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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省 教 育 学 会 文 件
陕教会 〔 2022 〕 6 号

关于举办全省第十六次优秀教科研论文和成果

推选交流活动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学会（教研室），各理事单位：

进入“十四五”时期以来，全省教育系统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对陕西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和国家

教育方针，坚定以党的十九大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精神为指

导，结合实际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

研工作的意见》，根据《陕西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要求，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积极开展体育、美育、

劳动教育研究，努力探索改进教育评价方式方法研究，以教育

教学研究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以研究推动教师教育振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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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推进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

此，广大基层学校、一线教师和教研人员付出了极大的汗水和

智慧。为集中发现、培育一批优秀教育教学研究成果，并推动

广泛应用，省教育学会决定举办全省第十六次优秀教科研论文

和成果推选交流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人员

各级教研机构人员、学校管理人员与一线教师。也欢迎教

育行政人员、师范院校教师积极参与。

二、参评作品要求

1、作品文体：教育教学论文，教育调研报告，教育叙事，

教育故事，教育随笔，教育教学札记等。

2、参评作品要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发现、研究

教育教学问题为主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努力做到

主题明确，论点正确，论据有说服力，语言规范顺畅，谋篇结

构合理。

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文责自负。严禁抄袭和网络下载，

一经发现，一律取消参评资格，并将有关情况向作者所属县

（区）进行通报。

3、参评作者须填写“第十六次优秀教科研论文和成果推

选交流作品信息表”（见附件 4）。请作者严格按照表格准确

填写有关信息。

4、参评作品用 A4 打印，1 式 3 份。来稿一律不退，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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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底稿。

5、每篇参评作品收取评审费 80 元整。邮政汇款时必须准

确填写收款人姓名，以免影响参评活动。严禁借机搭车收费。

三、参评作品征集工作

1、参评作品采取市县（区）数额分配制的办法（见附件1）。

2、请各市教育学会接此通知后，及时转发至辖区内各县

（区）教育学会（或函转教研室），并指导做好推评活动的宣

传、组织、收稿与收费工作。各市、县（区）教育学会（或教

研室）应确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负责人名单以市为单位在接

到本通知后 15 天内报知省教育学会薛风（附件 2）。

征集工作结束后，省教育学会划拨 30%参评作品征集工作

组织活动费和成果管理费。其中，市教育学会 10%，县（区）

教育学会（或教研室）20%。

3、若市教育学会不统一组织此项活动，各县（区）教育

学会（或教研室）可直接报送参评作品，并准确填写参评作品

登记表（见附件 3）。

在征集工作结束后，省教育学会对直接报送参评作品的县

（区）教育学会（或教研室）划拨 20%组织活动费和成果管理

费。

4、各理事学校、单位应积极鼓励教师参加推选交流活动，

为教师专业化成长搭建平台。

5、参评作品报送期限为 2022 年 6 月 15—20 日。



4

四、评奖表彰

1、参评作品报送结束后，省教育学会聘请专家开展评审

工作，奖项设一、二、三等奖 3 个档次。评选结果以正式文件

将获奖名单通知到各市、县（区）教育局、教育学会（或教研

室），并为获奖作者颁发获奖证书。

2、对于组织工作有效、成绩显著的市、县（区）教育学

会（或教研室）、组织工作者及参评学校，省教育学会将予以

通报表彰，对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牌，对个人颁发“先进

工作者”荣誉证书。

3、对于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根据作者自愿的原则，可以

推荐参加国家、省级有关教育部门（机构）举办的教育教学成

果评选活动，也可以向有关杂志、报刊、出版单位推荐。

未尽事宜，可以来电咨询（上班时间联系，不接受手机短

信）。

联系咨询：杨建文 029—85269697

收 稿：薛 风 137 5998 1093

杨佳静 181 9270 3502

缴费方式之一：邮政汇款。席卫东 137 5991 0622（汇

款单上必须注明汇款人姓名、单位、电话、手机）

汇款地址：西安市莲湖区药王洞155号 陕西省教育学会

邮政编码：7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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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方式之二：银行转账。以县区教育学会（教研室）为

单位统一转账，不接受个人转账。（银行转账单上必须注明用

途“论文评审费”、单位名称，不能用个人姓名转账。如有疑

问，请咨询李天宇 15991788505）

户 名：陕西省教育学会

账 号：1036 6907 5454

开户行：中国银行西安莲湖路支行

附件：

1、市县（区）参评作品数额分配表

2、市县（区）征集工作联系人通讯录

3、县（区）参评作品登记表

4、第十六次优秀教科研论文和成果推选交流作品信息表

文件下载：陕西省教育学会官网 www.sxjyxh.com

陕西省教育学会

2022 年 3 月 12 日

送 阅：省教育厅相关处室，各市、县（区）教育局，各市

高新区、开发区教育局。

打 印：张鸿 校对：杨建文

http://www.sxjyx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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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市、县（区）参选作品数额分配表

市 县（市、区、高新区、开发区）

西安市

（3100）

碑林区（200） 新城区（200） 莲湖区（200） 雁塔区（200）

未央区（150） 灞桥区（150） 阎良区（100） 临潼区（200）

高陵区（150） 周至县（200） 鄠邑区（200） 长安区（200）

蓝田县（200） 高新区（100） 经开区（100） 沣东新城（150）

曲江新区（100） 航天基地（100） 浐灞生态区（100）

国际港务区（100） 航空基地（100）

宝鸡市

（1800）

金台区（200） 渭滨区（200） 陈仓区（200） 千阳县（50）

凤翔区（200） 扶风县（200） 岐山县（200） 麟游县（50）

眉县（200） 陇县（100） 凤县（50） 太白县（50） 高新区（100）

咸阳市

（1900）

秦都区（200） 渭城区（150） 兴平市（200） 长武县（100）

彬州市（150） 旬邑县（100） 淳化县（100） 三原县（150）

永寿县（100） 乾 县（200） 礼泉县（150） 武功县（150）

泾阳县（150）

渭南市

（2000）

临渭区（300） 合阳县（150） 澄城县（150） 蒲城县（200）

白水县（100） 富平县（200） 大荔县（200） 潼关县（50）

华阴市（100） 华州区（150） 韩城市（200） 高新区（100）

经开区（100）

铜川市

（700）

新 区（150） 印台区（150） 王益区（150） 宜君县（100）

耀州区（150）

延安市

（1000）

宝塔区（150） 吴起县（50） 志丹县（50） 安塞区（50）

子长市（100） 延川县（100） 延长县（50） 甘泉县（50）

富 县（50） 黄陵县（50） 洛川县（100） 宜川县（50）

黄龙县（50） 新区（100）

榆林市

（1700）

榆阳区（150） 府谷县（200） 神木市（150） 定边县（100）

靖边县（100） 横山区（200） 米脂县（100） 绥德县（150）

清涧县（100） 子洲县（150） 佳 县（100） 吴堡县（50）

高新区（100）

汉中市

（1500）

汉台区（150） 宁强县（150） 略阳县（100） 勉 县（150）

南郑区（200） 洋 县（150） 城固县（150） 佛坪县（50）

西乡县（150） 镇巴县（100） 留坝县（50） 经开区（100）

安康市

（1200）

汉滨区（200） 宁陕县（50） 石泉县（100） 汉阴县（100）

旬阳县（150） 白河县（100） 紫阳县（150） 岚皋县（100）

平利县（100） 镇坪县（50） 高新区（100）

商洛市

（900）

商州区（200） 洛南县（150） 柞水县（100） 山阳县（150）

丹凤县（100） 商南县（100） 镇安县（100）

杨凌（200） 杨凌区（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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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县（区）征集工作联系人通讯录

市县区

教育学会
领导姓名

征集工作

联系人
办公室电话 联系人手机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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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区）参评作品登记表

盖章（县区教育学会，或教研室）：

序号 作 者 作 品 题 目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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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十六次优秀教科研论文与成果推选交流作品信息表

申报序号（省教育学会统一填写）：

作者

姓名

职务

职称

电话

手机
市县区

工作

单位

单位

类别

邮政

编码

作品

标题

学科

类别

稿件

文体

作者

简介

(以简介教学业绩、教育研究特长为主。150 字以内)

作品

内容

概述

（200 字以内）

备注

1、申报序号由省教育学会统一填写，其它栏目均由作者准确填写，与稿件匹配1式3份。

2、单位类别指幼教、小学、初中、高中、职中、师范院校、教研机构、教育行政部门。

3、作品文体指教育教学论文、课题研究报告、教育调研报告、教育叙事、教育故事、教育随笔、

教育教学札记等。

4、学科类别指小学语文、初中数学、高中物理等。教育行政干部论文划归教育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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