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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现将 2017 级本科班及 2019 级专升本班毕业论文（设计）选题相关事项通知

如下。

1.选题班级及指导教师说明

参加本次选题的班级为学前教育 2017 级（1）、（2）班，学前教育 2019

级专升本班，合计 140 人，指导教师共计 16 人。

2.选题方法

本次选题实行师生双向选择。毕业论文（设计）原则上一人一题。经过学生

提出，指导教师同意、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可以几个人同

做一个课题，但该课题应划分为若干子课题，每个学生必须独立完成自己承担的

子课题任务，分工明确，独立撰写论文（设计）。

（1）学生

请各班同学根据自己的专业研究兴趣及专长，查阅资料，初拟研究题目及研

究计划后，联系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列表见附表 1）汇报研究计划，在征得指导

教师同意后上报本班学习委员。

毕业论文是人才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四年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

的检验，也是培养科研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学生在选题时应紧扣所学专

业，兼顾专业方向。本级学生所选题目不能与前三届学生实际所选题目重复(见

附表 2)，本级学生题目也不得雷同。

（2）教师

指导教师根据核定的指导数量及学生的实际情况接受或拒绝学生选题。超过

核定指导数量或认为学生难以完成所选题目时，教师可拒绝学生选题，但最终

指导数量未达核定数量时，学院会作相应调整。

3.选题调整说明

学院对各班上报的选题汇总分析后，将遵循均衡教师工作量、符合人才培养

方向、兼顾部分研究方向的特殊性等三项原则，对部分选题作适当调整。存在下

列三种情形的将优先调整：

（1）未经指导教师同意上报的选题；

（2）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选题的学生；

（3）指导数量未达或超过核定数量的教师。

4.选题上报时间

各班学习委员汇总选题后请于2020年 9月25日前将汇总表发送至王艳梅老

师电子邮箱（xqjywym@cxtc.edu.cn）。

学前教育学院

2020 年 9 月 14 日

mailto:fqc@cx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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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21 届毕业生指导教师列表

序号 姓名 学科方向 指导量 选题班级

1 李昌茂 教育学 4

2017 级学前教育（1）（2）

班、2019 级学前教育专升

本班

2 马建荣 教育学 4

3 马如彪 教育学 4

4 王光雄 教育学 6

5 孙梅娟 艺术 11

6 郝萍瑞 教育学 11

7 赖映红 教育学 11

8 徐跃飞 教育学 11

9 王艳梅 教育学 11

10 赵金苹 教育学 11

11 龚方圆 艺术 11

12 张诗函 教育学 11

13 杨希昌 艺术(美术) 10

14 白京 思想政治类 10

15 李娅婵 艺术(美术) 10

16 代琳娜 艺术 4

合计 16 人 140 人

附表 2:近三年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名单

楚雄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毕业论文（设计）近 3 年题目统计表

序

号

2020 届论文题目

（2016 级学前教育

+2018 级专升本）

2019 届论文题目

(2015 级学前教育+2017 专

升本)

2018 届论文题目

(2014 级学前教育)

1 楚雄市 A 幼儿园户外自

主游戏活动开展现状调

查研究

幼儿园主题墙创设对幼儿

创造力发展影响的探究

傣族舞蹈在幼儿户外活动中

的运用策略研究-以临沧市章

驮乡勐旺完小学前班为例

2 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语

言领域的策略研究—以

楚雄市 L 幼儿园为例

大班户外建构活动对儿童

合作行为影响的探究

幼儿园科学领域教学活动内

容的现状与分析——以石狮

市永宁镇沙堤幼儿园为例

3 进餐环节中幼儿违规行

为的表现及应对策略研

究——以姚安县 H 幼儿

园为例

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对幼

儿身心健康的影响分析—

—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

1-3 级考试教材为例

彝族学前儿童创意写生画能

力培养的策略

4 语言教育活动中幼儿教

师用语存在问题及对策

研究——以姚安县 X 幼

幼儿园早操活动开展现状

及对策分析——以楚雄市 S

幼儿园为例

贡山县幼儿园“山水教育”课

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现状及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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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为例

5 小班良好常规建立的对

策研究——以楚雄州 Y

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艺术领域中舞蹈教

育的现状研究——以楚雄

市 S 幼儿园为例

傈僳族图腾元素在幼儿园班

级墙面环境创设中的应用

6 幼儿园自主游戏分享环

节探究——以楚雄州 C

幼儿园中班为例

“被忽略”幼儿在园一日活

动的个案研究——以泸水

市Y幼儿园小班D幼儿为例

音乐游戏在幼儿园小班的运

用——以牟定县幼儿园为例

7 绘本运用于幼儿园小班

数学活动的实施策

略――以楚雄市 A 幼儿

园小一班为例

傈僳族舞蹈元素“哇其”“迁

哦”在幼儿园舞蹈教学中的

运用及现状研究——以泸

水市 S 幼儿园为例

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类型及

预防

8 幼儿园开展家访工作存

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泸水市 X 幼儿园为

例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在幼儿

舞蹈教育活动中的运用现

状分析——以楚雄市A幼儿

园为例

幼儿园图书馆建设现状及存

在问题的个案研究

9 《小猪佩奇》对当代二孩

家庭教育问题的启示—

—以楚雄市 X 幼儿园二

孩家庭为例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

育专业本科生舞蹈素养培

养的调查研究——以楚雄

师范学院为例

幼儿园国防教育现状调查分

析——以临沧市临翔区幼儿

园为例

10
安吉游戏在幼儿园户外

活动中的运用现状－以

楚雄州 X 幼儿为例

少数民族舞蹈元素融入幼

儿园歌舞教学活动策略分

析——以双柏县老虎笙为

例

儿歌在托班幼儿一日生活常

规中的运用个案研究——以

牟定县幼儿园为例

11 浅谈父母教养方式对

4--5 岁幼儿生活自理能

力的影响——以楚雄市

S幼儿园幼儿为例

幼儿园歌唱教学的现状调

查与解决策略分析—以楚

雄市城区幼儿园为例

民办幼儿园小学化问题研究

—以福建省晋江市龙湖县几

所幼儿园为例

12 彝族民间故事在幼儿园

大班语言活动中的应用

——以火把节的故事为

例

基于OBE教育理念的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歌唱素养学习

与实践研究——以楚雄师

范学院为例

特色园建设背景下大班区角

材料投放的研究——以牟定

县戌街乡老衲村幼儿园为例

13

楚雄市 s 幼儿园小班家

园共育现状调查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奥尔

夫音乐活动的本土化探究

——以楚雄市城区幼儿园

为例

厦门市湖里区民办幼儿园歌

舞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14 幼儿大班游戏规则建立

的问题及策略——以楚

雄市 S 幼儿园为例

大班幼儿大肌肉动作发展

现状及促进策略研究——

以维西县县幼儿园为例

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专业能

力的调查研究——以楚雄市

XXX 高校为例

15 浅谈 5-6 岁幼儿在绘画

色彩运用中的情绪表达

研究——以楚雄市 J 幼

儿园为例

幼儿园大班性别角色教育

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楚

雄市西城幼儿园为例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本土化

研究——以楚雄牟定县幼儿

园为例

16 隔代教育对留守儿童成

长的影响——以楚雄市

《农村幼儿园开展科学教

育活动探究-----以大姚县

达尔克罗兹教学法在幼儿音

乐教学活动中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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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幼儿园为例 金碧镇三所幼儿园大班为

例》

—以楚雄市区为例

17
幼儿自我服务能力提升

途径的探究——以楚雄

市 Y 幼儿园小三班为例

音乐游戏在大班幼儿一日

活动中的运用研究——以

楚雄市 Z 幼儿园为例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农村幼

儿园音乐活动中的探究——

以临沧市南美中心幼儿园为

例

18 接送幼儿时家长与教师

交流现状研究——以楚

雄州 F 幼儿园为例

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

的调查研究——以永胜县

幼儿园为例

腊鲁泼彝族育儿习俗研究

19 学前教育专业男生心理

压力分析及缓解对策—

—以楚雄师范学院学前

教育学院 2016 级-2018

级男生为例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大班

歌唱活动中的个案研究—

—以《小鱼的梦》为例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中教

师角色的探究——以楚雄市

机关幼儿园为例

20 幼儿园篮球活动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

——以楚雄市 S 幼儿园

为例

地方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视

唱能力现状调查研究——

以楚雄师范学院为例

幼儿园亲子活动期望调查分

析――基于 A 幼儿园 98 位家

长的视角

21 入园环节中家长应对幼

儿入园焦虑方法的调查

研究——以楚雄市 L 幼

儿园小三班为例

傈僳族音乐在幼儿一日活

动中的运用——以泸水市

幼儿园为例

奥尔夫音乐动作造型训练在

《玩具进行曲》中的运用研究

22
幼儿园班级室内墙面环

境创设研究――以临沧

市云县 X 幼儿园为例

音乐游戏在幼儿园中班音

乐教学活动中的运用研究

—— 以楚雄市机关幼儿园

为例

幼儿入园焦虑初探

23 大班建构区活动教师指

导策略研究——以楚雄

市 C 幼儿园为例

歌唱活动在中班幼儿审美

能力培养中的实践研究
《指南》指导下的 3-6 岁幼儿

德育途径研究

24 小班科学区活动材料投

放的策略研究——以泸

水市 Y 幼儿园小十班为

例

汤果壮族童谣的学前教育

价值研究
幼儿园家长开放日活动的现

状调查——以牟定县城区幼

儿园为例

25 幼儿园生活馆使用现状

研究――以楚雄市 L 幼

儿园为例

情绪主题绘本在幼儿园区

域活动中的运用研究——

以楚雄市公办幼儿园为例

中日动画作品文化内涵与教

育方式的比较研究

26 大班户外建构游戏中教

师指导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研究 ——以楚雄州 Z

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准备

的现状研究—以近 15 年

221 份活动设计为例

小班早期阅读活动现状研究

——以楚雄市机关幼儿园 C

班为例

27 幼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

节现状调查——以楚雄

州 Z 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户外游戏场地规划

的现状研究——以楚雄市

城区公办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早操音乐选择与编配

的研究――以楚雄市机关幼

儿园为例

28 大班幼儿合作式户外体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性 奥尔夫节奏教学在农村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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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游戏活动的指导策略

研究——以楚雄市 C 幼

儿园为例

向调查研究——以云南某

高校为例

班的运用——以永平县龙门

乡官上村完小为例

29 幼儿园教师尊严感现状

的研究——以楚雄市 L

幼儿园为例

云南宣威芙蓉寨彝族育儿

习俗研究
永平县农村幼儿园户外体能

活动调查研究

30
活动室内幼儿区角选择

的现状研究———以楚

雄市 S 幼儿园中班为例

民族体育游戏在幼儿园户

外活动中的运用研究--以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A幼儿园

为例

彝族学前儿童拓印画实践能

力培养研究

31
关于小班幼儿在建构区

违规行为的现状研究--

以楚雄市 S 幼儿园为例

农村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

及优化途径——以丽江市

永胜县顺州镇s幼儿园为例

音乐游戏在农村幼儿园大班

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实践研究

--以怒江州鲁掌镇幼儿园为

例

32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

园户外体育游戏开展的

现状研究――以楚雄市

S幼儿园为例

对临沧耿马县幼儿园开设

民族艺术教育的可行性分

析

“亿童学习包”教材编制的特

色与启示—以牟定县第二幼

儿园为例

33
民族地区幼儿园感恩教

育的实践研究--以楚雄

市鹿城镇 L 幼儿园为例

农村彝族幼儿园音乐教学

现状及对策分析——以丽

江市永胜县羊坪乡A幼儿园

为例

巍山县城乡幼儿园家长教育

观念现状调查研究

34 公立幼儿园室外绿化环

境创设的个案研究--以

楚雄市 L 幼儿园为例

打击乐在幼儿园音乐教学

中的有效运用—-以楚雄市

机关幼儿园为例

民办园幼儿教师远程培训需

求调查分析——以临沧市临

翔区为例

35 关于家园合作之家长陪

餐日开展现状研究--以

楚雄市鹿城镇 F 幼儿园

为例

幼儿园安全保障现状调查

与对策研究——以L幼儿园

为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幼儿园水墨

画教学必要性及途径研究—

—以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

为例

36 “小先生制”在幼儿园班

级管理中的实践思考 —

—以楚雄市 X 幼儿园为

例

浅谈幼儿园自制玩教具在

幼儿教育中的作用
幼儿园大班绘本阅读教学策

略的调查研究––以楚雄市

三所幼儿园为例

37 5-6 岁幼儿使用电子产

品的现状研究--以楚雄

市 X 幼儿园为例

浅谈幼儿园中班美工区域

活动的指导策略

幼儿园音乐游戏活动中师幼

互动的调查研究——以楚雄

市机关幼儿园为例

38
河南省H县城区3-4岁幼

儿龋齿情况的调查研究

傈僳族歌谣在幼儿游戏跳

皮筋中的教育价值及应用

——以云南省腾冲市为例

大班幼儿蜡笔画教学探究—

—以楚雄市机关幼儿园为例

39 地方高校学前教育专业

毕业生就业质量状况研

究——以 C 学院 2015 级

毕业生为例

教师在建构游戏指导中的

问题及改进策略
学前教育师范生实践性知识

发展的现状调查——以楚雄

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

40 幼儿园转岗男教师职业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 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开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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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过程的个案研究 区域环境创设的策略研究 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41 3—6 岁幼儿家庭教育中

父亲参与现状的调查研

究——以楚雄市为例

二十四节气在幼儿园课程

中的运用策略研究
手指游戏在幼儿园过渡环节

中的运用研究

42 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

业压力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楚雄市 C 学院为例

试论幼儿园科学活动过程

中生成性问题的应对策略

吹画在幼儿教学中的运用研

究——以牟定县金马村幼儿

园为例

43 幼儿园利用布朗族艺术

资源的困境及策略研究

—以临沧市邦丙乡 B 幼

儿园为例

幼儿园教材选用中的问题

及解决对策研究 宜良县 A 村苗族母亲素养现

状及影响因素的个案研究

44
师幼互动中幼儿情绪特

征的表现分析——以楚

雄市 Z 幼儿园为例

大班额背景下教师开展语

言教育活动的问题及改进

策略——以楚雄市鹿城幼

儿园为例

中美小学生校园欺凌预防策

略比较

45 草编在幼儿美术活动中

的应用研究――以玉溪

市 D 镇中心幼儿园为例

“磨秋”文化融入哈尼族地

区幼儿园课程初探——以

元阳县 X 幼儿园为例

小班幼儿挑食行为的原因及

对策研究――以贡山县茨开

幼儿园为例

46
“大班幼儿眼中的小学”

调查研究

绘本教学在农村幼儿园的

运用研究——以丽江市永

胜县 S 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大班簸箕画教学活动

实践探究——以怒江市幼儿

园为例

47 “非遗”传承视角下布朗

族蜂桶鼓舞园本课程的

开发研究——以双江县

邦丙乡 B 幼儿园为例

小班幼儿午睡问题及管理

对策研究——以楚雄市X幼

儿园为例

公办幼儿园教师职后培训需

求的调查研究——以双柏县

A幼儿园为例

48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集中

教育实习满意度现状调

查——以 C 学院为例

傈僳族节日文化融入幼儿

园课程的现状研究―以泸

水市 A 幼儿园为例

农村幼儿户外混龄交往开展

现状研究——以临翔区 A 幼

儿园为例

49 巧家县民办幼儿园新手

教师职业压力现状调查

研究

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现

状分析与培养策略――以

楚雄市X幼儿园小二班为例

楚雄市市区公立幼儿园早期

阅读教学现状调查研究

50 城市公共图书馆少儿阅

读区环境创设的现状及

问题研究——以 C 市为

例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学前儿

童性教育现状——以巍山

彝族回族自治县为例

大班幼儿游戏中同伴冲突教

师介入的策略——以楚雄市

A幼儿园为例

51 白族地区 3—6 岁幼儿

父亲教养行为现状调查

—以大理鹤庆城区为例

近十年永宁乡摩梭人幼儿

家庭教育内容变化探析

寄宿制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现

状分析--以临沧市勐旺完小

为例

52 藏族地区 0—3 岁婴幼儿

家庭教养现状与教养需

求调查—以迪庆州 D 村

为例

男幼师在幼儿教育中的优

势与不足
小班益智区材料投放的现状

研究——楚雄市西城幼儿园

为例

53 基于傈僳族文化资源的

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研

乡镇幼儿园安全教育现状

及对策——以六德乡中心

民办幼儿园教师激励现状研

究——以牟定县共和镇 Y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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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泸水市 M 幼儿

园为例

幼儿园为例 儿园为例

54 壮族服饰文化在幼儿园

艺术活动中的应用研

究―以文山州 F 县为例

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指

导策略
唱游律动渗透在幼儿园日常

生活中的策略研究

55
昆明市 0—3 岁婴幼儿家

长早教需求的调查研究

幼儿园阅读区阅读材料投

放的分析研究——以楚雄

市鹿城幼儿园为例

区角活动中小班幼儿规则意

识的培养初探

56 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专

业认同调查研究——以

C学院为例

家庭教养方式对小班幼儿

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

以维西县 W 幼儿园为例

自然材料在幼儿园环境创设

中的运用探究——以贡山县

茨开镇幼儿园为例

57 大班幼儿户外自主游戏

中同伴互动的现状研究

——以楚雄州 A 幼儿园

为例

小班幼儿良好午睡习惯养

成教育的分析研究——以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W幼儿园

为例

职业吸引力视角下农村民办

幼儿园教师流失的现状研究

——以牟定县 3 所农村民办

幼儿园为例

58 大班幼儿在科学教育活

动中提问现状调查研究

——以楚雄市三所公立

园为例

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研究——以临

沧市云县某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开展古诗教学活动的

方法探究——以楚雄市 X 幼

儿园为例

59 家长对幼儿语言入学准

备的认识研究——以楚

雄州 A 幼儿园为例

手指游戏对幼儿的影响研

究
永平县民办幼儿园体育游戏

开展情况及改进建议

60 幼儿园开展民间体育游

戏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

究——以大理市 S 幼儿

园

农村幼儿园多媒体教学的

现状及对策思考——以南

诏镇部分幼儿园为例

民办幼儿园新手教师在职培

训的现状与需求研究——以

牟定县 5 所民办幼儿园为例

61 幼儿园“同课异构”教

研活动开展现状的调查

研究——以楚雄市三所

公立幼儿园为例

多媒体技术辅助幼儿科学

教学的策略研究——以楚

雄市部分幼儿园为例

云南边境地区幼儿园国防教

育个案研究——以临沧市临

翔区 Q 幼儿园为例

62 彝族服饰元素融入幼儿

园环境创设的调查研究

——以楚雄市三所公办

幼儿园为例

多媒体辅助幼儿园绘本教

学的现状调查研究——以

楚雄市区部分幼儿园为例

沧源岩画在幼儿园美术活动

中的创新性运用―以临沧地

区为例

63 亲子阅读互动与大班幼

儿接受性词汇探究——

以楚雄市 C 幼儿园为例

学前儿童泥工活动的问题

及对策研究

幼儿电子档案袋使用中存在

的问题及改进策略——以永

平县 A 幼儿园为例

64 幼儿园中班数学活动常

规的现状及培养策略研

究——以楚雄市 Y 幼儿

园中班“数的认识”为

例

幼儿园美术活动中扎染工

艺图案元素运用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父母陪伴幼儿

现状调查研究——以泸水市

六库镇为例

65 大班幼儿家庭玩具选购

现状研究——以吕梁市

傈僳族服饰图案元素在幼

儿园环境创设中的运用探

大班美术活动中彝族传统服

饰图案运用研究—以楚雄市



8

东村镇三所幼儿园为例 究－－以怒江泸水市幼儿

园为例

西城幼儿园为例

66 微信平台在家园共育中

的应用研究——以昭通

市 S 幼儿园为例

彝族服饰图案在幼儿园美

术活动中的运用探究

家长选择亲子读物的现状研

究——以楚雄R市R幼儿园为

例

67 学前教育学生集中教育

活动设计能力现状及对

策研究——以楚雄师范

学院专升本学生为例

绘本阅读中幼儿美学兴趣

的培养探究
幼儿园的礼仪教育现状及对

策研究——以牟定县 J 幼儿

园为例

68 幼儿园体能活动现状及

对策研究——以姚安县

A幼儿园体为例

影响幼儿园音乐游戏活动

开展的因素及优化策略探

究

乡土教育资源在幼儿园教育

活动中的运用分析——以云

南省楚雄西城幼儿园为例

69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学生

信息素养现状研究——

以楚雄师范学院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为例

纳西族民歌在幼儿园音乐

活动中的运用研究 ——以

永胜县幼儿园为例

扎染工艺在幼儿园美术活动

中的传承与运用

70 幼儿园值日生活动研究

——以楚雄市三所幼儿

园为例

幼儿园舞蹈教育女性化趋

势的转变策略探究
精细化管理理念对幼儿园班

级管理的启示

71 大班游戏故事开展现状

研究——以楚雄 Z 幼儿

园户外自主游戏故事为

例

“体态律动”在幼儿园音乐

活动中的运用策略探究—

—以楚雄市 A 幼儿园为例

民办幼儿园混龄教育实施现

状研究——以牟定县三所民

办幼儿园为例

72 幼儿家长对参加校外培

训机构教育需求的现状

研究——以楚雄市公立

幼儿园为例

边疆地区幼儿园音乐活动

中多媒体运用现状调查及

优化策略研究 ——以怒江

州 A 幼儿园为例

大理剑川白族木雕对幼儿审

美能力的培养

73 傈僳族服饰文化在幼儿

园美术教育活动中的运

用研究——以泸水市幼

儿园为例

儿歌渗透在幼儿园社会领

域活动中的策略探究——

以幼儿园大班为例

近五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学

前教育投资政策及其启示

74 农村幼儿早期阅读习惯

培养的现状调查及对策

研究——以昭通市 A 幼

儿园为例

试探3-4岁城市幼儿父母在

亲子阅读中的角色定位
幼儿园档案袋评价在家园共

育中的有效运用——以楚雄

市 A 幼儿园为例

75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的

问题及策略研究——以

B幼儿园为例

中班幼儿绘本教学中教师

指导策略的提升——以楚

雄市 S 幼儿园为例

自制器械在幼儿体育活动中

的应用研究——以泸水市 Y

幼儿园为例

76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师

资格证笔试调查研究—

—以某高校第一届统考

生为例

关于 3—6 岁幼儿亲子阅读

情况的调查研究 ——以楚

雄市鹿城幼儿园为例

公立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开

展现状研究——以云南省楚

雄市西城幼儿园为例

77 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学

习困境研究及对策——

浅谈家长以绘本为载体对

幼儿隐私部位保护意识的

幼儿歌舞在小班音乐活动中

的教学策略研究——以双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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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楚雄师范学院为例 培养─以楚雄X幼儿园为例 县机关幼儿园为例

78 父亲参与亲子阅读活动

现状及指导策略研究—

—以姚安县 A 幼儿园为

例

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社会

性发展的影响——以楚雄

市公立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户外活动中随机教育

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以楚雄市 X 幼儿园为例

79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集中

实习的现状研究——以

楚雄师范学院为例

楚雄市区公立幼儿园教师

科学素养现状调查研究

农村寄宿制幼儿园保育工作

管理现状分析——以永平县

水泄乡中心幼儿园为例

80 角色游戏中幼儿角色选

择的现状研究——以楚

雄市三所幼儿园大班为

例

南涧县城乡幼儿园礼仪教

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教师职

后音乐素养发展状况研究—

—以牟定县幼儿园为例

81 幼儿园集中教学中教师

评价语言运用的现状研

究——以楚雄市 C 幼儿

园为例

幼儿挑食情况的调查
幼儿家长对民办幼儿园满意

度调查研究——以南华县为

例

82 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

专业认同现状及对策研

究——以楚雄师范学院

为例

国外学生使用手机的管理

方法及启示
幼儿园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实

施策略研究——以永平县 A

幼儿园为例

83 教师指导益智区活动存

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楚雄市 J 幼儿园为

例

亲子教育活动中父亲参与

情况的研究
“家长”视角下掌通家园平台

的运用研究——以厦门市湖

里区 x 幼儿园为例

84 语言教学活动中教师提

问的观察研究---以楚雄

市 S 幼儿园为例

<<小猪佩奇>>主角角色形

象的教育价值

区域游戏中幼儿规则意识的

培养策略——以楚雄市 A 幼

儿园为例

85 幼儿园主题式早操特色

探析——以楚雄市 X 幼

儿园为例

废旧材料在幼儿园户外活

动中的价值分析——以云

县草皮街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自制玩教具的效用现

状及问题分析——以临翔区

三所幼儿园为例

86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毕业

生就业取向变化研究—

—以楚雄师范学院为例

丽江市永胜县幼儿园转岗

教师的培训需求分析

幼儿园早操编排存在问题及

对策研究——以楚雄市 x 幼

儿园为例

87 大班幼儿不良饮食行为

调查研究——以楚雄市

A幼儿园为例

学前儿童不良行为表现特

征及矫正
纸艺对幼儿创造性思维培养

的探析——以衍纸为例

88 幼儿园美工区幼儿分享

行为现状调查研究——

以楚雄市两所幼儿园大

班为例

《听赏方式对幼儿国学经

典学习的影响研究》
幼儿园语言领域中儿歌的实

施现状研究——以临沧市临

翔区 Y 幼儿园为例

89 彝族民间游戏在幼儿园

健康领域中的运用研究

——以楚雄市 A 幼儿园

为例

奥尔夫音乐教育对幼儿音

乐智能开发的重要性
户外自主游戏材料投放存在

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以楚

雄市 F 幼儿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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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教

学用语的研究――以楚

雄师范学院为例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幼儿

园的实践探究——以大班

音乐欣赏《久拉》为例

区角活动中幼儿分享行为表

现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楚

雄市 A 幼儿园中班为例

91 幼儿园生活活动中安全

教育的现状研究——以

楚雄市 X 幼儿园为例

以绘本为载体的儿童戏剧

探究——以《小猪变形记》

为例

试论农村幼儿园环境创设中

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

牟定县金马村幼儿园为例

92 幼儿园小班科学探究活

动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楚雄市 S 幼儿园

为例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农村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中的实

践探索—以丽江市永胜县

永北镇凤鸣幼儿园为例

盐工艺在幼儿园美术活动中

的开发与利用

93 幼儿园绘本教学活动中

的师幼互动研究——以

楚雄市 Z 幼儿园为例

傈僳族音乐在幼儿园中的

传承研究——以泸水市幼

儿园为例

学前儿童水粉画的游戏化教

学策略初探――以笔者实习

及相关调查为例

94 幼儿园体育活动中使用

自制玩具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以丽江市 S 幼

儿园为例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幼儿

园音乐活动中的应用研究 隔代抚养对农村小学生在校

卫生习惯的影响研究

95 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中

的安全问题和对策研究

——以楚雄市 J 幼儿园

为例

彝族民歌在地方高校的传

承研究——以楚雄师范学

院为例

少数民族美术元素在幼儿园

手工活动中的运用研究——

以怒江傈僳族手工编织为例

96 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现

状及对策研究—以曲靖

市 Z 幼儿园为例

景谷县“三跺脚”运用于幼

儿园音乐活动中的可行性

分析

幼儿美术教学中创意撕纸活

动实践研究

97 幼儿园教师的幼儿心理

健康教育观现状研究—

—以 Y 县三所幼儿园为

例

幼儿园阅读区制度规范对

幼儿的影响——以楚雄市

XX 幼儿园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小学家校合作

研究

98
幼儿园集体教育活动中

教师情绪管理现状研究

——以 Z 幼儿园为例

大班幼儿户外活动冲突行

为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策略

——以楚雄市C幼儿园为例

沧源佤族木鼓舞在幼儿园歌

舞教学活动中的运用策略研

究——以沧源佤族县幼儿园

为例

99 幼儿园小班数学教育生

活化现状研究-以玉溪市

Z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教师开展性教育活

动现状、问题及对策——以

楚雄市 C 幼儿园为例

大班幼儿早期阅读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以楚雄市 X 幼

儿园大四班为例

100 幼儿园教学中合理运用

多媒体技术的策略探究

——以楚雄 A 幼儿园为

例

基于傈僳族文化传承的幼

儿园环境创设研究——以

泸水市 C 幼儿园为例

乡镇民办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倾向的现状研究—以牟定县

Y幼儿园为例

101 幼儿园食育策略探究—

—以楚雄市 X 幼儿园为

例

怒江州傈僳族幼儿园家园

合作的现状研究——以泸

水市 A 幼儿园为例

102 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的

开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研

城市民办园亲职教育现状

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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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楚雄市三所幼

儿园为例

雄市 B 幼儿园为例

103 幼儿园保育员胜任力现

状及存在问题研究——

以楚雄市三所幼儿园为

例

中班幼儿争抢行为的教育

策略研究

104 基于小学的入学准备存

在的问题及策略探究–

–以漳州市 Y 小学为例

傣族民族传统节日在幼儿

园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105 乡镇幼儿园沙水游戏的

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楚雄市 C 幼儿园为

例

《幼儿早期阅读活动中师

幼互动现状分析与改进策

略》

106 幼儿园亲子活动开展现

状及策略探究——以楚

雄市 X 幼儿园为例

家庭背景对幼儿成长发展

的影响研究

107 小班幼儿个别化学习实

施策略研究—以楚雄市

C幼儿园为例

幼儿教师高控行为的现状

研究——以大姚县B园为例

108 幼儿园新教师入职适应

问题与对策研究——以

楚雄市四所公立幼儿园

为例

民族民间游戏在幼儿园教

育教学中的运用研究—以

双柏县机关幼儿园为例

109 幼儿园师徒制配班模式

的策略研究––以楚雄

市 X 幼儿园为例

隔代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

究

110
曲靖市麒麟区某托育机

构服务现状个案研究

幼儿不良行为及纠正对策

研究—以幼儿争抢玩具为

例

111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一日

生活环节优化策略探析

——以楚雄市 S 幼儿园

为例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幼儿

园户外活动现状调查研究

—以怒江泸水市幼儿园为

例

112 区域活动中废旧材料的

运用探究——以楚雄市

A幼儿园为例

4-5 岁幼儿进餐礼仪的调查

研究——以维西傈僳族自

治县 A 幼儿园为例

113 学习共同体促进幼儿教

师专业发展的路径探析

——以楚雄市 F 幼儿园

为例

农村学前留守儿童亲社会

行为培养策略研究——以

云南省蚌峨乡为例

114
一名男幼儿教师专业成

长的叙事研究

父亲参与幼儿亲子阅读现

状及存在问题研究——以

楚雄市公立幼儿园为例

115 体育游戏培养幼儿运动 大班幼儿自主游戏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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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策略探究——以楚

雄市 B 幼儿园为例

的语言指导策略探究——

以楚雄市 L 幼儿园为例

116 大班户外自主游戏中教

师指导策略研究——以

宜良县五所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实施的

个案研究

117 傈僳族民间游戏在幼儿

园的开发和运用探究—

—以泸水市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传承白族文化的策

略研究——以剑川县A幼儿

园为例

118 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教

学效能感调查研究——

以楚雄市 C 校为例

幼儿园大班绘本教学中教

师提问策略研究——以楚

雄市 L 幼儿园为例

119 大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

的培养策略研究——以

F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大班数学教学游戏

化现状及策略研究——以

楚雄市 A 幼儿园为例

120 生命教育视角下幼儿园

科学教育活动现状研

究――以昆明市 Z 幼儿

园为例

阅读区中混龄阅读活动的

现状及对策研究——以福

州市格林贝特幼儿园为例

121
STEM 背景下科学活动中

幼儿深度学习的研究—

—以 Z 幼儿园为例

班级环境创设在幼儿园常

规教育中的影响研究——

以楚雄市鹿城幼儿园大S班

为例

122

主题背景下中班区域游

戏材料投放的个案研究

手指游戏在幼儿园小班班

级常规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以大姚县金碧镇中心

幼儿园为例

123 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教

案分析——以曲靖市三

所幼儿园 81 篇教案为例

大班额背景下幼儿园一日

活动现状研究——以 XX 县

幼儿园为例

124 儿歌教学在幼儿园语言

活动中的开展现状研究

--以楚雄州 Z 幼儿园为

例

幼儿园户外活动中潜在安

全隐患及消除对策研究—

—以楚雄市某幼儿园为例

125 手指游戏在小班幼儿教

学导入中应用研究——

以楚雄市 Z 幼儿园为例

家园共育中家长参与亲子

活动的现状研究一一以楚

雄市某幼儿园为例

126 积极心理暗示在幼儿园

教育中的运用探究—以

大理州 M 幼儿园为例

新媒体环境下1-3岁幼儿早

期阅读培养策略研究——

以曲靖市城区为例

127 积极心理暗示在幼儿园

教育中的运用探究—以

大理州 M 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非在编教师职业发

展存在的问题及管理对策

128 供给需求理论视角下学

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

文化认同对少数民族大学

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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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分析——以楚雄师

范学院为例

129 幼儿家庭教育中羞耻行

为教育的状况分析

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生的原

因及预防对策

130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说课

技能存在的问题及提升

对策——以 XXX 学校为

例

幼儿合作形式及改进

131 学前教育专业男生音乐

素养培养策略初探——

以 XXX 学院为例

民族元素材料在幼儿园美

工区的投放与运用研究—

—以维西县幼儿园为例

132 幼儿园基本体操开展现

状及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以 A 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剪纸活动中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楚

雄市鹿城幼儿园为例

133 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

幼儿舞蹈创编能力的现

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以楚雄师范学院为例

农村幼儿园粘贴画教学探

究——以永胜县仁和镇中

心幼儿园大班为例

134 浅谈律动元素在幼儿舞

蹈启蒙教育中的作用

论传统游戏中的玩教具在

学前教育中的价值

135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美

术技能的现状研究—以

楚雄师范学院 2016 级学

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为例

幼儿命题画教学指导策略

探究——以楚雄市西城幼

儿园为例

136 多媒体辅助幼儿美术教

学活动的策略研究——

以楚雄市部分幼儿园为

例

中班幼儿纸艺活动中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

永胜县仁和镇中心幼儿园

中班为例

137

PPT 技术在幼儿园绘本

教学活动中的应用研究

染纸在幼儿园小班美术活

动中的运用研究——以丽

江市永胜县县幼儿园小班

为例

138
多媒体教学下幼儿注意

力表现的分析

幼儿园礼仪教育的特色与

启示——以大姚县北城幼

儿园为例

139
幼儿信息素养现状调查

与提升策略研究

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

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永

胜县三川镇 X 幼儿园为例

140 农村学前教育师资队伍

现状的调查分析——以

石羊镇 3 所幼儿园为例

幼儿园大班安全教育问题

及对策研究-—以楚雄市 C

幼儿园为例

141 双江县勐库镇拉祜族幼

儿入学情况及影响因素

分析

大班幼儿在建构游戏中的

合作行为研究——以全椒

县江海幼儿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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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彝族地区幼儿园多元文

化课程实施的现状及其

对策分析——以楚雄市

L幼儿园为例

顶岗实习对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专业素质的影响研究

--以楚雄师范学院 2015 级

学生为例

143
楚雄市 S 幼儿园小班户

外活动组织策略探究

傈僳族民间故事在幼儿园

语言活动中的运用探究—

—以泸水市幼儿园为例

144 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园

开展情况的研究——以

楚雄市 C 幼儿园为例

大班幼儿争抢玩具行为现

状及其教育策略分析——

以楚雄市 X 幼儿园为例

145 幼儿园户外体能大循环

运动开展现状研究——

以楚雄市 S 幼儿园为例

古代书法蒙学对学前儿童

书法启蒙教育的启示

146

大班幼儿追逐打闹游戏

行为及其指导策略研究

小班美术活动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研究——以楚雄市

机关幼儿园“绘画活动”为

例

147 家长为幼儿选择家庭玩

具及参与使用的现状分

析与指导策略

“全园大阅读活动”的实施

现状及优化策略探析

148
幼儿违规行为的观察研

究

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师

德培养现状研究——以楚

雄师范学院为例

149
楚雄市 S 幼儿园小班户

外活动组织策略探究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

习满意度调查分析——以

楚雄师范学院为例

150 幼儿园保育员队伍现状

的调查分析——以楚雄

市三所幼儿园为例

学前教育本科生职业认同

的现状研究——以楚雄师

范学院为例

151
幼儿园家园合作现状的

调查研究——以楚雄市

4 所幼儿园为例

家庭教养方式与幼儿自信

心的相关关系研究——以

楚雄市市区公立幼儿园为

例

152 创意美术在幼儿园的开

展情况与分析——以楚

雄市 3 所幼儿园为例

3-6 岁幼儿告状行为教师引

导策略研究——以楚雄市

西城幼儿园为例

153
农村与城市幼小衔接现

状的比较研究

民族文化资源在园本课程

中的开发和利用研究——

以耿马县中心幼儿园为例

154 户外混龄游戏在幼儿园

实施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以楚雄市 X 幼儿园为

例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家园

合作现状研究——以营盘

镇中心幼儿园为例

155 幼儿争抢行为及其教育 摩梭人家屋教育对幼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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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研究 长影响的调查分析——以

宁蒗拉伯村为例

156 壮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发

展现状的调查分析--以

文山州富宁县的三所幼

儿园为例

对学前教育（专升本）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

的调查分析——以楚雄师

范学院为例

157 楚雄市 F 幼儿园中国传

统节日主题活动开展现

状的调查分析

对《幼儿智慧游戏课程》中

小班美术课程教学资源的

分析

158 《傈僳族童谣在幼儿园

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以怒江州泸水市幼

儿园为例》

少数民族体育游戏在幼儿

园户外体育大循环中的实

践探索——以泸水市幼儿

园为例

159 《游戏在幼儿园打击乐

器演奏集中教育活动中

的运用探究》

双柏法裱镇彝族育儿习俗

初探

160 《回归生活的学前儿童

歌唱活动探究——以楚

雄市 X 幼儿园为例》

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培

养及干预策略——以临沧

云县县城中心幼儿园为例

161 《音乐图谱在大班音乐

活动中的个案研究——

以<狮王进行曲>为例》

家园共育下家园联系手册

的使用现状研究——以云

县县城中心幼儿园为例

162
《怒江州少数民族幼儿

园音乐教学活动中师幼

互动的调查研究——以

泸水市幼儿园为例》

163 《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歌

曲弹唱课程体系设置的

调查研究——以楚雄师

范学院为例》

164 《奥尔夫音乐节奏训练

在学前儿童钢琴启蒙教

学中的运用研究》

165

《歌唱活动在幼儿园中

班的运用研究——以楚

雄市 X 幼儿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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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幼儿节奏感在韵律活

动中的培养策略》

167
《儿童戏剧活动在幼儿

园教学活动中的实践研

究——以楚雄市 X 幼儿

园为例》

168
《幼儿园早操活动中融

入少数民族舞蹈的个案

研究——以楚雄市鹿城

幼儿园为例》

169

《幼儿教师音乐素养对

幼儿音乐教育的影响研

究》

170

《楚雄彝族音乐资源在

幼儿园音乐课程中的应

用价值分析》

171

《幼儿园音乐教育生活

化的实践探究——以楚

雄市 S 幼儿园为例》

172
《苗族音乐在地方幼儿

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传

承与发展——以龙街苗

族乡 B 幼儿园为例》

173
《学前专业实习生在幼

儿园实施音乐教学活动

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楚雄师范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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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儿歌在幼儿园集中教

学活动中的运用研究》—

—以楚雄市 F 幼儿园为

例

175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

本科学前教育专业中的

应用策略探讨》

176
《傣族象脚鼓文化在幼

儿教育中的应用价值研

究》——以勐腊县曼岗纳

村为例

177

《幼儿园韵律活动课程

游戏化的研究》

178

《儿童戏剧教育在幼儿

园中的实践研究――以

楚雄市 XX 幼儿园为例》

179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

中班音乐活动中的应用

研究——以楚雄州幼儿

园为例》

180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

幼儿园大班音乐教学活

动中的个案研究——以

楚雄州幼儿园为例》

181
《中班幼儿音乐节奏感

培养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芒市 X 幼儿园中班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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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幼儿园大班歌唱活动

游戏化的指导》——以楚

雄市 X 幼儿园为例

183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

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

程中的运用研究》

184
《彝族音乐在幼儿园早

操中的应用研究——以

楚雄彝族自治州 A 幼儿

园为例》

185

《彩色音符教学法在学

前儿童古筝启蒙教学中

的运用探究》

186
《音乐游戏在大班音乐

欣赏集中教育活动中的

运用研究——以 X 幼儿

园为例》

187
《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歌

曲弹唱能力现状调查研

究——以楚雄师范学院

为例》

188
《学前教育专业（专升

本）钢琴集体课教学模式

探究-以楚雄师范学院为

例》

189

《音乐游戏在大班歌唱

活动中的运用研究——

以姚安县 X 幼儿园为例》



19

190

《儿歌在幼儿园音乐教

育活动中的运用研究》

191

《合唱在大班歌唱活动

中的运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