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弭慧，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 1972.5.4，
教龄 26 年，职称：中学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初三体
育，现行政职务（无），班主任年限（18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06 年 12 月获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2）2010 年 5 月获市骨干班主任培训班优秀学员
（3）2013 年 4 月市“十二五”公共必修课辅导教师
（4）2013 年 9 月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优秀教师
（5）2015 年 6 月被评为西城区中学优秀班主任
(6) 2016 年 3 月聘为区高中青年教师研修组指导教师
（7）2018 年 3 月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 1 ）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hidden

stratification teaching in boy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las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no. 4

High School 发表于国际期刊——英文普刊
（2）德育论文《浅谈主题活动在班级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发表在北京市高中课程网
（3）课题论文《初中生视角下体育精神诠释》获 2020 北京
市学校体育科研论文一等奖
（4）教学论文《一节尴尬体育课带来的启示》获市一等奖
（5）
《中学体育教师职认同与工作投入的关系研究》获北京
市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
（6）
《爱的冷能量和静能量》获市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7）
《我的研究故事》获西城区教育征文一等奖
（8）德育论文《风格教育成就班级转变》获西城区一等奖

北京八中王竹红主要业绩
王竹红，女，汉族，1976 年 10 月 17 日出生，教龄 17
年，职称为高级教师，现任教高三化学，班主任年限 13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 2017 年被评为“登峰杯”全国中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大赛
全国总决赛优秀指导老师。
2. 2017 年、2018 年分别获第三十届、第三十一届北京市
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二等奖、特等奖。
3. 2019 年被评为北京市筹备和服务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先进个人。
4. 2017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我心中的好老师”。
5.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连续五年
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 2017 年、2019 年《铜与过量浓硝酸反应后的溶液为什
么呈绿色》、
《化学电源》分别获中国化学会 2017 年（暨第十
二届）、2019 年（暨第十四届）
“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程实
施成果”课堂教学案例类评选活动一等奖。
2. 2019 年教学设计《硫及其化合物》入选人教网高中化学
栏目。
3. 2020 年教学设计《合成高分子的基本方法》入选《化学
选择性必修 3》教师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
4. 2016 年、2018 年教学设计
《化学计量在实验中的应用》、
《化学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
《实验探究题的解题策略》、
《一路课堂，随处收获：内蒙古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环境修
复科学考察活动》在“北京市高中化学优秀教学设计课例评
选”中分别获二等奖、一等奖。

童其琳主要业绩
姓名 童其琳

性别 女

民族 回

出生年月 1967.07

教龄 32 年

职称中学 高级

现任教学段 初二年级

学科 语文

现行政职务 教学处主任

班主任年限 28 年

2017 年 9 月

北京市优秀教师

2013 年 9 月

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2016 年 3 月

初三 1 班获得北京市先进班集体奖

2014 年 1 月

西城区教育系统首席班主任

2015 年 6 月

西城区优秀班主任

2016 年 7 月

西城区优秀教师

2017 年 9 月

西城区优秀教师

2017 年

西城教育系统“我心中的好老师”荣誉称号

2019 年 7 月

西城区优秀教师

2020 年 9 月

西城区优秀教师

2015 年 11 月

论文《被需要与需要的距离》获西城区“学

科带头人和首席班主任论文评比活动”一等奖

葛小峰主要业绩
葛小峰，女，汉族，1967 年 10 月生，北京市语文骨干
教师，北京八中语文教研组长，高二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教
龄 31 年，班主任 26 年。
曾获荣誉称号：全国百佳语文教师、京城榜样教师、北
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五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六次优秀教
师、八次优秀班主任、两次学生心中的好老师等。
教育教学方面：担任国考考官组长、首师大硕士生导师、
北师大硕士论文答辩评委、西城研修学院兼职教研员、参加
北京市语文会考和合格考试命题工作，参加西城名师援藏团，
担任西城新入职教师培训主讲。八中德育导师和德育工作坊
主要成员，指导青年教师设计班会。讲授市级研究课获全国
特等奖；北京市空中课堂主讲；西城课堂教学评比特等奖；
教学设计获西城区一等奖并推送参加北京市比赛；多次在市
区研修活动中做主讲或公开课，论文多次获全国及市区一二
三等奖，指导青年教师几十人。在八中带过八届高三，高考
成绩突出，经常列于西城区第一，2011 年和 2017 年所带学
生获得北京高考语文全市第一名。所带班级获北京市先进集
体、西城优秀班级和优秀团支部。所带班级学生在科技、学
科、体育、艺术等全国、市区各级大赛中，几十人获奖，葛
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组织奖等。学生一人获北京优秀
学生称号（全区两人），班会曾在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
八中网站等媒体报道。论著方面:出版著作 2 部（80 多万字）
，
主编 8 部（250 万字），近五年在教育教学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30 篇。全国及市区课题研究方面：主持课题 3 个，参与 6 个。
现任班级公众号已经发出近 50 万字。

李敏主要业绩
李敏，女，汉，1976 年 3 月出生，教龄 20 年，中学高
级职称，现任高一思想政治学科，班主任年限 15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19 年获第三十二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一等奖；
（2）2018 年获北京市中学生时事主题教育活动优秀指导教
师奖；
（3）
2019 年 12 月评为 2019 年西城区中学系统优秀班主任；
（4）2016 年 9 月 评为 2015-2016 学年度西城区中学优秀班
主任；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2015 年《中国茶文化》
（校本课程）案例在中国可持续
发展教育优秀成果评选中荣获三等奖；
（2）2015 年、 2016 年和 2019 年论文在第五届、第六届和
第九届“书香燕京——北京市中小学阅读指导活动”中均荣
获教师论文一等奖；
（3）2016 年论文《高三班级自治管理基础上的学生个性化
指导》获北京市第五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三等
奖；
（4）2016 年论文 《行至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高三班级
“以生为本”的管理策略》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
论文二等奖；
（5）2018 年所带的高二文科班在“2018 年度西城区教育系
统共青团达标创优竞赛活动”中荣获区“五四红旗团支部”；
（6）2016 年所带的高三 1 班荣获 2015-2016 学年度区级先
进班集体；

李存秀主要业绩
李存秀，女，汉，1977.01.04，教龄 17 年，中学高级，
高中政治，班主任年限 16 年。
曾获荣誉称号：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评为时事教育先进工
作者；全国中学生地理标志作文大赛优秀辅导教师；被北京
性健康教育研究会课题组评为优秀教师；“西城区中学班主
任智慧库”成员、西城区“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工作站成员；
区学生科技节创新大赛优秀辅导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
教师；西城区首席班主任。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建设优秀的班级
文化》专题讲座被全国班主任网络远程培训课程项目录用；
在教育部“国培计划”项目中承担了政治课教学课程工作；
在北京教育学院承办的 2016“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中展示
公开班会课《坚持》
；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高级研修班做了
班会课例分享；
《知人 育人 成人》荣获全国优秀教育教学论
文评选一等奖；时事解读《聚焦世界互联网大会 共建网络命
运共同体》发表在《中学生时事报》上；
《高三班主任的角色
定位和实践》获北京市优秀论文一等奖；
《让自主管理亮出来
亮起来亮下去》获北京市征文活动一等奖；在北京市课题《中
小学性健康教育活动》现场做说课交流；在北京数字学校承
担政治学科课程开发与授课工作；在首都师范大学继续教育
学员承办的“名师培训项目”中做专题报告。2019 年，成为
首都师范大学非学历继续教育课程与专家库成员。所带班级
的班会《说说缘分那些事》获北京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处班会评比一等奖。

刘红英主要业绩
刘红英，女，汉 出生于 1969 年 1 月 19 日。从事教育教
学工作 30 年，教龄 30 年，高级职称，现担任初一年级英语
学科教学。 从教三十年，担任班主任 30 年。
我在十五中工作 30 年，30 年来我饱尝了育人的艰辛、
喜悦和幸福。对于曾经付出的心血，我感受更多的是充实和
快乐。30 年来我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凭着对自己选择的执
着、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凭着对信念的坚守，我孜孜不
倦地耕耘着，领略着硕果累累的喜悦：我曾荣获北京市紫金
杯特等奖；荣获“西城区 2015 中学生论坛--社会实践项目”
优秀指导教师奖； 所带初三 3 班荣获 2016--2017 学年度区
优秀班集体；获得西城区区级德育学科带头人称号；荣获西
城区优秀班主任称号；中学生英中双语环保演讲比赛优秀指
导教师。
在繁忙的工作中，我坚持勤于读书，乐于笔耕。
《马太效
应》获全国整体改革委员会论文评比三等奖；
《心与心的交流》
收录于《班主任工作 100 例》；
《沿着欣赏走进孩子的内心世
界》收录于《班主任杂志》；
《北京市某中学家校互助方式现
状分析及效果评价研究》论文发表于教育杂志；
“通过整体外
语教育促进初中生阅读和写作能力发展的行动研究”课题，
成功结题。

陈欣主要业绩
陈欣，男，汉族，1983 年 8 月生，教龄 12 年，中教一
级，现任教高一，班主任年限 9 年。
曾获荣誉称号有：
1.2015 年 9 月 获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喜爱的班主任”
荣誉称号；
2.2017 年 9 月获第三十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
任一等奖；
3.2015 年 9 月获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4.2018 年 3 月获西城区中小学首席班主任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有：
1.论文《航程还是漂流三部曲》2015 年 11 月获第六届
全国班主任研究室年会征文三等奖；
2.论文《“毅力 你懂吗？”主题班会》2017 年 11 月获
第八届全国班主任研究室年会征文二等奖；
3.班会课例《我的人生五样》2020 年 2 月入选北京市生
涯发展地方课程优秀资源；
4.所带班级 2017 年 3 月获“北京市先进班集体”荣誉
称号；
5.所带班级 2017 年 5 月获“西城区红旗团支部”荣誉
称号。

刘建华主要业绩
姓名：刘建华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1973.12
教龄：25 年 职称：中学高级 现任教学段学科：初三化学 班
主任年限：16 年
曾获荣誉称号：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西城区中学
系统优秀班主任、西城区首席班主任、教育头条颁发第三届
京城榜样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中国高中六校联盟
第三届优秀班主任教育思想研讨会《根植教育本真 促进生
命成长》优秀论文《教育就是塑造灵魂》
。教育案例《体育精
神打造团队灵魂》
、《老刘与“斐偲”的故事》
。

孙雪梅主要业绩
孙雪梅，女，汉族，1969 年 8 月 19 日出生，教龄 30 年，
高级教师，现任初一信息技术、初三 8 班班主任，班主任年
限 17 年。
孙雪梅老师曾连续获第二十五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
优秀班主任一等奖、第二十九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
主任特等奖。2016 年 11 月获得北京市学生素质综合评价工
作先进个人。同年获得校级德育学科带头人称号。2018 年 9
月获得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她曾在 2013 年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研修网做兼职教研
员。期间参与了西城研修学院《基于网上视频案例的教师混
合式研修方式的研究》课题的研究。2014 年 4 月在《西城教
育》刊上发表过《基于数据分析下的教法与学法的改进与研
究》
。在第五届和第六届北京市“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
果评选中，她撰写的论文《与花儿相伴 与花儿共舞》、
《有方
向，在路上》分别获得二、三等奖。在 2019 年 11 月主编的
《“China.瓷语”传统文化课程》获得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教
材改革实验 2019 年度首都原创课程辅助资源征集活动二等
奖。

张成勇主要业绩
张成勇老师，男，蒙古族，教龄 21 年，高级教师，现任
教我校高三语文，担任班主任 16 年。
张成勇老师是一位优秀的班主任，获得多项荣誉：2016
年 1 月被中国科学院京区科协评为“优秀科技辅导教师”
，
2020 年 6 月荣获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2019--2020 学年度被评为“西城区优秀班主任”
。2020 年 5
月所带班级荣获北京市“先进班集体”
，所带班级荣获西城区
2019-2020 学年度“先进班集体”
，2018 年 6 月荣获“西城区
优秀班主任”。
在教育教学方面，张成勇老师指导学生多次在国家级大
赛中获奖并获得表彰：2018 年 4 月指导的学生在中国中学生
作文大赛中荣获二等奖，2013 年荣获第十三届全国青少年
“春蕾杯”征文园丁奖，2010 年指导学生荣获第十一届全国
青少年“春蕾杯”征文二等奖，并获得征文园丁奖。张成勇
老师于 2016 年 12 月在“中国高中六校联盟优质课展评活动”
中荣获“最佳教学奖”，2012 年 3 月教学案例《兰亭集序》
在北京市高中课程教材建设优秀成果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2016 年 12 月西城区“优秀教学设计评比”中荣获“特等奖”。
张成勇老师有多篇论文获奖：2011 年 4 月论文《在阅读教学
中提高写作能力》荣获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育资源开发和
运用”课题论文三等奖，2011 年 9 月论文《让创新意识在语
文教学中闪光》荣获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实验优秀论文
奖。张成勇老师在《中国教师报》发表《让作文教学在语文
课改中走向精彩》
，在《新京报》专栏“北京新地标之我的地
标”中发表文章《印象北京》。

姜丹主要业绩
姜丹，女，汉族，1981 年 11 月出生，教龄 15 年，一级
教师，现任教初中语文，班主任年限 12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20 年 5 月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一等奖）
；2018 年 3 月被评为西城区中小学首席班主任；
2019—2020 学年被评为西城区优秀班主任。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7 年 3 月北京市
第一届“京教杯”青年教师基本功展示活动获得三等奖；2018
年 6 月论文《中考机器人类科幻小说阅读策略初探》获北京
市第六届“智慧教师”三等奖；2015 年 11 月参与的课题“关
于初一年级写字课的目标定位与实施的研究”获西城区“十
二五”成果三等奖；2016 年 6 月获西城区教学大赛“西城杯”
特等奖；2016 年 12 月西城区“中华诵·经典诵读”获“优
秀指导教师奖”
；2016 年 12 月西城区教学设计评比获得一等
奖；2018 年 7 月西城区第三届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培训与展
示获得三等奖；2019 年 1 月参加西城区“任务群与主题教学
设计展示活动”获特等奖。

徐康，男，仡佬族，1978 年 3 月出生，教龄 18 年，高
级教师，现任初中数学教师，班主任年限 17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西城
区第一届首席班主任、第二届首席班主任，西城区学科带
头人，西城区先进德育工作者，西城区优秀工作者，6 次
西城区优秀班主任，5 次西城区优秀教师，3 次西城区优秀
科技辅导员，2 次优秀共产党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情况：3 次全国希望
杯数学竞赛优秀教练，2 次美国数学联赛 AMC8 优秀指导教
师，2 次全国华罗庚金杯邀请赛数学优秀教练员，全国中学
生数理化学科活动优秀指导教师，北京市中小学生“四个
一”活动主题案例一等奖，
《轴对称变换的应用》获北京市
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评选一等奖，
《浅谈班集体建
设》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
《轴对称
变换（第一课时）
》获西城区优秀课堂教学设计一等奖。论
著情况：
《高中数学读本》第二章《函数的概念和性质》
ISNB 978730314473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学数学教
学优秀案例集锦》的三个课例 ISNB 9787303222513，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班主任专业化的校本化实践研究》获西
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任“班级活动
研究”子课题组长。

陈越主要业绩
陈越，男，汉族，1988 年 12 月出生，教龄 10 年，一级
教师，现任教高中数学，班主任年限 10 年。
2017.09 荣获第三十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一等奖；2017.09 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18.03 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2018.09 被评为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8.12 经学校推荐、教
委批准，聘请为北京市西城区“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工作站
成员；2019.09 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我心中的好
老师”；2020.09 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论文《基于个性化辅导的高中数学微课实践与反思》获
北京市 “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论文《到两定
点距离之商（积）为常值的点的轨迹》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
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论文《让班级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
家园》在“立德树人与班级文化创新”主题征文活动中获市
级二等奖；论文《教师如何指导学生人际交往——立足根本，
智慧变通》获“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市级二等奖；
论文《“微”风拂面，沁人心脾——班主任如何指导学生拍摄
微电影》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三等奖；论文
《班主任工作的助推剂》获西城区教育学会教育征文二等奖；
《云端上的微课》获西城区教育教学征文三等奖；西城区科
研课题《立德树人的学校环境文化建设研究》完成结题梳理
工作。

梁宏光主要业绩
梁宏光，女，回族，生于 1971 年 1 月，教龄 27 年，中
教高级，现任教初中数学，担任初一年级主任兼班主任，班
主任 20 年。
2018 年第一届中国班级建设大会授予她“最具魅力班主
任”，2019 年获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2017 年《北
京晨报》授予她“师德榜样”、2018 年获北京市中小学“学
生喜爱的班主任”
，2020 年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育人专
业贡献奖”、2016 年入选西城区中学班主任智慧教师，20142021 年西城区首席班主任、2015 年和 2020 年西城区优秀教
师。她班级学生参与的全国安全日、国家大剧院、鸟巢、北
京音乐厅等地活动，被《北京晨报》、
《北京日报》
、
《人民论
坛》、
《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获市优秀班集体称号。
2017 年全球文明中心（香港）与北京教科院合作的国际
项目《道德赋能》课题组授予她“优秀实验教师”
、2019 年
她参与北京市一体化德育地方课程教材编写，2017 年获西城
区中小学生思想品德测评课题组“优秀指导教师”
，她还有多
篇聚焦问题、解决问题的论文相继获市区级奖和发表在《潜
心究道义 起身明明德》
（北京科技出版社）
、
《人民论坛》、
《北
京教育参考》、
《宣武教育》上。梁老师充分发挥示范、辐射、
引领作用，制定班主任工作室各项细则，开展《班主任讲堂》
、
《拾光物语》、《家长课堂》、《我的育人故事》等系列活动，
推动全校班主任梯队化建设，获北京市中小学“班主任队伍
建设”二等奖。她积极组织班主任开展课题研究并获奖，她
组织编写了《班主任攻略》、
《谦恭待人 良训传家》、
《新生指
导手册》等多部校本教材。梁老师对班主任工作精心把舵、
扬帆助航，指导了多位教师、多个班集体获奖。

谢洁主要业绩
谢洁，女，汉族，1978、04 出生，教龄 18 年，初中语
文，年级组长，班主任龄 17 年。
谢洁老师在教学方面风格独特，班级管理上肯付出、肯
钻研。近几年，曾获第 31 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一等奖；
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3 次；
区优秀班主任 1 次；
区优秀志愿者 1 次；
“莲薪杯”优秀党员、优秀教师；
“我心
中好老师”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班风正、学风浓、学生精
神明亮，多次被评为市、区先进班集体，红旗团支部。
为成为学生的“活水源”
，谢老师学习、梳理、总结各种
经验，以此促进更科学、更高效地管班、教学。近几年，谢
老师获全国第一、二、三届“个性杯”一等奖 2 次、二等奖
2 次；中国教育学会 20 次学术年会一等奖，三等奖；中国教
育学会“高中生写作素养提升规律研究与实践”三等奖 2 次；
“语文教育资源开发和运用”三等奖；北京市“京研杯”一
等奖 3 次，二等奖 1 次，三等奖 1 次；北京市“京美杯”三
等奖；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一等奖 1 次，三等奖 3
次；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实验优秀论文二、三。谢老师
教学基本功扎实，把教学作为“本”，努力钻研，曾获“西城
杯”一等奖。谢老师善于引导学生发掘心中所爱，在开发学
生潜能的同时自己也收获颇丰。近几年，谢老师获第三届全
国少年儿童名著新编短剧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全国“春蕾杯”
征文园丁奖 8 次；
“叶圣陶杯”全国新作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一、二等奖；西城区 2017 年中学生论坛活动优秀指导教师；
西城区百姓戏剧节、西城学校戏剧联盟演出季优秀指导教师。
学生和老师在教学中相长，皆收获硕果。

姓名：朱辉，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69 年
5 月，教龄：30 年，职称：中教高级，现任教学段学科：初
中音乐，现行政职务：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班主任年限 15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6 年荣获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2017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18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20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中学优秀班主任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6 年在“西城杯”优秀课例展示与研究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孙继红主要业绩
孙继红，女，汉，1975 年 9 月，教龄 23 年，高级教师，
高中英语教师，班主任年限 12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9.10 获“第三十二届北京市中小学
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 2019.12 获“西城区中学系统
优秀班主任”； 2018.09 获“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
师”
。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9.12 获北京市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嘉奖奖励；2019.03 所带班级获“北京市
先进班集体”；2019.05 所带班级获“西城区先进班集体”
；
2018.05 所带班级获西城区“五四红旗团支部”2017.09-2019.09 参与北京市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
学法指导实践研究（高中英语学法指导研究部分与德育板
块）；2015.10--2018.07 参与市级研究课题：
“家、校、社会
三位一体育人机制研究”
；2018.10 中国教育协会外语委员会
“十三五”规划课题：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英语校本课程开
发——综合实践活动与英语教学的整合》； 2016.11 编写校
本教材《先农坛文化》。

贺满新主要业绩
贺满新，女，汉族，1974 年 11 月生，教龄 24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高三生物学，班主任年限 15 年。
曾获荣誉称号：市级：参评 2019-2020 学年度北京市紫
禁杯班主任；2019 年 3 月荣获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翱翔创新
育人奖。区级：2020 年 5 月被评为 2019-2020 学年度西城
区优秀班主任；2018 年 9 月被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
师。2018 年 3 月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2018 年
12 月被评为“西城区 2018 年中学生论坛-社会实践项目”优
秀指导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市级： 2019 年 11
月论文《班级家长教师协会的功能及实践初探》在“北京市
第六届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教育机制”征文中荣获论
文类三等奖；2019 年 12 月论文《精“新”设计 全力打造》
在北京市“立德树人与班级文化创新”主题征文活动中荣获
三等奖；2015 年 8 月撰写的论文《〈科学探案〉校本课程—
—跨学科整合选修课的初步研究》获北京市第七届“京研杯”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区级： 2015.11 参与的课题“新
课程背景下高中学生生物学科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获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刘坤，女，汉族，1979 年 02 月出生，19 年教龄，一级
教师，现任初中语文（初二）教师，任班主任 14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18 年获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一等奖。
2.2015 年北京市基础教育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先进个人。
3.2017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4.2013 年被评为西城区“我心中的好老师”
。
5.2011 年被评为西城区中学优秀班主任。
6.2012 年所带初三 5 班获西城区先进班集体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
市级:1.2019 年论文获北京市教育学会创新教育三等奖。
2.2019 年论文获北京“教师专业能力”研究成果二等奖。
3.2018 年论文获北京市“智慧教师”一等奖。
4.2016 年论文获北京市“智慧教师”三等奖。
5.2015 年论文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三等奖。
6.2013 年论文获北京市“京研杯”二等奖。
7.2010 年论文北京市“智慧教师”二等奖。
区级: 1.2020 年教学设计在西城区教学评比中获三等奖。
2.2020 年在西城区线上学习平台主讲《老山界》一课。
3.2019 年获西城区“中华诵˙经典诵读”优秀指导教师。
4.2018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
5.2018 年论文获西城区教育学会教育征文二等奖。
6.2016 年参评课获“西城杯”中学优秀课例二等奖。
7.2016 年论文获西城区教育学会教育征文二等奖。
8.2014 年获西城区第二届班主任基本功初中组优秀奖。
9.2012 年参评课获“西城杯”课堂教学大赛二等奖。

孙晓红主要业绩
姓名：孙晓红；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77.5；
教龄：18 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高中生物；
班主任年限：8 年。
曾获荣誉称号：第三十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
任一等奖、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2016 年北京市西城区
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9 年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北京市西城区“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工作站成员、北京市西
城区中小学生金鹏科技论坛优秀辅导教师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北京市第一届大
中小幼教师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征文二等奖、北京市第二届
大中小幼教师同台讲述我和我们的育人故事演讲中，荣获
专业一等奖和育人特色奖，视频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今日头
条播出，育人故事被《2020 讲述我/我们的育人故事》收
录、文章《做好初高中衔接，从班级建设开始》在《北京
教育》上发表、文章《云合唱云绘画，我们始终在一起》
在《现代教育报》上发表。

张茂焕主要业绩
姓名：张茂焕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75 年 4 月

教龄：22 年

民族：汉
职称：中教一级

现任教学段学科：高三化学 班主任年限：11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19 年 10 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
中，被评为“突出贡献个人”。
2.2005 年 12 月，被评为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
任。
3.2019 年 11 月，在西城区第二十届“西检杯”中学生思想
道德法律知识竞赛中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4.2019 年 9 月，在“益路同行•公益未来”活动中，获“优
秀公益创新团队”荣誉称号。
5.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北师大实验
中学教育集团校级优秀班主任。
科研课题和论著：
1. 2018 年，
《项目课程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初探》市级
三等奖；
2.2020 年， 区级课题《学校德育体系初步构建实践研究》核
心成员；
3. 西城区教育科学规划 2018 年度教师专项课题《基于学科
核心素养提升的高中无机物主题学习进阶研究》核心成员。

马兰主要业绩
马兰，女，汉族，1974 年 4 月出生，从教 25 年，高级
教师，现任五年级语文学科教师，担任班主任年限为 25 年。
曾获荣誉称号：第二十六届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一等奖；
西城区十佳辅导员；西城区学生喜爱的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五年内两次获得西城区优秀教师称号；2014 年至今，连续两
届被评为西城区首席班主任。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二十几年的班主任
工作，所带班级秩序好、习惯好，五年内所带班级获奖：六
(1)中队获得全国动感中队称号；2018 年 4 月六(1)班获得北
京市先进班集体称号；同年四月六(1)班获得西城区先进班集
体称号；2017 年 9 月五(1)中队获得西城区优秀少先队中队称
号。多年来注重家校合作，带领工作室研究家校合力，为《活
力共育，静待花开》一书写序《活力，携手》；所撰写的《我
家的习惯养成秘籍》发表在 2018 年 6 月的现代教育报上；
2018 年 4 月在《班主任》杂志《我该怎么办》发表激发班级
阅读期待的观点；2015 年 8 月在《宣武教育》发表《家校合
作，共育共成长》
；撰写的论文《学生是成长的人》获第六届
全国班主任征文一等奖；
《让批评带点甜味》获得中国好老师
公益行 2017 年度优秀育人案例三等奖；《携手家庭，转换问
题学生的策略》获得北京市论文一等奖；
《三方评价，丈量爱
的尺度》获得北京市 2018 评价故事案例征文一等奖；撰写的
《老师，我太紧张了》获 2016 年北京市心理健康案例三等
奖；
《他曾是个“笨”孩子》获西城区学科带头人和首席班主
任论文评比一等奖；
《携手家庭，合作共育》获得西城区 2016
年微型教育征文二等奖。

唐亮主要业绩
唐亮，女，汉族，出生于 1972 年 7 月，教龄 29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小学语文，班主任年限 29 年。
曾获荣誉称号：第十七届北京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紫
禁杯”表彰会上荣获特等奖；西城区“霍懋征奖”；西城区
优秀教师；西城区德育带头人称号；西城区骨干教师称号；
西城区教育系统创建学习型学校“先进个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打造一支有教育
研究能力的教师团队——北京小学个性化班级教育研究室
初探》获 2016 年度地区论文评选一等奖；
《在“悦读”中成
长——浅谈小学课外阅读指导策略》获北京市第五届“智慧
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透过毕业典礼看毕业教
育》获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二等奖；
《创新综合性学习
方式——难忘小学生活》获北京市 2018-2019 学年度基础教
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和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一个站在楼梯上背书的男孩给
我的启示》获 2016 年北京市“我的评价故事”案例征文二
等奖；《在价值观引领下的课堂教学中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
研究》获西城区优秀微课题二等奖。在《北京教育》发表《精
神奖励孩子成长不可或缺的动力》一文；在《教育研究与评
论》发表《有一种记忆叫传承》一文；在《现代教育报》发
表《一部手机背后的故事》
《和女儿共创“纸脚印”》
《我们
的北京文化行》
《陪孩子一起走过叛逆期》
《新学期在即家长
要做这几件事》
《夸孩子要具体生动》等文章；在《北京教育》
“小学毕业帮”公众号上撰写《唐老师带你过假期》等十期
内容。

徐艺主要业绩
徐艺，女，汉族，1976 年 3 月出生，教龄 24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语文，年级负责人，班主任年限 23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少先队银质奖章；北京市少先队工
作学会会员；北京市第二届少先队理事会理事；北京市优秀
少先队辅导员；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第二届
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工作室成员；宣武区第四届十佳少先队辅
导员；西城区骨干教师（两届）
；西城区教育系统德育带头人；
西城区中小学首席班主任；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浅谈高年级之个
性化养成教育》获北京市第四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
成果二等奖。《在管理中引导——基于班级属性的班级管理
类型的研究》一文在北京市教育学会教师发展研究分会举办
的论文评选中获市二等奖，并在北京教育学院举办的北京市
第二届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培训项目中被评为优秀成
果奖。第十二届“西城杯”小学课堂教学评优活动获说课二
等奖。
《走向生本：一门具有选择性的校本课程——北京小学
“多彩生活自助园”课程的设计与实践报告》在北京市基础
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评选活动中获一等奖。《对组织开展
综合性实践课程的思考》发表在《宣武教育》上。
《营造和谐
课堂同伴关系的策略研究》获北京市教育学会举办的北京市
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指导我校
李铜老师参加北京市班主任基本功大赛获一等奖。指导王艳、
韩佳辉老师获得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一等奖。指导侯剑老师
获西城区队会评优一等奖。指导韩万征老师参加北京市班主
任基本功比赛，获西城区一等奖、市三等奖。

温爱丽，女，汉族，1978 年 8 月出生，教龄 21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小学语文，班主任年限 19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第二十八届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
等奖；连续六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德育带头人;三次获
得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两次被评为西城区辅导员标兵；
西城区第三十五届中小学生红领巾读书活动优秀辅导员；连
续两届北京市中小学朗诵展示活动优秀指导教师；所带班组
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集体。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曾获首届班主任技
能大赛四个一等奖；出版班级文化专著《葵花五班》
，家庭教
育专著《6 岁孩子 6 岁父母》；课题报告《走向生本：一门具
有选择性的校本课程——北京小学“多彩生活自助园”课程
的设计与实践报告》获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一等奖；
论文《通过创新课程内容让每个孩子都得到发展》获中国教
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学术年会暨第二届中国
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二等奖；论文《变班主任常规工作为班
级教育资源的策略与方法初探》《在目标激励和过程评价中
开发活动的最大价值》双双获智慧教师教育研究成果二等奖；
论文《核心素养目标下的小学低年级语文学科期末评价设计》
获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论文
《儿童文学阅读是构建班级文化自觉地一条顺途》获西城区
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

王丽霞，女，汉族，1968 年 9 月，教龄 32 年，职称，
高级教师，现任五年级语文，年级组长，班主任年限 32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9 年 10 月荣获北京市三十二届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特等奖
2019 年 10 月荣获北京市中小学生喜爱的班主任
2018 年 9 月荣获西城区教育系统霍懋征奖
2018 年 3 月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德育学科带头人
2016 年 9 月被评为西城教育系统创建学习型学校先进个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7 年 7 月“民族奇葩，青海热贡艺术”单元编入《探索
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活动手册》中，由红旗出版
社出版
2017 年 7 月“拉萨古城”一课教学设计，编入《走进中华民
族园教育实践手册》中，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2019 年 3“月家长群恰似家校之间的彩虹桥”一文在《现代
教育报》教师话题版刊登
2016 年 5 月“让生命变得更加美丽”一文在中共北京市西
城区教委教工宣传部出版的《我心中的好老师》刊登
2016 年 11 月“快乐成长，梦想远航”活动策划方案在西城
区教育委员会《智慧点亮精彩生活--西城区小学精彩活动
策划与实施成果》刊登
2017 年 6 月撰写的案例《蒙娜丽莎的微笑不见了》在北京
市教委专项“UDS”合作学校自主行动计划案例评选中荣获
二等奖
2015 年 10 月在整合中华民族园教育资源，促进学校发展专
项研究实践中撰写的教学设计《古城拉萨》荣获一等奖

刘笳颖主要业绩
刘笳颖，女，汉，1975 年 9 月出生，教龄 26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四年级语文，担任学校中年级段语文学科组长，
四年级年级负责人，班主任年限 26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第二十九届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
主任一等奖、西城区少先队系统优秀辅导员、西城区“我心
目中的好老师”
、西城区第六届少先队十佳辅导员、西城区教
育系统优秀教师、西城区第九届优秀班主任评选一等奖、西
城区德育学科带头人，在西城区少先队活动课评选工作中担
任评委工作。曾教六（3）班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班集体、西城
区先进班集体。曾教四（3）班被评为西城区先进班集体、曾
担任中队辅导的二（3）中队被评为西城区少先队系统优秀中
队集体、曾担任中队辅导的四（3）中队、五（3）中队、六
（3）中队被评为北京小学教育集团年度荣誉奖公益美德集
体。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聚焦小升初，贯通
教育“重三步”》获全国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选大赛一等奖、
北京市优秀论文二等奖,发表于《
“中国梦”全国优秀教育教
学研究》
。
《在少先队活动中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北京市
少先队优秀论文三等奖、西城区少先队论文评比一等奖。
《师
生游戏有新意共同成长好契机》获北京市优秀论文三等奖。
《“慧玩乐学”幼小衔接》课程获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参加北京市科研课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少先队活动课《照片背后的
故事》获北京市少先队活动课程展示和优秀课例评选活动二
等奖、西城区少先队活动课评优一等奖。
《遇见自己，遇见成
长》获北京市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教师典型案例一等奖。

程巧丽主要业绩
程巧丽，女，汉族，1970 年 8 月出生，教龄 30 年，高
级教师,现任一年级语文，班主任年限 30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06 年北京市少先队辅导员金质奖章；
2008 年北京市青年榜样、北京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2010 年
被评为市级德育骨干教师；2009 年被评为北京市紫禁杯班主
任特等奖；2016 年北京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2014—2016 年、
2017—2020 年被评为西城区德育学科带头人；2015 年、2020
年都被评为西城区优秀教师；2016 年被评为西城区十佳少先
队辅导员；2019 年获得西城区“我心中的好老师”称号。 2020
年参与西城区“学生喜爱的班主任”的评选。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所带班级曾获得过
全国优秀中队的称号；所带每个班级都获得过市区级优秀班
集体和优秀中队。2016.12 北京市少先队“星星火炬奖”；
2019.03 北京市“书香班级”；2019.05 北京市先进班集体；
2016.09 西城区优秀中队；2017 和 2019 年西城区先进班集
体；辅导的活动多次获得一等奖，五年内 19 次被评为市区级
优秀指导教师。2019 年带领班级学生获得西城区冬奥知识竞
赛冠军，后代表西城获得北京市冠军，北京电视台播出。
2015.06《助跑学子 爱心不止》和 2016.11《我的卡通最文
明！
》两节队课都获得西城区一等奖。曾为全区辅导员作讲座，
多次指导其他学校班主任工作，2019 年为登莱小学全体班主
任作经验介绍。带多名徒弟，主持的课题获市级“十二五”
科研课题奖，现主持并参与多个市区德育课题。疫情期间的
工作事迹被发表在“学习强国”平台。近五年 18 篇德育文章
发表在《北京青年报》
《现代教育报》等刊物书籍。十余篇德
育文章获得全国、北京市、区级的一二三等奖。

宋艳梅，女，汉族，1977 年 1 月出生，教龄 25 年，高
级职称，现任教六年级语文，班主任年限 22 年。
曾获荣誉称号：
第二十九届北京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西城区中小
学首席班主任、西城区小学第八届优秀班主任、西城区少先
队系统优秀中队辅导员等荣誉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在“京津冀中小学班主任共同体第二届研讨交流年会”
班主任专业技能大赛中荣获二等奖。获得北京市“我的评价
故事”案例征文一等奖和三等奖。论文《以评价促进班级文
化建设》获得北京市第五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二等奖。西城区微型教育模式征文二等奖。
所任教的班级多次获得西城区小学先进班集体和西城
区少先队系统优秀少先队中队称号。

白媛媛主要业绩
姓名：白媛媛
出生年月：1972 年 8 月
现任教学段：低段

性别：女
教龄：27 年
学科：语文

民族：汉族
职称：小教一级
现行政职务：无

班主任年限：22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9 年北京市紫金杯班主任一等奖
 2018 年西城区少先队系统优秀中队辅导员
 2016 年获西城区“童心同梦杯”摄影绘画优秀辅导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8 年《教育评价的智慧》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三等奖
 2019 年《教材资源的挖掘和利用》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三
等奖
 2015 年硬笔书法作品获西城区教育委员会一等奖
 2015 年粉笔字作品获西城区教育委员会二等奖
 2018 年软笔书法作品获西城区教育委员会三等奖

牛辉主要业绩
牛辉，女，汉族，1969 年 9 月出生，至今已有 31 年教
龄，一级教师职称，现任教小学三年级语文，从事班主任工
作 31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2 年荣获第二十五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
任特等奖。2007 年荣获第二十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
主任二等奖。2015 年被评为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喜爱的优秀班
主任。2020 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6
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3 年被评为西
城区优秀教师。2010 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先进教师 20142016-2018 年连续两次被评为西城区中小学首席班主任。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4 年北京市健康教育分学段实施与应用项目成果交
流说课比赛 《我是最美的》荣获 一等奖。2012 年北京义务
教育阶段名师同步课程资源暨北京数字学校建设项目中
（BDS）
，讲授六年级心理健康课《男生

女生》
。2014 年论

文《在幸福中成长》
，在北京市中小学健康教育分学段应用与
实践项目中获一等奖。2011 年第六届主题班会评选《小木块
蕴含大道理》被评为区一等奖。心理课例《快乐生活每一天》
荣获教育学会教育心理学研究会 2012 年学术年会优秀课例
评选一等奖。北京教育丛书《童谣编织七彩童年》中撰写文
稿《北京童谣转变教师的学生观》。
《中国多媒体学报》2010
年第三期发表《上出有“语文味”的语文课》。2012 年 12 期
《宣武教育》中刊登工作经验介绍《在阳光下绽放》
。

王红玲主要业绩
王红玲，女，汉族，1968 年 4 月，教龄 32 年，职称高
级，现任教小学，班主任，语文教师，班主任年限 31 年。
曾获荣誉称号：在班主任工作中表现突出，先后于 2011
年获得第二十四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
2008 年获得第二十一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
等奖，还曾在 2006 年获得北京市少先队银质奖章。2017 年
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曾被评为西城区德育学科
带头人，2018 年再次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2012
年开始主持育才学校小学部首席班主任工作室，积极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指导学校教师获得优秀班主任评选活动一等
奖。2015 年被评为北京市育才学校优秀共产党员，2017 年获
得北京育才学校“十佳共产党员”，北京育才学校“十佳班主
任”
，北京育才学校“班主任贡献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坚持教育科研，不
断反思、总结，让真善美植根学生心中，2016 年论文《注重
美育 培育学生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获得北京市中小学第九
届《京美杯》一等奖，2016 年论文《注重美育培养 提升学
生核心素养》获得北京市第五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
成果三等奖。注重家校沟通，努力构建家校共育桥梁，2015
年论文《以情动请 情牵家校共育才——新时期家校协作的
研究》获得北京市第七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三等
奖，并在 2015 年北京市网上家长学校研究项目，北京市第四
届中小学博客大赛三等奖。2015 年论文《立足学校 开发课
程资源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获得北京市教育学会学习与思
维教育研究会第九次征文三等奖。

李江涛主要业绩
李江涛，男，汉族，1968 年 4 月出生，教龄 33 年，高
级教师，小学语文教师，任班主任 33 年。
2008 年 10 月全国首届阳光体育运动优秀班主任。2006
年 12 月北京市第十九届紫禁杯优秀班主任。2015 年 12 月第
三届北京市学生喜欢班主任。2014 年和 2018 年连续两届西
城区北京育才学校首席班主任。2006 年、2010 年、2015 年
宣武区和西城区优秀班主任。2013 年 9 月和 2020 年 9 月西
城区优秀教师。2015 年 7 月西城区优秀中队，2018 年西城
区优秀班集体。
2015 年 10 月主要执笔的课程实验报告《敬先农，爱本
草课程实践研究》获西城区“十二五”优秀教育成果一等奖，
还于 2015 年 11 月获得北京市课程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并
收录在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西城教委编写的《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的实践与探索》一书中。2016 年 4 月获全国课题“学
校少先队主导下学校、家庭、社会合作共育模式研究”市级
先进个人。2016 年 6 月论文《与学生一起营造和谐成长的家
园》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第六届教育丛书征文活动一等奖，
并收录在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六届读用《北京教育丛书》
征文选《阅读 慎思 笃行》一书中。2019 年 9 月案例《你成
功的路上有我陪伴》获西城区案例评比一等奖。2015 年至
2018 年主编校本教材《敬先农，爱本草》内蒙古基地实践教
材三本，广西药用植物园实践教材三本，学生诗集三本；参
与编写两套连环画集和课本剧本两本。

廉学萍，女，满族，1972 年 11 月 18 日出生，教龄 30
年，一级教师，现任四年级语文教学，班主任年限 30 年，
2009 年曾获得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一等奖。
曾获荣誉称号：
北京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2015 年）；
“北京市网上
家长学校课程开发”实验工作优秀教师（2016 年）；西城区
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5、2018、2020 年）
；西城区少先队
第五届辅导员标兵（2015 年）；西城区小学第八届优秀班主
任评选荣获一等奖（2015 年）。西城区少先队系统优秀辅导
员（2016 年）
；西城区中小学首席班主任（2018 年）
。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
论文获得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二等奖”
；征文在第七届读、用《北京教育丛书》征文活动中
荣获三等奖；主题班会获西城区 2014--2015 学年度中小学
首席班主任“主题班会设计与实施方案评比”一等奖；征文
获 2018 年西城区教育学会第 21 届教育征文三等奖。
重要论著：
2015 年、2016 年参与北京市教委委托专项“北京市网上
家长学校课程开发”项目；班会方案编入《西城区小学第八
届优秀班主任评选活动主题班会方案集粹》；《用行动 表真
心 爱祖国》教育案例编入西城区《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教育
活动案例集。

贾敏主要业绩
贾敏，女，汉，生于 1971 年 12 月，教龄 29 年，一级教
师，现任教小学学段语文学科，现行政职务：无，班主任年
限：29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7 年 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2009 年、2014 年

西城区西城区优秀班主任

2014 年——2020 年

西城区教育系统德育骨干教师

2007 年——2020 年 实验二小教育集团德育学科带头人
2005 年——2020 年 实验二小教育集团优秀班主任
2019 年 实验二小教育集团优秀共产党员
2013、2014、2015 年

实验二小教育集团首席班主任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6 年

论文

北京市第三届智慧教师论文 二等奖

2016 年

论文

北京市西城区论文二等奖

2017 年

以爱育爱教育丛书《爱的智慧》

教育教育故事

2017 年

以爱育爱教育丛书《 研之趣》

教育案例集

2017 年

指导青年教师班会方案设计
杜欣宜《零点体育，强化规则意识》 北京市一等奖
指导李曼老师班会方案

北京市西城区一等奖

指导沈家源老师班会方案

北京市西城区一等奖

孟庆利主要业绩
孟庆利 ,女,汉,1968 年 8 月,教龄 32 年 ,一级教师,现
任教五年级数学 ,班主任年限:31 年。
曾获荣誉称号:【市级】2018.11.荣获第三十一届北京市
小学紫金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区级】2018.10.获西城区优
秀中队辅导员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6.4.《微信群里说话要有禁忌》一文刊登在《北京教
育》
【区级】2017.7 西城区小学第九届优秀班主任评选二等
奖
2019.9《沟通无处不在，时机方式更重要》一文获西城
区教育学会论文评比三等奖

李欣主要业绩
李欣，女，汉族，1976 年 11 月出生，教龄 24 年，现任
教小学高年级语文，班主任 24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第二十九届“紫禁杯”班主任一
等奖；北京市第二届大中小幼教师育人专业贡献奖；北京市
中小学阅读指导先进组织工作者；北京奥运会个人贡献奖；
西城区巾帼建功标兵；西城区优秀教师、优秀中队辅导员、
第八届优秀班主任一等奖；西城区中小学首席班主任。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第二届“全国教师
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一等奖；首届全国中小学教师技能大
赛小学语文组二等奖；全国中小学“小作家”作文大赛、华
人少年作文比赛优秀指导奖；全国中小学示范作文征文大赛
优秀指导奖；全国青少年“春蕾杯”园丁奖；
“全国中华文化
小大使”伯乐奖；
“北京市中华文化小大使”伯乐奖；
“北京
市中小学阅读指导”优秀辅导奖；西城区 “鲁迅奖章”读书
活动优秀指导奖；西城区中小学金鹏科技论坛优秀辅导奖；
“朝阳杯”第三届课堂教学创新大赛语文学科一等奖；西城
区课程学习一等奖；西城区少先队活动课评优一等奖；西城
区少先队活动课课例一等奖。论文《借鉴多元智能理论探索
识字教学方法》
、
《关注学生心理变化培养学生的人际关系智
能》
《转变观念，用鼓励唤起个性学生的自省智能》获国家级
一、二、三等奖；论文《小学语文主题单元整体教学实践研
究中，对学生学习策略的探索》
、
《在循环感悟中激发学生的
写作兴趣培养学生的多元智能》
、
《谈培养小学高年级学生写
作兴趣的有效途径》获北京市一、二等奖。

史晶玉主要业绩
史晶玉，女，汉族，1977 年 11 月 10 日出生，教龄 23
年，小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低年段语文学科，班主任年限 23
年。
曾获第一届全国小学绘本课程与教学研讨会优秀绘本
剧指导教师奖；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北京市师
德先锋；北京市西城区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西城区教育系统“我心中的好老师”
；西城区少先队系统“优
秀辅导员”
。所带的二.10 中队被评为西城区 2014-2015 学年
度少先队系统“优秀中队集体”
；二年级 6 班获得 2018-2019
学年度西城区小学先进班集体。被聘为黄城根小学教育集团
特级班主任。
曾获“京津冀中小学班主任共同体第二届研讨交流年会”
班主任专业技能大赛二等奖；撰写的论文《谈学生作文的自
我评改》
、
《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浅谈小学生良好的听说读写习惯的培养》、
《家校协同，搭
建弱势群体学生健康发展的平台》
、
《“疯狂”的小才女》、
《评
语无定规》、
《笔墨之下的心灵之约》、
《从小邮箱到“谈心小
组”》
、
《用集体的力量培养学生的博爱之心》等论文分别获得
国家级、市区级一、二、三等奖。曾获东城区第六届东兴杯
教学大赛语文学科一等奖；西城杯教学大赛语文学科二等奖；
校级皇城杯教学比赛一等奖、二等奖。所编写的儿歌评语被
刊登在《北京青年报》
“比酷热线”栏目中；负责编写的《小
博士家庭课堂系列》丛书——《小学一年级语文辅导（下）
》
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王钰主要业绩
王钰，女，汉族，1972 年 8 月，教龄 29 年，一级教师，
六年级语文，班主任年限 28 年。
荣誉称号：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
奖、西城区中小学首席班主任、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
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西城区“我心中的好老
师”
、西城区优秀中队辅导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
《播种绿色 感悟成长》荣获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优秀
案例一等奖
（2）十二五研究课题《可持续发展教育校本课程的实践研
究》荣获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优秀成果二等奖
（3）
《绿水青山 助力节水行动》荣获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
优秀案例二等奖
（4）
《绿水青山 助力节水行动》荣获中国水利报“节水课
堂教案评选与推广活动”二等奖
(5)《叶绿红花

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荣获北京市基

础教育学科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
（6）
《叶绿红花 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荣获北京市第七
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7）《乐做润物春雨 爱心陪伴成长》荣获北京市第五届
“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8) 《静待花开》荣获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教育教
学成果二等奖
（9）
《用仁爱之心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荣获北京市
第八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程京岑主要业绩
程京岑，女，汉族，出生于 1973 年 8 月，担任小学数学
教师 28 年，高级教师，现担任四年级数学学科教学、年级组
长，班主任工作 26 年。
近 5 年曾获得过西城区教育系统“我心中的好老师”
、
“优秀中队辅导员”、
“优秀教师”
、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先进个人”
，现任西城区首席班主任，
“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工作站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过多次推荐各项评比活动，均获
较好成绩。
在教育教学中，不断进取，积极参与学校承担的市、区
级德育课题研究，在研究中创新班主任工作。在第 31 届北京
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评选中获一等奖，并参与了
特等奖的评选。工作中引领带动学校教师进行德育评价的研
究与实践，摸索评价模式，为学校的评价体系贡献自己的力
量。曾多次撰写有关评价的文章，多次获得过市级不同的奖
项。
《聚焦家校新型矛盾，铺设家校共育桥梁》被纳入《德育
一体化建设.家校共育成果系列丛书》正在发表。所带班级班
风正、学风浓，学生成长良性发展，被授予过市级优秀班集
体。本人也获得过优秀班主任评选二等奖、少先队活动课评
优展示活动优秀奖。

闫欣主要业绩
闫欣，女，汉族，1973 年 10 月出生，教龄 28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六年级语文学科，班主任年限 28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8 年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
奖 ；2018 年所带三（11）班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班集体；2018
年西城区骨干教师；2018 年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19 年西城区“我心中的好老师”
；2018 年所带三（11）班
被评为西城区先进班集体；2015 年所带六（1）班被评为西
城区先进班集体。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9 年微课作品
《卜算子.咏梅》入围参加全国诗词讲解大赛获优秀奖 （国
家级）；2018 年论文《想象力的世界里有阅读，有生活》获
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市
级）
；2018 年《作文起步阶段关于想象作文的一点思考》在
《北京教研》杂志第六届北京市教育征文活动中获二等奖，
并在《习作研究》上刊登 （市级） ；2019 年结合部编版教
材编写《语文拓展学习》丛书，由语文出版社出版；2018 年
《在自主学习中感受语言魅力——<威尼斯的小艇>微课堂
教学设计实践分析》一文刊登在《教育观察》杂志；2015 年
粉笔字作品获西城区教育系统教师书法作品展示二等奖
（区级）
。

董梅主要业绩
董梅，女，汉族，1982.11 出生，教龄 15 年，一级教师，
现任四年级语文教师、班主任、四年级年级组长，班主任年
限 15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9.10 第三十二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二等奖
2016.5 北京市教委委托专项“北京市网上家长学校课程
开发”实验研究“优秀实验教师”
2015.6 西城区小学第八届优秀班主任评选一等奖
2015.12 西城区教育系统“我心中的好老师”
2017 年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18.7 西城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学生学习过程显性化，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时效性的研
究》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北京市第
四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家校结合，共待成长》获西城区特教论文一等奖；
《无声的爱给无声的你》获西城区第五届论文评比二等
奖。
《无声的爱给无声的你》获“UDS 合作学校自主发展行动
计划项目”案例评选 三等奖
《我与班级共成长》获“UDS 合作学校自主发展行动计
划项目”案例评选 三等奖
《我与班级共成长》获西城区第 22 届征文比赛三等奖

付立红主要业绩
付立红，女，满族，1974 年 8 月出生，25 年教龄，一级
教师，任教小学低段语文、蒙学、绘本、道德与法制学科，
班主任工作已有 25 年。
曾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二等奖、北京市“小课本，
大舞台”课本剧工作“先进个人”
、西城区优秀女教师、西城
区德育先进工作者、西城区优秀教师、西城区先进教育工作
者、西城区优秀辅导员、西城区青年岗位能手、西城区课程
改革先进个人、西城区小班化课题研究先进个人等。
曾撰写《体验引领学生走向行为高尚》获中国教育学会
小学德育专业委员会二等奖、《“有生命的评价”设计两例》
获北京市第五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观
察与说话的有机结合，促进左右脑的发展》获北京教育学会
三等奖、
《让“有生命”的评价，促进学生行为习惯养成》获
北京市优秀论文二等奖、
《有生命的代币法——爱心鱼塘，赋
予学生责任意识，促其习惯养成》西城区一等奖、
《我的教育
故事》获西城区小学班主任活动一等奖等。

孙自明主要业绩
孙自明，男，汉族，1972 年 1 月，教龄 29 年，职称高
级教师，现任教六年级数学，担任班主任 15 年。
市级荣誉称号：2015 年 9 月第 28 届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2018 年 10 月北京市学生喜爱的班主任；2016 年 12 月第六
届“书香燕京”北京市中小学阅读指导优秀辅导员；2016 年
5 月任教五 1 班获北京市先进班集体；2019 年 5 月任教四 2
班获得北京市先进班集体。区级荣誉称号：2015 年 6 月西城
区第八届优秀班主任；2015 年 9 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
师；2016 年 9 月西城区优秀辅导员；2017 年 7 月西城区第
九届优秀班主任；2018 年 3 月西城区德育学课带头人。
市级教育教学奖项和论著：2015 年 8 月论文《少先队中
队自主管理策略的研究》北京市第七届“京研杯”一等奖；
2015 年 7 月论文《优化支持策略，辅助提高智障学生的运算
能力》北京市融合教育优秀案例评优一等奖；2019 年 6 月论
文《小学生运算能力与心理因素的研究》北京市二等奖；2017
年 10 月《我的教育评价故事》北京市二等奖；2017 年 9 月
《导学案引领自主互助高效课堂教学的研究》市级课题组成
员。区级教育教学奖项和论著：2015 年 11 月论文《让学生
来点菜—谈需求心理在班级管理中的作用》西城区一等奖；
2016 年 11 月队活动案例《做时间的 CEO》西城区一等奖；
2016 年 11 月队活动课《做时间的 CEO》获得西城区二等奖；
2016 年 7 月西城区第三届全纳杯课堂教学评优《图形旋转》
三等奖；2017 年 11 月“十三五”继教指导做课《分数初步
认识》辅导奖。

雪珂主要业绩
姓名：雪珂

性别：女 民族：汉

龄：31 年

职称：小学一级教师

出生年月：1969.12

教

现任六年级语文教师

班主任年限：30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20 年荣获北京市“学生喜欢的班主任”荣誉称号
2、2017 年荣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荣誉称
号
3、2015 年荣获北京市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
4、2012 年荣获西城区第二届“十佳”中队辅导员荣誉称号
5、3 次荣获西城区优秀中队辅导员荣誉称号（2011 年、2013
年、2014 年）
6、5 次荣获西城区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7、3 次荣获西城区骨干教师荣誉称号（2010 年、2014 年、
2018 年）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
1、荣获第二届全国教师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二等奖
2、荣获北京市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录像课评比二等奖
3、荣获西城区中青年教师评优课二等奖
4、《
“童话课本剧编演”语文实践活动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荣获北京市首届教师“基本功与智慧”教育教学研究成
果一等奖
5、《雪，不解的情缘》荣获北京市教育年会论文二等奖
6、荣获西城区第八届优秀班主任评选活动一等奖（包括论
文）
7、《意料之中与意外之喜》荣获西城区教育年会教育故事
一等奖

崔林娜，女，汉族，1981 年 11 月出生，教龄 10 年，一
级教师，小学语文学科，班主任年限 10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被评为第三
届“京城榜样教师好声音”；连续两年被评为区级教育系统
“优秀共产党员”；被评为区骨干园丁新星；两次被评为区
“优秀教育工作者”
；区“优秀班主任”
；区“优秀少先队辅
导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在京津冀中小学班主任共同体第四
届研讨会上，获班主任基本功展示二等奖；在第三届北京市
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中，获市级一等奖、最
佳班会奖；在顺义区第三届“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培训与展示”
活动中获区级全能特等奖，带班育人方略、魅力展示、班会
设计、情景问答一等奖。
主要论著：班会案例《我们都是你的“眼”
》发表于《班
主任》杂志；
《班主任和爸爸们有个打卡约定》发表在“现代
教育报”
；
《以德树班级文化，助小学低段育人》获北京教育
学会论文一等奖；
《理解和尊重让青春期没有叛逆》获北京市
第六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盲童融合教
育，助力班级建设》获北京市 2018-2019 基础教育科学研究
论文一等奖；主题班会《五星红旗，我们骄傲》获北京市德
育成果三等奖；
《牵手特殊个体，形成独特班级文化》获北京
教育学会特殊教育论文三等奖；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获 2019 年顺义区少先队优秀课例一等奖。

侯坤主要业绩
侯坤，女，汉族，1985.03，教龄 9 年，一级教师，现任
教一年级英语学科，班主任年限 9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西城
区小学第九届优秀班主任、西城区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西城
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西城区教
育系统“我心中的好老师”
。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参与中国教育学会
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并积极配合课
题组开展各项研究；论文《精准目标 优化教学活动 打造高
效课堂》获市第七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北京市第四届中小学博客大赛中获三等奖，论文《激发英语
阅读兴趣 培养英语阅读习惯》获市第五届“智慧教师”教育
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北京市第二届“京教杯”教学基本功
二等奖、北京市“扬帆杯”课堂教学一等奖，论文《谈如何
精准教学目标，优化教学活动，打造高效课堂》获市首届“教
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在“爱铸魂 智树人
——德育工作研讨”现场会上，进行大会经验交流，论文《浅
谈班级建设的策略》获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
成果三等奖，论文《掌握班级建设策略创新班级管理模式》
获市教育学会创造教育研究会 2019 论文三等奖；积极参加
扶贫助教工作，到阜平半沟小学指导教育教学活动。疫情期
间参与录制北京数字学校德育活动课程，第十二届“西城杯”
小学课堂教学评优说课二等奖，第十三届“西城杯”课堂教
学评优说课一等奖，录像课二等奖，西城区少先队活动课课
例二等奖，少先队活动课优秀奖。

王焱主要业绩
王焱，女，汉族，1971 年 2 月出生，教龄 29 年，一级
教师职称，现任教小学六年级语文学科，班主任年限 21 年。
曾获荣誉称号：
【市级】获第二十一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
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区级】宣武区优秀教师；宣武区小学
优秀班主任；宣武区教育系统师德之星；2004-2005 学年度
宣武区教育系统先进教师；宣武区第五届少先队辅导员标兵；
宣武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所带班级获 2015-2016 学年度西
城区先进班集体。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市级】在北京市哲
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学习中思维的全面、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研讨活动——“班主任工作研讨会”
作专题发言；参与编写《小学语文两种思维结合学习论》
；论
文《用阅读激发想象 让学生走进语文的审美世界》获北京市
第六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从淘气包到小
小发明家》获北京市“十五”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优秀师德
案例三等奖；
【区级】
《爱如春雨细无声》在宣武区第六届特
殊教育论文、个案、案例评选中获一等奖；
《从淘气包到小小
发明家》在宣武区“十五”继续教育师德案例评选中获二等
奖；
《猜字谜，学生字》在宣武区小学第二届国家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实验课例、案例征集评选活动中获二等奖。

闫博主要业绩
姓名：闫博，性别：女，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84.07，
教龄：14 年，职称：一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小学语文，
现行政职务：无，班主任年限：12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14 年获第二十七届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2.2015 年所带班级获得北京市优秀班集体
3.2020.3 被北师大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聘
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资源研发”项目实施专家
4.2016 年被评为海淀区班主任带头人
5.2016 年获得海淀区永定路学区“学生喜爱的好老师”称号
6.2015、2016、2018 年分获校级优秀青年教师、
“学生喜欢
的好老师”称号，并被聘为校级“青蓝工程”指导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2018 年参与教育部“基于中小学优质课程云平台的课程资
源开发与应用的研究”，并参与撰写《生涯发展》教材
2.2018 年获北京市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培训与展示二等奖
3.2019 年参加北京市骨干班主任培训
4.2019 年在《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发表《师生共读，打
造班级阅读沙龙》
5.2020 年参与撰写《小学整本书阅读教学指导》
（教科社）
6.2015、2018 年分别撰写班主任论文获北京市二、三等奖
7.2018 年获西城区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培训与展示一等奖
8.2015、2020 年分别参加区级“十二五”
“十三五”规划课
题“中小学生时代特点与班主任工作范式转变研究”等研究

王玚主要业绩
王玚，女，汉族，1973 年 4 月出生，至今已有 28 年教
龄，高级教师职称，现任教小学六年级语文、道德与法治学
科，从事班主任工作 28 年。
曾获荣誉称号如下：
2020 年 5 月，已推荐参评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
奖，未出结果和证书。2019 年 9 月，被评为 2019 年北京市
中小学“学生喜爱的班主任”。 2018 年 10 月，荣获西城区
少先队系统“优秀中队辅导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如下：
2011 年，执教《我的牙齿》，在“2011 年全国小学品德
与生活（社会）优质课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中国教
育学会中小学德育分会)2010 年 12 月，执教《我的手》一课
在北京市品德与生活课程第三届现场课教学评优活动中获
得一等奖。
（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2011 年 9 月：创作童
谣《庆祝七一爱党旗》荣获全国优秀童谣评比优秀奖。
（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2013 年 5 月，承担了“北京数字学
校名师同步课程的讲课任务”。2013 年，在第三届全国“中
华文化小大使”评选活动，荣获伯乐奖。
（中国教育学会）
2018 年 10 月道德与法治课例《我的牙齿》参加北京市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色示范课堂”建设活动一等奖。2019
年 5 月，所带班级荣获市级先进班集体。2019 年 5 月，所带
班级荣获西城区小学先进班集体西城区。2018 年 10 月，所
带中队荣获西城区少先队系统“优秀少先队中队”。2017 年
9 月，所带中队荣获西城区少先队系统“优秀少先队中队”。

步兵主要业绩
姓名：步兵
教龄:26 年
文

性别：女

民族：汉

职称：一级教师

出生年月：1976.11

现任教学段学科：四年级语

班主任年限：25 年
曾获荣誉称号：1.2015 年北京市“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
；2.2016 年北京市第二十九届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二等奖；3. 2016 年第六届“书香燕京—北京市中小学阅读
指导”优秀辅导教师；4. 2016 年被评为北京市青少年 DI 创
新思维竞赛优秀辅导员；5.2018 年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6.2018 年西城区中小学首席班主任；7.2015 西城区小学第
八届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1.2015 年论文《构
建“小队竞争”管理模式，激活队员自主管理》获北京市少
先队优秀论文二等奖； 西城区少先队理论研究一等奖 ；
2.2016 年论文《浅论如何提高主题班队会实效性》获北京市
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二等奖；3.2019 年论文《设置“评审团”
，
培养学生主人翁意识》在北京市教育学会“立德树人与班级
文化创新”主题征文活动中获二等奖；4. 2020 年《通过竞
选 培养民主意识和创新精神》获北京市首届教师“基本功与
智慧”研究成果二等奖；4. 2020 年《设置“评审团”，培养
小学生自主管理能力》发表于《班主任杂志》；5. 2015 年教
育故事《有一种爱叫宽容》收录于“我的教育故事”集锦。

王晓丽主要业绩
王晓丽，女，汉族，1977 年 1 月，教龄 26 年，中学一
级教师，现任教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兼任思政教研组组
长，班主任年限 20 年。
荣获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文明风采
大赛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2017 年荣获北京市“紫禁杯”
优秀班主任一等奖；2018 年荣获西城区“首席班主任”荣誉
称号；2016、2015 年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荣获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荣誉称号；荣获西城区
教育党校优秀学员；荣获“我心中的好老师”荣誉称号；荣
获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团干部；荣获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青
年教师；荣获少先队西城区优秀辅导员。
2017 年参加北京市中职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一等奖；2016、
2015 年指导学生参与北京市中的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荣获市
级一等奖；2019 年教学设计《德法相融，合力育人》荣获北
京市教育教学能力技能大赛三等奖；2016 年参与北京市中等
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微课评选二等奖；2017 年教育叙事
《冰山背后的女孩》荣获区级二等奖；2019 年教育随笔《我
的“加减法”
》荣获区级三等奖；参加西城区首届心理教师基
本功大赛荣获三等奖；指导学生参与西城区职业学校“职业
生涯规划”演讲比赛荣获二等奖；2019 年本人主持的课题《自
信心对中职生专业自信的干预研究》荣获区级重点课题；本
人主持的《积极言语在中职德育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获 2016
年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三等奖及区职业教育教学成果
二等奖。自 2015 年 6 月至今所撰写的《民主教育是激发创
造的教育》等 9 篇论文，获市级论文评选一等奖 1 篇、二等
奖 1 篇、三等奖 3 篇，区级二等奖 2 篇、三等奖 3 篇。

李荣主要业绩
李荣，女，汉族,1969 年 7 月，教龄 32 年，高级教师，
现任初中综合课（特殊教育），班主任年限 32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北京市少先队金质奖章
2.北京市特殊教育工作先进个人
3.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4.西城区优秀辅导员
5.西城区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展示及西城区优秀班主任评
选活动中获二等奖
6.西城区教育系统首席班主任
7.西城区教育系统霍懋征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论文《浅谈谈赏识教育》获全国思想教育道德建设成果
展评活动一等奖
2.论文《在智障儿童中开展蒙氏训练的初探》获中国教育
实践与研究论坛一等奖
3.案例《我和小琪的故事》北京市首届“智慧教师”征文
三等奖
4.论文《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紧密结合有利于自闭症学生的
情绪稳定》获“北京市第二届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教育”
征文二等奖
5.论文《通过“望闻问切”诊断孤独症学生情绪问题》市
特殊教育优秀个案评比获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