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度学校安全教育与管理拟获奖成果公示名单

奖次 作 者 单 位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一等奖
张 军、张莹莹、曹洪波、

楚红梅、郑健、顾莹莹
济南市长清区实验小学 疫情防控“4516”网格化工作法 防控预案

一等奖
刘明昌、李红、亓艳梅、吴爱雨、

王珊珊、李慧、张丽梅、朱海燕
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中心小学 家校共育安全共建教学模式的研究 研究报告

一等奖 王荣峰、赵新民、许秀华 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杨庄铺小学 心语阳光 教学设计集

一等奖 赵春法、杨涛 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中等职业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学术论文

一等奖
王涛、张涛、陈丰龙、周坤峰、陈振、

张亮、党晓鹏、王福磊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智慧山传校园安全服务综合管理平台

软件平台—

微信小程序

一等奖
亓瑞丽、李红、吴爱雨、亓华、

张丽梅、毕爱霞、田芹、李兵
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中心小学

学校食堂安全管理与食品安全

事故预防的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一等奖
耿春梅、王艳、刘芳、孙青荣、

林媛、章嵩、刘云双、陈娜、张闻宴
青岛市市南区新世纪幼儿园 幼儿园安全教育课程 教材专著



一等奖 赵扬程 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
文化浸润协同给力

托起学校安全的一片蓝天
经验总结报告

一等奖 牟晨、金颖、刘丽娜 青岛市莱芜一路小学
小学校园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

实践经验分享
实践报告

一等奖
范芹、张凤瑛、刘海英、陈柏青、

彭念东、孙科伟、李源心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抗击疫情系列心理防御课程初探 课程建设

一等奖 李煌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探讨高职院校安全稳定工作的

难点与对策
学术论文

一等奖 赵哲 淄博中学 学校安全管理过程性档案资料采集浅探 学术论文

一等奖
田文冀、蔡娟、李伟、贾万刚、王剑飞、

宫亚文、张雪、李安琪、朱鹏飞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于高校心理安全教育的路径探索 学术论文

一等奖
闫文博、周涛、刘鑫、郭民生、张月云、

张政锋、刘金庆、李虎
东营市化工学校 教育即成长 经验总结报告

一等奖 梁兆波、初守豪 烟台工贸学校 因势而新，提升职校安全治理能力 经验总结报告

一等奖
尚云冰、闫方杰、姜侠、

马芝艳、李炜、于宜平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中医“治未病”理法的常见传染病

校内防治策论与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一等奖
肖龙航、滕艳、孙威龙、

刘晓军、刘晓宇
曲阜师范大学工学院 工学院学生管理安全知识教育手册 教材专著



一等奖
郭峰、苏明、孔庆龙、仙永超、

张鑫、吕珍珠、张浩
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以儒家文化引领学生安全素养提升的

实践研究
学术论文

一等奖
马源、关义勇、郝灿、张阵阵、

刘继芳、李燕、吴艳
济宁乔羽小学 构建“三位一体”交通安全防护体系 工作汇报

一等奖
吴小寒、丁力、安明、马怀连、

王士涛、安梅、谭建、张文庆
济宁市微山县第一中学 微山一中疫情防控方案、预案汇编 防控预案

一等奖
邵长军、张奇、殷明杰、孙少勇、

白金祥、戚成民、杜中州、李彦龙
济宁市微山县第三实验中学

疫情下中学生自信自主自律德育

网格化管理策略研究
研究报告

一等奖
张恒成、王争争、刘玥珺、冯夫莉、

张红梅、喻玉、王广水、王倩倩
济宁市汶上县第二实验中学 履职尽责抓好安全 全力打造平安校园 学术论文

一等奖 周 凯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创新安全管理机制

完善无缝隙安全管理模式
经验总结

一等奖
李文华、汤国红、李长艳、张焕敏、

常志远、杨丹丹、赵灿、田田
济宁市高新区黄屯镇中心幼儿园 齐心协力 科学防疫 防控预案

一等奖
胡珠峰、汤丽丽、单猛、孙晓成、

王来进、杨义敏、曲雯宇、周荀
济宁市金乡县实验小学 筑起安全长城 呵护千万少年 经验总结报告

一等奖 姜美颖、苗洪霞、侯萍萍 曲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学生自杀事件调研报告 调查报告

一等奖
王良忠、申维东、孟凡波、陈松、姜圣

天、张文君
青岛理工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非机动车管理系统 实践报告



一等奖 颜卫东 曲阜师范大学 “1254”校园安全治理体系的工作实践 经验总结报告

一等奖 杨兴来、路涛、王玉成、李娟、田蒙蒙 肥城市白云山学校 《校园安全规范化管理研究》主体报告 研究报告

一等奖
石磊、郑培帅、顾燕、付志乾、刘静、

王春梅、孙玉荣、刘海燕、毕继荣
日照市丁肇中实验中学 科学疫情防控，共建空中课堂 防控预案

一等奖
王宏安、马伟、张春燕、毛书朋、

孟庆波、汪照同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安全管理平台 软件平台

一等奖 苗洪霞 曲阜师范大学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大学生

心理危机干预原则与任务要素分析
学术论文

一等奖

绍长胜、马伟、孟庆波、王宏安、

周东宁、申恒霞、王灿、陈长红、

许京霞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安全教育 教材专著

一等奖 刘勇、李伟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一体两翼安全管理模式的构建与成效
学校安全管理

模式范例

一等奖 张凤建、张 宁、王丽艳 临沂市第三十六中学
初中学段学校安全教育与事故防范的

实践与探索
学术论文

一等奖
郑磊、刘立、李敏、王建涛、彭涛、

刘鑫
临沂市朱保中学

农村初中应急救护课程基础建设

实践与研究
研究报告

一等奖 季跃龙、戚磊 临沂大学
我国高校学生活动风险认知管理研究

——基于体育活动视角
学术专著



一等奖
王良忠、申维东、孟凡波、陈松、

姜圣天、张文君
青岛理工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新校区三维可视化智慧交通平

台
实践报告

一等奖
孙思习、李凯、韩星、

周岩、杜健持、董鹏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安全风险防控应急预案
防控预案

二等奖
王良忠、申维东、孟凡波、陈松、

李威、张文君
青岛理工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新校区智慧化消防平台 实践报告

二等奖 李强 济南市钢城区汶源初级中学 多位一体筑安全盾 创新安全教育思路 学术论文

二等奖 朱燕 济南市钢城区汶源初级中学 火灾应急疏散演练总方案 防控预案

二等奖 时仲燕、刘 红、葛振爱、徐峰荣
莱芜钢铁集团金鼎实业有限公司

金鼎幼儿园南园
幼儿园疫情防控工作预案 防控预案

二等奖 尹丽、邢丽红
莱芜钢铁集团金鼎实业有限公司

金鼎幼儿园南园
安全从“心”开始 学术论文

二等奖 刘 亮 济南市莱芜区吐丝口小学 居安思危 常备不懈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马守东 济南市莱芜区口镇教育办公室 口镇教育关于校园安全的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

二等奖
高雅慧、刘琴、郭延丽、刘双双、

范振芳、孟飞、陈丽霞、武慧

莱芜钢铁集团金鼎实业有限公司

芙蓉幼儿园
幼儿园安全教育的实施和效果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王国晓 济南市商河县第一中学 珍爱生命，警钟常鸣 学术论文

二等奖 杨涛 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职学校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的

有效途径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二等奖 聂荣学 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分析中职学校活动体验式安全教育方法 学术论文

二等奖 刘淑平、徐永帅、王超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云计算环境下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风险分析
学术论文

二等奖 王竹燕、王克伟、王丽萍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敬畏生命，成就未来 研究报告

二等奖
王麟、董涛、王凯红、韩泉、徐怡、

杨春意、郗艳慧、王倩、高兴俊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七中学 创新理念科学防疫，精准施策再创佳绩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潘明、孔繁华、王冬青、葛敬欣、

崔文涛、郝莉、闵小娟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幼儿园

“大安全观”视野下幼儿园安全

三支队伍建设
案例总结报告

二等奖
李进民、曹仁德、冯庆兰、曲艳、

张丽丽、张凤娇、王豪杰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青岛校区

保驾护航，助力成长

——打造学生安全管理新模式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贾善营 淄博市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安全管理“七步工作法”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石卫东、于绍伟、杨长印 淄博市周村区东门路小学
用心构建恬静教育理念下的

“小背篓”安全课程
学术论文



二等奖
刘龙、张国庆、周明霞、田翠翠、

宋文珍、韩淑娟、张永芳、张晓萌、

韩德亮

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小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

可替代性研究与应用
研究报告

二等奖 刘 波 滕州市第十一中学 协调奏响校园安全“五部曲” 学术论文

二等奖 崔 峰 东营市利津县第一实验幼儿园
深化教育与管理内涵，

筑梦幼儿安全人生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曹同辉 东营市东营区英才小学 校园安全文化育人创新研究 学术论文

二等奖
李伟、王永强、孟虹、

蒋小伟、赵磊
东营市广饶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构建安全长效机制 建设平安和谐校园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武瑞华、裴敏忠、邱强、

王志青、刘龙凡、滕延亮
潍坊市潍城区南关街办中心小学 中小学校园安全“1+3”管理模式 研究报告

二等奖 韩佃磊、王维信、李福全 安丘市汶水小学 “五化一协助”学校安全教育与管理模式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王全焕、徐宝建、徐双华、

李慧、孟凡康、展梦可
济宁市汶上县刘楼镇河东小学 探索学校安全工作模式的成果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王广东 济宁市汶上县苑庄镇中学
农村中小学生安全事故

防范与自救能力培养研究
学术论文

二等奖
曹义远、曹广斌、马小朋、

刘金奎、冯志强
济宁市汶上县义桥镇中心小学 新时代农村小学安全教育策略 学术论文



二等奖
陈鹏、谢清田、张春、徐宗官、

李帅、李涛、马荣军、林雪梅
泰安市岱岳区岳峰小学

“五化、四防、三到位”峰之盾

安全管理手册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宿欣、白岩兵、王腾、赵利斌、

赵青、别明艳、宫冰、王芳
泰安市实验学校万境水岸小学

中小学生命安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学科渗透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

二等奖 卢立献、马先珍、卢言宏 日照市岚山区中楼镇初级中学
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现状

及其原因、应对措施
研究报告

二等奖 厉娜 日照市济南路小学 构建平安校园 筑牢安全堤线 学术论文

二等奖
韩彩、李冰、袁友华、王爱珲、

裴凤娟、刘桂兰、陈美荣、马艳梅
日照市直机关幼儿园 幼儿安全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培养研究 研究报告

二等奖
柏明茹、邴孝敬、邴庆来、

赵德兵、鲍丰鹏
日照市莒县安庄镇中心小学 中小学教育的安全管理体制建设探析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郝金超、张玉海 德州市第一中学 高中生学生安全状况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

二等奖
张晨阳、高鑫、李伟康、郝延杰、

高清童、李富荣、朱磊、卢吉勇
禹城市徒骇河小学 创安全教育体系 建平安和谐校园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张可祥、钟 斌、赵金红、林丽霞 德州市临邑县宿安乡中心小学
农村中小学安全教育与校园安全

防范体系的建设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郭仁广、侯善波、张恩福、闫新东、

赵本迁、李范、陈虎、郭仁亮
德州市临邑县第二中学 临邑二中安全管理经验总结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王立江
德州市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

实验小学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多管齐下抓安全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刘凯、张莹、刘霞、孙玉刚、

林丰华、王玉明、盛春雷、李红霞
德州市临邑县孟寺镇实验小学

小学生校园欺凌现象的原因分析

及干预对策研究
学术论文

二等奖 高乐乐、李志国、殷良恩 禹城市张庄镇中学
学校安全管理“两查、三动、一总结”

工作模式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郭纹、滕海青、王春国、齐振红、

张丹、赵云蕾、徐心亮
禹城市新湖小学 学校安全管理中的地震安全教育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王法永、聂雁军、孙树祥、

王征道、高庆霞
临沂市兰山小学 一次“大胆”的胜利 防控预案

二等奖
吴秋红、王梓晓、林琳、刘田菲、

武剑芸、王飞飞、张慧慧、焦楠
临沂市兰山区区直第二幼儿园 幼儿在园安全教育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

二等奖
黄献勇、高士君、孙百营、王自成、

王庆中、柴伟、王彦东、苏振峰、

郑呈祥

临沂市方城中学
实施“一二三四五”战略

珍爱生命确保安全
经验总结报告

二等奖
孔海霞、李兆奎、刘克慧、

姜丽丽、王德法
临沂市沂河实验学校

新时代背景下初中校园安全管理

工作研究与创新
学术论文

二等奖
刘立、李敏、王建涛、

郑磊、彭涛、刘鑫
临沂市朱保中学

农村学校青少年学生普法教育

课程建设的初步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

三等奖 邹中琴 济南市钢城区汶源丈八丘小学 浅谈农村小学班级安全教育对策 学术论文



三等奖 徐加玲 济南市钢城区艾山第二初级中学 学校新冠病毒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 防控预案

三等奖 葛文娜、张红
莱芜钢铁集团金鼎实业有限公司

金鼎幼儿园南园
浅谈幼儿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 学术论文

三等奖
张凤娟、刘长城、王栋、刘贵升、

王宾峰、王桂云、刘俊霞、程西芹
济南市莱芜区寨里镇大下联小 农村薄弱学校的安全管理 经验总结报告

三等奖 李鸽、张进 济南市莱芜区实验幼儿园
筑牢幼儿园安全防线，为师生保驾护航

——浅谈幼儿园安全工作创新模式的探索
学术论文

三等奖 陈其彬 济南市商河县贾庄镇中心小学 把爱奉献给孩子们 学术论文

三等奖 王晓彦、李忠伟 青岛市市南区洪泽湖路幼儿园 新时期幼儿园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 防控预案

三等奖
车爱平、刘永、刘秀艳、

陈丹丹、王平先、孙丽娜、李峰
青岛市即墨区第三实验小学 多措并举，筑牢安全堤线 经验总结

三等奖 孙江丽、马艳丽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实验幼儿园
强化安全管理 创建平安校园 管理经验

三等奖 张大珍 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中心学校 小学生安全教育之我见 学术论文

三等奖
郭媛媛、程娟娟、梁娟、张盼盼、

杨瑞迪、穆文静、李佳琪
东营市利津县第一实验幼儿园 教育游戏化 安全意识入童心 学术论文



三等奖 吕宝凤 东营市利津县汀罗镇中心幼儿园 家园携手为孩子安全保驾护航 学术论文

三等奖 劳姗姗
东营市利津县盐窝镇中心幼儿园

大赵分园
谈幼儿安全意识的培养 学术论文

三等奖 延菲菲 东营市东营区胜利机厂幼儿园 珍爱生命，远离风险 学术论文

三等奖
崔娟娟、王艳青、吕厚瑾、

邢腾飞、沈宁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关注食品安全 严防病从口入 学术论文

三等奖
闫循民、任光伟、张昊轩、孙长城、

李彬、党启元、高红、侯世新、王坤桥
济宁市第三中学 “1-5-1”全员育人导师制实施方案 管理经验总结

三等奖 张知章、张芬、张文泉、马飞 济宁市北湖第一小学 校园周边道路畅通“微循环” 研究报告

三等奖
王振、李萧萧、张丽、张芬芬、

张怡、刘利平、孙红红、袁淑珍
济宁市鱼台县张黄镇小吴小学

鱼台县张黄镇小吴小学学校安全管理

经验及安全教育成果
研究报告

三等奖 孙善朋、何西顺 济宁市嘉祥县老僧堂镇杨何小学
农村小学安全教育“互联网+”

模式的创建
学术论文

三等奖
满长江、王开坤、马浩忠、王万清、

满在建、杨茜、房单单
济宁市微山县留庄镇满口小学 农村小学安全教育创新举措探析 学术论文

三等奖
朱洪波、庄伟、杨滕、

朱长会、徐红、李深
济宁市微山县第二中学 学校安全文化的实验与研究 研究报告



三等奖 王超颖、蒋程程、王峰 济宁市微山县特殊教育学校
以残疾学生认知发展为指导的

综合性特殊学校安全教育经验
经验总结报告

三等奖 侯国蕾、郭恩凤、崔慧娟 济宁海达行知学校 济宁海达行知学校校园安全管理模式 经验总结报告

三等奖 邵长营、张时元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小学安全教育的现实困境与难点突破 经验总结报告

三等奖
谢华、刘振平、杜文燕、

吴雪静、姜秋燕
泰安市东平县贯中实验幼儿园 安全教育 从娃娃抓起 学术论文

三等奖 杨雪梅、李关星、王俊荣 德州市临邑县孟寺中心小学 小学生安全意识培养与探索 学术论文

三等奖

陈增军、冯建军、张兆强、曹明强、

赵学军、翟志鹏、邢野、刘海霞、

胡秀全

德州市临邑县第五中学 学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防控预案

三等奖 华元龙、程立秀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抬头寺镇

实验小学

农村小学消防安全教育现状

及发展对策分析
学术论文

三等奖 张静、郭谦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抬头寺镇

实验小学
农村小学“防溺水”策略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三等奖 吴欢迎、佟化玮、王淑珍 德州市临邑县师范附属小学 “百警护百校”——警校联动效果显著 经验总结报告

三等奖
刘立芳、史立强、刘玉花、弭艳、

崔建华、王海霞、邵波
德州市临邑县翟家镇实验小学 疫情当前要严防，筑起安全防护墙 防控预案



三等奖 徐慧聪、王兆东、田荣宽 禹城市莒镇中心幼儿园 论幼儿园安全教育 学术论文

三等奖
夏广龙、毛歆娜、郑栋梁、

葛君、李红、王禹辉
临沂市古城小学 临沂古城小学安全应急预案汇编 防控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