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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1.幼儿科学区活动目标建立的研究  

2.幼儿园科学区环境创设的研究 

3.幼儿园科学区教师指导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根据研究的内容与不同阶段分别使用了，观察法、行动研究法、经验

总结法与文献研究法。 

二、结论与对策 

（一） 查阅文献、学习书籍、确立幼儿园科学区目标 

全园教师围绕《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进行学习，找出相关内容，利用刘占兰老师的《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张

俊老师的《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指导》、董旭花老师的《幼儿园科学区（室）：

科学探究活动指导 117 例》，初步整理出幼儿发展目标，然后根据目标设计玩具，

将玩具投入到科学区中，根据我们自行设计的《幼儿园科学区材料操作情况观察

记录表》，分析幼儿发展目标制定的合理情况。例如：我们开始制定的小班磁铁

目标是：感知磁铁特征，针对这个目标我们投放了《小猫钓鱼》、《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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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力棒》，在对幼儿操作材料研究的过程中，老师们发现小班幼儿 87%能够理

解磁铁吸铁，因此我们将目标设定为：发现磁铁能吸铁质物品。经过这样的研究，

一方面使材料更加符合幼儿探究的特点，另一方面使我们的目标更符合现阶段我

们幼儿园幼儿发展水平。 

（二）共同研讨、积极创设、反复研究提升幼儿对科学区游戏的兴趣 

在本课题研究的近五年中，我园大、中、小班共创设了 18 个较为成熟的科

学活动区。我们从科学支持墙、实验材料与自制玩具三方面着手为每个活动区定

期更换探究内容与主题，磁铁的秘密、神奇的电、水的奥秘、神奇的影子等主题

都深受孩子的欢迎。 

在创设活动区的过程中，我们本着“娱悦中成长、探究中发展”的理念从物

质环境到精神氛围，创设出最适合幼儿的科学区游戏环境。 

（三）定期分享、相互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区评价 

    制定教师科学区观察记录表，利用科研活动，定期组织课题组老师交流、分

享自己的观察记录表，从教师的观察目的到幼儿表现进行详细的记录。大家相互

倾听学习，总结梳理活动区评价的方法与原则。 

三、成果与影响 

（一）创设适宜的幼儿园科学区环境 

1.和谐的师幼关系，激发幼儿探究兴趣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

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教师通过随时丰富操作材料、主动观察幼儿活动、共

同提出疑点问题、适当帮助梳理思路、使用正面鼓励等方法帮助幼儿建立积极的

精神环境。教师的态度与良好的精神环境直接影响着幼儿能否通过积极主动的学

习获取有益的经验。自由、自主、宽松的人际环境和精神氛围是幼儿能轻松愉快

地生活、积极主动地学习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  

2.幼儿与幼儿之间的友好关系，有效提升幼儿探索活动的积极性 

幼儿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友好谦让，在游戏中互相协商角色、互相交换

玩具等举动都为游戏的继续深入增加了可能性，能够有效提高幼儿游戏的主动性

与积极性。因此，加强幼儿情感教育和集体教育，建立互助、友爱、和谐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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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尤为重要。幼儿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提升对游戏的情趣，通过同伴间的

互助，与相互学习体会成功的自豪感，在集体中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 

3.家庭对幼儿探究活动的态度，决定幼儿探索活动的可持续性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 “家长是幼儿成长中的第一任教师，

也是幼儿最持久的教师。家长的教育理念和言行直接影响着幼儿身心发展。他们

对幼儿游戏和活动的关注以及所表现出的兴趣，与幼儿的进步、发展有着密切关

系。”因此教师应该积极与家长建立良好的关系，鼓励家长尽量创造条件，利用

幼儿身边的事物与现象进行科学探索活动并对幼儿的猜想与发现给予积极正面

的回应。只有教师、家长积极有效的参与幼儿教育，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才能

真正使幼儿受益。 

（二）我园教师和幼儿自己设计制作了科学区玩具 80 余件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年龄班幼儿在活动区玩具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区

别。在研究的过程中教师们收集、制作了大量丰富有趣的科学区玩具材料，细致

整理出现有玩具材料与自制玩具材料，将玩具的名称、操作目标、制作方法与玩

法清楚细致的进行了总结与梳理，并通过研讨、实践、反思、细化各年龄班活动

区材料的特点。通过教师积极的引导，幼儿反复的游戏与尝试，经过 3年多的研

究，最终我园教师、幼儿共设计制作科学区自制玩具 80 余件。 

1.总结了各年龄班科学区玩具的特点 

我们发现不同年龄班幼儿在活动区材料的使用上有很大区别，所以在制作出

一些活动区游戏材料后，开始研讨各年龄班幼儿游戏材料的特点。教师们通过实

验记录、研讨案例、反思交流等形式将每一个玩具的年龄班、玩具名称、操作目

标、制作方法与玩法细致的进行了梳理，并细化出各年龄班活动区材料的特点。 

●小班科学区玩具的特点：材料要立体，坚固安全性高；情景贯穿，趣味性

强；形象生动，颜色鲜艳彰显艺术性。 

●中班科学区玩具的特点：设计巧妙，探索性强；简单明了，操作性高。 

●大班科学区玩具的特点：材料多变，探究性强；可塑性高，探索性强；共

同游戏，体验合作。 

2.总结了科学区玩具的投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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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园教师围绕声、光、电、磁、力、空气、水共同制

作了大量的科学区游戏材料。教师们通过亲自动手制作材料、投放材料与幼儿共

同游戏、发现问题反复修改游戏材料等方式，总结出科学区材料投放的几点较为

重要的原则，即为： 

●安全性原则     ●自主性原则     ●探究性原则 

●层次性原则     ●生活性原则     ●教育性原则 

（三）根据幼儿年龄特点与发展特点，让科学区墙面环境“会说话”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科学区墙面环境有以下几个功能：区域标识、区域规则、

实验记录、问题困惑、经验分享、兴趣激发。根据不同幼儿年龄特点，区域墙面

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所以，我们着重对科学区支持墙进行研究，教师们设计、

制作科学区支持墙，将支持墙名称、目标、用法的设计与实施进行了梳理与汇总，

并概括出不同年龄班科学区支持墙面的特点，帮助教师设计出更加适宜、合理的

幼儿科学区墙面环境。 

    1.小班墙面环境特点 

●色彩鲜艳，形象可爱。            ●情景贯穿，游戏性强。 

●动手尝试，互动性高。            ●形象直观，简单易懂。 

2.中班墙面环境特点 

● 游戏为主，趣味性强。           ● 展示自我，个性发展。 

● 对比观察，自主发现。 

3.大班墙面环境特点 

● 源于生活，用于生活。           ● 开拓眼界，丰富经验。 

● 真实自然，去情景性。 

（四）幼儿园科学区教师指导策略 

1.推出活动材料的策略  

（1）直接介绍 

“直接介绍法”是在活动前，教师直接出示玩具，进行介绍。此方法更适用

于小班，因小班幼儿是以具体形象性思维为主，记忆力短暂。对于内容、形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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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新”，或者游戏规则比较复杂的材料，为了让幼儿清楚的了解它们的操作

方法，教师先以集体或小组的形式进行示范讲解后再投放到区域中。 

（2）提问引导 

“提问引导法”是以教师提出问题，幼儿进行回答，最终讨论出玩具的新玩

法。中班幼儿相对小班幼儿来说探索欲望增强，喜欢问奇奇怪怪的问题。因此，

提问引导法多在中班使用。 

（3）经验分享 

活动材料的推介方式往往会决定幼儿对材料的探索兴趣和操作的质量，同伴

之间的相互学习往往更能够激发幼儿参与探究游戏的兴趣。在某一位幼儿了解新

材料的秘密与玩法时，教师可以将“介绍”的任务教给孩子，让孩子成为游戏的

主人，在促进幼儿关系的同时，提升幼儿对新材料的兴趣。 

2.游戏停滞不前时的指导策略 

（1）保持沉默，提供机会 

在科学区的探索中，如果老师过早介入，直接教幼儿正确操作并取得实验的

结果，幼儿就会失去探索的机会。所以在幼儿的探索中，教师有时保持沉默也是

必要的。教师的沉默无疑是给了幼儿一个自己探索的机会，让幼儿在探索的同时

获得经验、寻求答案。 

    (2)重述问题，引发思考 

在探索活动中幼儿经常会遇到困难或者问题，当幼儿陷入问题的迷惘时，教

师不要急于给幼儿答案，可以采用“重述问题”的指导策略，教师重复问题的过

程就是帮助幼儿再现问题、帮助了幼儿进行思维的整理，给幼儿留出时间进行思

考。     

(3)投石问路，了解情况 

当幼儿疑问重重时，老师不要急于直接指导，可采用“投石问路”的指导策

略，不断提问。不同的指导过程，获取信息的提问方法也不同。概括起来，提问

形式有三种类型： 

A 直接性提问，例如：当教师发现幼儿在活动区中出现困难，不知如何操作

时，可以直接进行提问，帮助幼儿继续游戏。如“你有困难吗？”“我可以怎样

帮助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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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发现事实提问，例如：当观察到幼儿的游戏的方向不太明确时，可以运用

发现事实的提问方法，引导幼儿思考自己的操作方法如“你是怎么操作的？”“为

什么使用这种方法？”等。 

C 探讨性提问，例如：当教师发现幼儿的思路可能与材料本身不符合或者不

恰当时，教师可以利用平等的语气与幼儿进行交流，使用探讨性的语言与幼儿对

话，如“你认为哪种方法更有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如幼儿能专注的按照自

己的想法进行游戏，教师则应尊重幼儿的想法，给予幼儿自由的探索空间。 

    (4)同伴竞赛，引发探索 

同伴之间的竞争，无疑能够激发幼儿探究的兴趣。同伴之间的良性竞争，能

大大激发孩子们荣誉意识，从而提高参与游戏的积极性。需要注意的是，此方法

更适用于大班与中班末期幼儿。 

(5)拓展经验，引发兴趣 

幼儿对探究活动失去兴趣，不只是因为材料不足的原因，还有可能因为自己

本身的经验不足，生活经验少，对于一些生活的现象、原理不了解，导致对很多

科学材料无从下手。我们发现在选材时要从幼儿身边熟悉的物品、环境中入手，

在他们的已知经验范围内选择游戏的主题与材料以外，同时，还要在各项活动中

有意识的拓展幼儿的相关经验。 

    (6)丰富材料，增加内容 

材料是区域活动的三大要素之一，也是“有准备的环境”中的核心要素，材

料是开展区域活动的物质基础，承载着各领域的教学内容，是幼儿建构知识的依

托。因此材料是促进幼儿发展的物质载体，所以操作材料有各年龄段的不同特点，

只有随着幼儿的发展和兴趣及时地调整、更新材料，才能使材料具有适宜性，符

合幼儿的需要、促进幼儿的发展。 

    (7)提出挑战，增加难度 

幼儿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幼儿思维能力的提高，而思维一般是从对知

识的质疑开始的，即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是思维的起点。为了能够让幼儿自己提出

挑战，教师就要通过设置挑战，促使幼儿探究。 

(8)区域融合，拓展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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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幼儿对于活动失去兴趣时，教师可以启发性地询问幼儿区域活动的内容，

引导幼儿在空间、内容等方面有新的拓展。 

3.提高兴趣、主动参与游戏的策略 

（1）同伴学习 

当教师发现幼儿在科学区游戏时出现新的玩法、新的想法时，就可以请幼儿

担当“小老师”进行展示，教小朋友学会这个游戏。这种方法不但激励了这名幼

儿的继续探索，能让幼儿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有信心去克服，感受到自我价值

的体现，树立自信心。 

（2）集体讨论 

在科学区的活动中，应发挥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幼儿成为学

习的主人。教师可组织幼儿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活动区后的交流分享活动，让孩子

们通过提出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等一系列的交流中解决自己在区域中出现的问

题，感受帮助其他小朋友解决问题的愉悦感，同时，能够让幼儿在语言的发展上、

生活的经验上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 

    （3）平台展示 

    “平台”，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可以分为：环境平台、精神平台两种方式。其

中，环境平台指的就是教师为幼儿创设、搭建了展示幼儿作品以及科学结果的位

置。同时，其中也包含了多种途径：创设展示架、支持墙展示的作品照片等等。 

精神平台指的是教师为幼儿提供表达、讲述自己在区域中的收获、发现、解决问

题的方法等等的机会。同时，展示的平台还包含了多种的途径。 

（4）创新玩法 

孩子们有时候的想法会让身为成人的我们意想不到，无意间的捕捉一个教育

的契机，是身为教师的我们应该珍惜的，也是身为教师的我们应该与其他小朋友

分享的。除此之外，教师还要通过引导，激发幼儿去寻找每一个玩具的新玩法，

鼓励幼儿去发现。开始教师可以通过示范法告诉幼儿一种玩具的玩法，之后教师

可以运用提问引导的方式鼓励幼儿发现不同玩具的玩法。每一位幼儿都是独立

的、有想法的个体，所以在操作玩具材料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5）教师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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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孩子们的概念中老师这个角色是神圣的、权威的，什么事情都难不倒的人。

遇到问题了，孩子们往往会希望得到教师的帮助。如果将这个角色对换了，会有

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当教师采取示弱法来请求幼儿帮助的同时，会让幼儿感

到与教师的地位是平等的，幼儿萌发出的自信感会比同伴之间的学习、帮助更要

鼓舞人心。 

4.科学区评价策略 

  （1）适宜小班幼儿的评价策略 

    即时评价：对于小班幼儿来说，由于思维的具体形象性特点，他们注意力不

容易集中，记忆时间较短。因此，教师在科学游戏过程中就跟随幼儿的表现进行

现场评价，鼓励幼儿养成爱思考，爱探索的习惯。 

    多种表达方式评价：在评价中，鼓励幼儿用语言、动作等多种方式进行表达。

因小班幼儿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动作早于语言发展。所以有很多幼儿会用动作来

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小班评价时，教师不仅鼓励幼儿用语言进行表达，也鼓励

和认可肢体动作进行表达。 

个体评价：在游戏过程中，教师在观察的基础上，或是在幼儿主动与教师交

流时，运用多种教育方法使其在科学能力、知识经验、以及个性品质方面都得到

发展的评价方式。小班幼儿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作为教师，要尊重这种差异，

因人而异，因人施教。同时要结合幼儿当时的游戏情况采取多种评价方法。 

    情景式评价：在评价过程中，教师以游戏情景的方式吸引幼儿进行讨论和分

享，表达自己的发现与想法。因小班幼儿思维特点为常把假象当真实，往往不能

客观的解释自然事物和现象及其关系。所以，教师在总结评价时，可利用物游戏

化的场景来引导幼儿进行评价。 

（2）适宜中班幼儿的评价策略 

简短式评价：评价者用精炼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或引发思考，并与他人

进行及时交流。由于中班幼儿的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教师在进行科学游戏评价

时，语言应简短精炼一些，同时要注意所提出的问题能够吸引幼儿探究的兴趣，

引发幼儿积极思考和探索，发现事物间的关系。 

发散式评价：评价中所提出的问题多为发散性的问题，利于幼儿思考与探索，

并且通过提问而进行总结和梳理新经验。中班幼儿的思维多为天马行空式，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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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的话题，他们的想法会很多。因此教师的评价提问显得尤为重要，发散式

提问能更好的激发幼儿向新的方向进行思考与探索。 

小组式评价：教师通过与小组幼儿的互动，引发他们集中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的评价方式。因中班幼儿更注重个性化发展，表达的方式更

加丰富多彩，幼儿之间的差别会比较明显。所以评价时可采取小组评价的方法吸

引幼儿进行讨论，鼓励有相似想法的幼儿在一起进行评价，彼此分享，激发他们

向更深入的层次进行探究。 

直观性评价：在评价过程中，教师要出示真实的科学玩具与幼儿进行探讨和

研究，切忌空说和泛泛说，这样才能引发幼儿进行的思考和探索。中班幼儿的思

维特点是具体形象式思维，他们只有在真实的物体面前才能展开探索。教师利用

这一特点，通过演示科学玩具，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创新玩法）。 

鼓励式评价：所谓鼓励式评价并不只是要不断地向幼儿空洞的说“真聪明”、

“真棒”，而是要让幼儿感到老师对每一为小朋友的探究和发现，都十分的的关

注，对他们每一个观点和想法都愿意接受与重视。 

（3）适宜大班幼儿的评价策略 

幼儿主体式评价：以幼儿为主体，成为评价的主人，带领他人进行思考和探

究。大班幼儿在语言能力方面有很大的提高，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评价活动中可以以幼儿为评价主体，教师运用简单提问引发幼儿进行思考

和探究。 

合作式评价：幼儿之间通过相互评价进行分享与讨论，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

提出新建议，在相互探讨中逐渐形成新的经验，即为合作式评价。大班幼儿听不

懂或有疑问时能主动提问，独立解决问题和合作意识得到大大提高。所以在科学

区评价环节中，倡导幼儿之间解决问题、提倡合作，从而发挥幼儿的主体性，培

养其合作意识。 

扩展式评价：在评价活动中，幼儿会根据所提出的新的科学经验而带领全体

幼儿进行多元化的探讨，向其它领域扩展的评价方式即为扩展式评价。 

问题式评价：针对在科学游戏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幼儿通过相互讨论和分享，

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逐渐形成新经验，即为问题式评价。 

（五）设计巧妙、合理的科学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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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幼儿游戏记录表格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实验记录是幼儿实验探究必不可缺的环节，记录可以帮

助幼儿对实际操作结果进行分析、整理和归纳，发展幼儿的操作能力、猜测能力、

思考能力和记录能力。实验记录内容大体分为为：实验名称、实验者名称、实验

日期、实验材料、实验方法、猜想、实验结果几方面。教师们结合这几方面，根

据幼儿年龄特点合理的设计、使用记录表格。 

小班多以集体记录为主；中班前期设计“选择性记录表”，以简单的选择与

符号记录作为主要方式，中后期使用“填充式记录单”，通过符号与简单绘画的

形式记录自己在实验中猜想、尝试与结果；大班以自主设计试验记录表为主，以

自己的意愿设计表格进行记录，个性化的记录自己的试验方案、过程及结果。 

2.教师科学观察记录表 

《纲要》中指出，“教师要成为孩子的倾听者、观察者”。由此可见，教师

的观察是否及时、到位对幼儿发展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

中经过反复的设计与研究，最终确定了教师“科学观察记录表”，表中主要呈现

“观察实录与教师指导”、“评价与分析”、“措施与策略”、“游戏反馈”和

“幼儿活动照片”，希望能使观察实录更加详尽、准确。为了更客观的了解幼儿

游戏状况，我们还设计了《科学参与程度记录表》来记录幼儿参与程度。最终发

现，通过近三年的研究，我园幼儿对科学活动区的兴趣与参与度得到了明显的增

长，其中大班幼儿参与科学活动区的人数明显提高，统计数据从 2014 年 5 月的

6.2%到 2016 年 6 月的 14.8%，提升了 8.6 个百分点。这样的数据表明我园近三

年，在进行“科学区环境创设与指导研究”这一研究中已经成功帮助幼儿建立了

对科学探索活动的兴趣以及敢于动手参与探索活动的勇气。 

四、成果细目 

序号 作者 形式 题目 获奖等级 

1 张韵 课件 《光和影子》 区级三等奖

2 张韵 课件 《光和影子》 全国三等奖

3 张韵 课件 《光与影子》 全国一等奖

4 张莹 课件 《磁铁宝宝的好朋友》 全国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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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春晖 课件 《让球宝宝站稳》 全国二等奖

6 张莹 课件 《磁铁宝宝的朋友》 全国二等奖

7 蔡静 课件 《好听的声音》 全国三等奖

8 蔡静 课件 《好听的声音》 区级三等奖

9 张莹 课件 《磁铁宝宝的朋友》 区级二等奖

10 胡春晖 课件 《让球宝宝站稳》 区级二等奖

11 张蕾 论文 《浅谈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 市级二等奖

12 徐梓铭 论文 《让幼儿科学生活化》 市级二等奖

13 
滕丹丹 

论文 《浅谈如何指导幼儿园科学区域活

动》 

市级三等奖

14 庄惠清 论文 《幼儿园科学区活动的探究》 市级三等奖

15 
庄惠清 

论文 《浅谈幼儿园科学区域活动环境创

设与教师的指导》 

市级二等奖

16 赵思淼 论文 《论在科学区中指导的重要性》 市级一等奖

17 赵莹 论文 《如何将科学游戏进行有效的延伸》 市级三等奖

18 
赵海曼 

论文 《浅谈发挥科学探索区材料的有效

价值 促幼儿自主发展》 

市级三等奖

19 霍振琪 论文 《科学记录表的设计与应用》 市级三等奖

20 徐梓铭 论文 《探索科学奥秘》 市级三等奖

21 
庄惠清 

论文 《谈谈幼儿园科学区环境的创设与

指导》 

区级二等奖

22 赵莹 论文 《科学就在生活中》 市级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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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蕾 论文 《为幼儿打开科学探索的大门》 市级二等奖

24 庄惠清 论文 《科研课题研究 促进园所发展》 市级三等奖

25 
庄惠清 

论文 《幼儿园科学区环境创设与指导研

究》 

市级二等奖

26 
蔡静 

论文 《从幼儿的角度出发做科学，和幼儿

共成长》 

市级三等奖

27 刘艳红 论文 《由玩具引发的思考》 市级三等奖

28 霍振琪 论文 《科学因探索而灵动》 市级二等奖

29 
张韵 

论文 《浅谈幼儿园科学区材料投放及指

导策略》 

全国一等奖

30 
赵海曼 

论文 《浅谈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科学

领域活动的游戏化》 

全国二等奖

31 王鹏 论文 《浅谈科学区指导策略》 全国二等奖

32 孙春雅 论文 《如何上好一节科学课》 全国二等奖

33 赵莹 论文 《探索生活中的科学》 全国二等奖

34 赵莹 论文 《从多元智能中探究科学的奥秘》 全国二等奖

35 徐梓铭 论文 《让幼儿科学生活化》 全国二等奖

36 赵思淼 论文 《珍视孩子的探索与操作》 全国二等奖

37 史圣洁 论文 《由电路玩具引发的思考》 全国二等奖

38 
刘思萌 

论文 《如何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探索的

兴趣》 

全国二等奖

39 刘艳红 论文 《幼儿探索科学区活动特点》 全国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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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霍振琪 论文 《从制作科学玩具中所引发的探索》 全国一等奖

41 
庄惠清 

论文 《幼儿园科学区环境创设与指导研

究》 

全国一等奖

42 霍振琪 论文 《科学因探索而灵动》 区级三等奖

43 张蕾 论文 《为幼儿打开科学探索的大门》 区级二等奖

44 
赵莹 

论文 《以科学教育为核心，利用多元智能

理论整合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 

区级三等奖

45 刘艳红 论文 《由玩具引发的思考》 区级三等奖

46 
蔡静 

论文 《从幼儿的角度出发做科学，和幼儿

共成长》 

区级三等奖

47 庄惠清 论文 《科学课题研究，促进园所发展》 区级二等奖

48 赵莹 论文 《科学教育多元智能的巧妙结合》 发表 

49 赵莹 论文 《科学就在生活中》 发表 

50 胡春晖 论文 《浅谈幼儿园科学区指导策略》 发表 

51 赵莹 论文 《科学教育与多元智能的巧妙结合》 全国二等奖

52 赵莹 论文 《科学就在生活中》 全国一等奖

53 蔡静 论文 《一件玩具引发的感想》 全国二等奖

54 胡春晖 论文 《浅谈幼儿园科学区指导策略》 全国三等奖

55 张颖 教育计划 《勺子哈哈镜》 全国三等奖

56 张韵 教育计划 《光和影子》 发表 

57 张韵 教育计划 《光和影子》 全国二等奖

58 张莹 教育案例 《科学活动之我见》 全国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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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张颖 玩教具 《我爱刷牙》 全国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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