研究

叶瑞芬 和平县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45 初中 GDJY-2022-A-yyb45 河源市
核心素养导向下阅读圈在初中阅读教学中的
实践研究

黄伟雄 河源东岸学校 一般课题

46 初中 GDJY-2022-A-yyb46 惠州市
基于初中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整体教
学设计策略研究

严健兴 惠州市合生实验学校 一般课题

47 初中 GDJY-2022-A-yyb47 汕尾市
新课标下提升欠发达地区初中生英语听说能
力的实践研究

陈国政 汕尾市陆丰市东海中学 一般课题

48 初中 GDJY-2022-A-yyb48 东莞市
基于SMART原则的初中英语单元作业设计策略
研究

张小燕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一般课题

49 初中 GDJY-2022-A-yyb49 中山市
核心素养要素融合发展视域下指向思维品质
培养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实践研究

陈祺锋 中山市东区松苑中学 一般课题

50 初中 GDJY-2022-A-yyb50 江门市 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深度融合研究与实践 胡绮娜 开平市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51 初中 GDJY-2022-A-yyb51 江门市
单元整体教学视域下初中英语“教-学-评”
一体化教学设计研究

李晓红 江门市怡福中学 一般课题

52 初中 GDJY-2022-A-yyb52 阳江市 提升初中学生英语阅读素养的路径研究 陈俏灵
阳江市阳东区红丰镇塘围初级中
学

一般课题

53 初中 GDJY-2022-A-yyb53 湛江市
“双减”背景下基于单元主题的初中语拓展
型作业设计研究

戴海清 湛江市坡头区麻斜中学 一般课题

54 初中 GDJY-2022-A-yyb54 湛江市
大观念下基于主题范畴的初中英语单元整体
教学的实践研究

陈川 湛江市霞山区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55 初中 GDJY-2022-A-yyb55 茂名市
基于主题意义建构“三动四性”的初中英语
听说教学模式

叶小乔 茂名市祥和中学 一般课题

56 初中 GDJY-2022-A-yyb56 肇庆市 班级环境对初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研究 唐明荣 怀集县诗洞镇初级中学 一般课题

57 初中 GDJY-2022-A-yyb57 清远市
山区初中英语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实践研
究

陈雪芬 广东省阳山县阳山中学 一般课题

58 初中 GDJY-2022-A-yyb58 潮州市
基于六要素整合活动观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
实践研究

苏丽霞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教师发展中
心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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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初中 GDJY-2022-A-yyb59 揭阳市
核心素养背景下运用多元智能思维指导初中
英语阅读教学的研究

郭伟群 揭西县棉湖第二中学 一般课题

60 初中 GDJY-2022-A-yyb60 云浮市
乡镇中学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与动机的激发与
保持策略研究

彭剑萍 云浮市云城区河口中学 一般课题

61 高中 GDJY-2022-A-yyb61 广州市
单元主题项目式学习促进高中英语深度学习
的应用研究

陈皓曦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一般课题

62 高中 GDJY-2022-A-yyb62 广州市
深度学习视角下促进初高中英语教学衔接的
阅读教学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研究

吴君毅 广州市真光中学 一般课题

63 高中 GDJY-2022-A-yyb63 深圳市
基于培养高中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六步
四环”高效英语学习策略指导研究

汤颖 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高中部 一般课题

64 高中 GDJY-2022-A-yyb64 深圳市 基于主题语境的高中英语深度阅读教学研究 刘佳 深圳市高级中学 一般课题

65 高中 GDJY-2022-A-yyb65 珠海市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英语“教—学—评
”一体化行动研究

孙凯 珠海市第一中学 一般课题

66 高中 GDJY-2022-A-yyb66 汕头市
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英语整本书共读项目式
学习研究

陈舒祺 汕头市实验学校 一般课题

67 高中 GDJY-2022-A-yyb67 汕头市 技术赋能高中英语精准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 邱晓玲 广东汕头华侨中学 一般课题

68 高中 GDJY-2022-A-yyb68 佛山市
项目引领下的教师专业发展路径实践研究
——以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与实施为例

沈文莉 佛山市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69 高中 GDJY-2022-A-yyb69 佛山市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实践研究

许莎莎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一般课题

70 高中 GDJY-2022-A-yyb70 韶关市
基于单元主题的高中英语作业设计多元化的
行动研究

陈图珊 广东北江中学 一般课题

71 高中 GDJY-2022-A-yyb71 韶关市
大概念教学视角下高中英语单元整体设计与
实践的行动研究

李珺睿 乳源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一般课题

72 高中 GDJY-2022-A-yyb72 河源市
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策略
研究与实践

叶莹英 河源市河源中学 一般课题

73 高中 GDJY-2022-A-yyb73 河源市
主题意义引领下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的实践研究

凌宇欢 广东省紫金中学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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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高中 GDJY-2022-A-yyb74 梅州市
基于核心素养发展的高中英语整本书阅读教
学实践与研究

张春萍 兴宁市齐昌中学 一般课题

75 高中 GDJY-2022-A-yyb75 惠州市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构建高中英语“三位一体
”阅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邓少美 惠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76 高中 GDJY-2022-A-yyb76 惠州市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英语篇章阅读教学实践
研究

许志勇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一般课题

77 高中 GDJY-2022-A-yyb77 汕尾市
深度学习视域下的生源薄弱地区高中英语写
作课堂规范研究

汪芬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一般课题

78 高中 GDJY-2022-A-yyb78 汕尾市
核心素养背景下基于读后续写的高中英语新
教材开发利用行动研究

周荣 汕尾市林伟华中学 一般课题

79 高中 GDJY-2022-A-yyb79 东莞市
高中英语教学与“课程思政”融合创新的案
例研究

梁小巧 东莞市厚街中学 一般课题

80 高中 GDJY-2022-A-yyb80 中山市
续论视域下指向文化意识的高中英语课程资
源开发与应用

莫炎芬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一般课题

81 高中 GDJY-2022-A-yyb81 中山市
深度学习视域下基于单元大观念的高中英语
词汇教学探究与实践

邵晨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一般课题

82 高中 GDJY-2022-A-yyb82 江门市
基于多模态理论的高中英语听说课程的资源
开发与应用的研究

岑转娣 江门市棠下中学 一般课题

83 高中 GDJY-2022-A-yyb83 江门市
基于新课标核心素养理念的高中英语多模态
深度学习圈的实践研究

林慧平 江门市新会陈经纶中学 一般课题

84 高中 GDJY-2022-A-yyb84 湛江市
基于深度阅读的高中英语写作任务活动的设
计与实施研究

郭娟 湛江市第二中学 一般课题

85 高中 GDJY-2022-A-yyb85 茂名市
窄式阅读对读后续写的促进作用的应用研究
（以历险类主题为例）

李耀丽 茂名市电白区第一中学 一般课题

86 高中 GDJY-2022-A-yyb86 肇庆市 基于核心素养的英语学科德育路径研究 陈玉桂 肇庆鼎湖中学 一般课题

87 高中 GDJY-2022-A-yyb87 清远市
信息技术背景下高中英语多模态听说教学实
践研究

黄文静 佛冈县第一中学 一般课题

88 高中 GDJY-2022-A-yyb88 潮州市
新课标引领下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英语新教
材单元整体教学的实施

石小珊 潮州市金山中学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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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高中 GDJY-2022-A-yyb89 揭阳市
新课标下PACE模式在高中英语语法课题的教
学路径和实施研究

林柔宏 普宁市教育局教研室 一般课题

90 高中 GDJY-2022-A-yyb90 云浮市
深度教学理论视角下的高中英语主题意义阅
读教学行动研究

黄敏芝 罗定市廷锴纪念中学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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