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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情况统计 

【文章标题】指向乡村学校数学学业质量提升的数据分析 

【作  者】张明红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6.26～28 

【全文载于】G392 《小学数学教与学》2019 第 09 期 

—————————————————————————————————————————— 

【文章标题】初中生数学自主学习能力研究 

【作  者】侯学萍，朱亚丽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6.29～32 

【全文载于】G352 《初中数学教与学》2019 第 09 期 

—————————————————————————————————————————— 

【文章标题】中俄小学母语课程标准总目标比较研究 

【作  者】刘美麟，魏本亚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12.114～117 

【全文载于】G391 《小学语文教与学》2019 第 09 期 

—————————————————————————————————————————— 

【文章标题】小学英语教师话语调查分析及优化策略 

【作  者】郭利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3.32～35 

【全文载于】G393 《小学英语教与学》2019 第 07 期 

—————————————————————————————————————————— 

【文章标题】基不同版本教师用书与课程标准一致性分析 

【作  者】林剑，周莹，路梦绮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3.74～77 

【全文载于】G312 《高中数学教与学》2019 第 07 期 

—————————————————————————————————————————— 

【文章标题】高中信息课发展学生计算思维教学策略研究 

【作  者】白珍，李辛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30.115～117 

【全文载于】G382 《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与学》2019 第 03 期 

—————————————————————————————————————————— 

【文章标题】基于能力要求的初中数学课程国际比较研究 

【作  者】严虹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30.80～83 

【全文载于】G352 《初中数学教与学》2019 第 01 期 

—————————————————————————————————————————— 

【文章标题】校长职级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作  者】董新良，薛继红，刘艳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9.40～43 

【全文载于】G30 《中小学学校管理》2019 第 12 期 

—————————————————————————————————————————— 

【文章标题】微信公众号在中学家校协同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赵敏，谭良，黄祖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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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7.70～73 

【全文载于】G30 《中小学学校管理》2019 第 11 期 

—————————————————————————————————————————— 

【文章标题】高中化学课堂深度教学的实践探索 

【作  者】黄清辉，张贤金，吴新建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8.64～66 

【全文载于】G37 《中学化学教与学》2019 第 11 期 

—————————————————————————————————————————— 

【文章标题】小学数学学科基础素养分析与培养 

【作  者】彭国庆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5.30～33 

【全文载于】G392 《小学数学教与学》2019 第 09 期 

—————————————————————————————————————————— 

【文章标题】数学实验开展的条件性分析 

【作  者】张勇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4.34～36 

【全文载于】G392 《小学数学教与学》2019 第 07 期 

—————————————————————————————————————————— 

【文章标题】算理理解：计算教学的中重之重 

【作  者】张平奎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2.30～32 

【全文载于】G392 《小学数学教与学》2019 第 06 期 

—————————————————————————————————————————— 

【文章标题】小学数学单元教学的整体设计 

【作  者】侯学萍，陈琳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10.43～45 

【全文载于】G392 《小学数学教与学》2019 第 06 期 

—————————————————————————————————————————— 

【文章标题】课程标准词汇在小学英语教科书中的复现研究 

【作  者】赵建国，陈秋竹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1.85～87 

【全文载于】G393 《小学英语教与学》2019 第 05 期 

—————————————————————————————————————————— 

【文章标题】公开课对学生学习的消极影响及其改善路径 

【作  者】程晓芹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35.1～3 

【全文载于】G3 《中小学教育》2019 第 04 期 

—————————————————————————————————————————— 

【文章标题】基于“单元知识结构”的小学英语阅读教学 

【作  者】孙玲，徐文彬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12.47～50 

【全文载于】G393 《小学英语教与学》2019 第 03 期 

—————————————————————————————————————————— 

【文章标题】研读小学数学教材的三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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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胡良梅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11.34～36 

【全文载于】G392 《小学数学教与学》2019 第 03 期 

—————————————————————————————————————————— 

【文章标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病例分析及深度阅读策略探究 

【作  者】吴静静，魏登尖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26.33～35 

【全文载于】G391 《小学语文教与学》2019 第 02 期 

—————————————————————————————————————————— 

【文章标题】语篇教学第二课时教学目标的设定与达成 

【作  者】黄婷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11.49～51 

【全文载于】G393 《小学英语教与学》2019 第 02 期 

—————————————————————————————————————————— 

【文章标题】小学家校冲突的成因及预防 

【作  者】高晓娜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8.4～6 

【全文载于】G30 《中小学学校管理》2019 第 12 期 

—————————————————————————————————————————— 

【文章标题】家校教育功能异化问题探究 

【作  者】彭援援，葛新斌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4.15～17 

【全文载于】G30 《中小学学校管理》2019 第 09 期 

—————————————————————————————————————————— 

【文章标题】高中物理学段知识链的体系化路径 

【作  者】杨明国，盛刚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13.72～74 

【全文载于】G36 《中学物理教与学》2019 第 09 期 

—————————————————————————————————————————— 

【文章标题】中学课堂“历史偏见”的诠释与应对 

【作  者】乔丽军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4.73～75 

【全文载于】G32 《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9 第 08 期 

—————————————————————————————————————————— 

【文章标题】“非构思”写作教学的路向探究 

【作  者】王清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7.38～41 

【全文载于】G351 《初中语文教与学》2019 第 08 期 

—————————————————————————————————————————— 

【文章标题】促进深度学习的多版本物理教材整合教学 

【作  者】任虎虎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7.48～49 

【全文载于】G36 《中学物理教与学》2019 第 08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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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探究 

【作  者】张丽莉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2.19～21 

【全文载于】G30 《中小学学校管理》2019 第 07 期 

—————————————————————————————————————————— 

【文章标题】道德与法治教学情境中的人物形象剖析 

【作  者】李勇斌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4.63～65 

【全文载于】G382 《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与学》2019 第 07 期 

—————————————————————————————————————————— 

【文章标题】农村小规模学校数字化发展的困境与突围 

【作  者】赵燕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3.20～22 

【全文载于】G30 《中小学学校管理》2019 第 07 期 

—————————————————————————————————————————— 

【文章标题】高中地理“问题式”教学中问题设计的三环节 

【作  者】王志勇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10.64～67 

【全文载于】G32 《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9 第 06 期 

—————————————————————————————————————————— 

【文章标题】高中英语习作讲评中的典型误区及优化策略 

【作  者】顾琴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11.41～43 

【全文载于】G381 《中学外语教与学》2019 第 05 期 

—————————————————————————————————————————— 

【文章标题】物理教材资源的融合与开发 

【作  者】李维兵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31.44～46 

【全文载于】G36 《中学物理教与学》2019 第 05 期 

—————————————————————————————————————————— 

【文章标题】新旧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比较分析 

【作  者】王鹏飞，刘存芳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2.44～47 

【全文载于】G37 《中学化学教与学》2019 第 05 期 

—————————————————————————————————————————— 

【文章标题】高中物理观念的涵义、教学价值及培养 

【作  者】王聿奎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34.44～46 

【全文载于】G36 《中学物理教与学》2019 第 04 期 

—————————————————————————————————————————— 

【文章标题】指向思维品质发展的 5E 英语阅读教学 

【作  者】常万里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12.59～61 

【全文载于】G381 《中学外语教与学》2019 第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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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六要素”整合下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及其实践 

【作  者】冀小婷，代俊华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7.64～66 

【全文载于】G381 《中学外语教与学》2019 第 02 期 

—————————————————————————————————————————— 

【文章标题】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社团的实践迷误与理性回归 

【作  者】邹晓明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9.26～29 

【全文载于】G30 《中小学学校管理》2019 第 01 期 

—————————————————————————————————————————— 

【文章标题】促进教学改革是城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新旨向 

【作  者】齐军，李允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10.16～19 

【全文载于】G30 《中小学学校管理》2019 第 01 期 

—————————————————————————————————————————— 

【文章标题】“生物技术与工程”的工程教学实现路径 

【作  者】秦亚平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28.52～53 

【全文载于】G382 《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与学》2019 第 01 期 

—————————————————————————————————————————— 

【文章标题】高中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培养的困境与路径 

【作  者】蒋次美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8.60～62 

【全文载于】G381 《中学外语教与学》2019 第 01 期 

—————————————————————————————————————————— 

【文章标题】中小学阅读教学的价值异化与回归 

【作  者】牛丽菁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19.39～42 

【全文载于】G351 《初中语文教与学》2019 第 11 期 

—————————————————————————————————————————— 

【文章标题】物理教学表现性评价的等级模型建构与实施 

【作  者】周莹，刘茂军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8.28.73～75 

【全文载于】G36 《中学物理教与学》2019 第 01 期 

—————————————————————————————————————————— 

【文章标题】基于深度学习的初中科学课堂教学重构 

【作  者】叶笛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22.53～55 

【全文载于】G36 《中学物理教与学》2019 第 11 期 

—————————————————————————————————————————— 

【文章标题】高中人文地理教学中案例选用的问题及改进 

【作  者】朱学尧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8.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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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载于】G32 《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9 第 11 期 

—————————————————————————————————————————— 

【文章标题】英语深度阅读教学的几个维度 

【作  者】吕国征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5.52～55 

【全文载于】G381 《中学外语教与学》2019 第 11 期 

—————————————————————————————————————————— 

【文章标题】普通高中转型发展的理念创新与循证实践 

【作  者】尹达，田建荣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8.1～4 

【全文载于】G30 《中小学学校管理》2019 第 10 期 

—————————————————————————————————————————— 

【文章标题】中学物理描述范式及其教学价值 

【作  者】邢红军，童大振，龚文慧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16.54～56 

【全文载于】G36 《中学物理教与学》2019 第 10 期 

—————————————————————————————————————————— 

【文章标题】基于循证理论的小学数学实验教学模式探究 

【作  者】周晓梅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20.2.56～58 

【全文载于】G392 《小学数学教与学》2020 第 07 期 

—————————————————————————————————————————— 

【文章标题】用语文的方式传播红色文化基因 

【作  者】臧松刚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20.2.25～28 

【全文载于】G391 《小学语文教与学》2020 第 07 期 

—————————————————————————————————————————— 

【文章标题】基于教育记忆史的中小学校史馆育人路径探析 

【作  者】杨莹莹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20.5.17～19 

【全文载于】G30 《中小学学校管理》2020 第 09 期 

—————————————————————————————————————————— 

【文章标题】英语词汇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 

【作  者】张学顺，崔广进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20.4.56～59 

【全文载于】G381 《中学外语教与学》2020 第 09 期 

—————————————————————————————————————————— 

【文章标题】初中英语群文阅读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作  者】房德红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20.7.62～64 

【全文载于】G381 《中学外语教与学》2020 第 08 期 

—————————————————————————————————————————— 

【文章标题】学历案评价任务设计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作  者】赵志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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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20.1.39～41 

【全文载于】G381 《中学外语教与学》2020 第 07 期 

—————————————————————————————————————————— 

【文章标题】英语文学作品的同课异构实践与启示 

【作  者】康美华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12.44～47 

【全文载于】G381 《中学外语教与学》2020 第 07 期 

—————————————————————————————————————————— 

【文章标题】高中政治课大概念教学的实践探究 

【作  者】张翰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20.4.62～64 

【全文载于】G382 《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与学》2020 第 06 期 

—————————————————————————————————————————— 

【文章标题】促进深度学习的初中物理实践作业设计 

【作  者】肖永琴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20.7.49～51 

【全文载于】G36 《中学物理教与学》2020 第 06 期 

—————————————————————————————————————————— 

【文章标题】生物工艺坊引领教室变革的新样态 

【作  者】吴举宏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34.55～57 

【全文载于】G382 《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与学》2020 第 05 期 

—————————————————————————————————————————— 

【文章标题】经济学悖论在中学经济教学中的运用 

【作  者】王德明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34.64～66 

【全文载于】G382 《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与学》2020 第 05 期 

—————————————————————————————————————————— 

【文章标题】历史教学逻辑的创生基础与优化策略 

【作  者】苗颖，刘晓兵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20.1.71～73 

【全文载于】G32 《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20 第 05 期 

—————————————————————————————————————————— 

【文章标题】培育数学核心素养的四个作业点 

【作  者】邱云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19.7.43～46 

【全文载于】G312 《高中数学教与学》2020 第 05 期 

—————————————————————————————————————————— 

【文章标题】英语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价值与方法 

【作  者】唐书哲，袁辉 

【原发期刊】《教学与管理》 2020.1.51～53 

【全文载于】G381 《中学外语教与学》2020 第 04 期 

—————————————————————————————————————————— 

【文章标题】化学教学内容的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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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史红霞，王仕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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