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露主要业绩 
韩露，男，回，1973 年 9月，24，高级，高三语文，教

研组长，班主任 9 年。 

曾获荣誉称号： 

西城区教育系统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2012 年 6月 

北京市西城区优秀教师 2011 年 9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当代文化参与”任务群案例：身边的陌生人》《语文

建设》 

《在可为的时代做着有为的事-网络平台在语文作文教

学中的应用》《中小学数字化教学》 

《“我和某人的一次偶遇”读写活动的设计与实践》《语

文教学研究》 

中国教育学会第三十二次学术年会第三微论坛《传统是

怎样炼成的》主题演讲 

《立心树人 促学培教-高二语文选修课教学的设计与

实施》北京市教育学会“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高三阅读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北京市第八届“京研杯”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送给高三毕业生的语文最后一课》北京市第六届“智

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立德树人，优化学生语文学习过程的研究”成果北京

市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开发北京四中不同发展阶段教师专业标准提升教师专

业化发展校本实践与研究-西城区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高中语文跨媒介阅读课程及主题教学课程建设的实践

研究-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蘋

 
杜蘋，女，汉，1973 年 6 月出生，教龄 23 年，中学高

级，现任教学段高中语文，教研组副组长，班主任年限 9 年。 

曾获荣誉称号，国家级有 1.2018 年第五届全国中学生

朗诵大会优秀指导教师一等奖 2.2019 年第六届全国中学生

朗诵大会优秀指导教师二等奖 3.2018年“叶圣陶杯”作文竞

赛优秀指导教师一等奖 4.2018年“文心雕龙杯”全国校园文

学艺术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一等奖 5.2016 年“叶圣陶杯”作文

竞赛优秀指导教师二等奖 6. 2018 年“叶圣陶杯”作文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二等奖 7.2016 年“文心雕龙杯”全国校园文学

艺术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二等奖 8.2019 年全国中学生科普科

幻作文大赛优秀辅导老师。市级奖项有 2020 年北京市教育

考试院“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评卷”优秀阅卷员。区级奖项

2018-2020 年主持《基于新课标学习任务群结构化的语文学

习模式探究》课题被评为区级优秀。 

   曾获教育教学奖项，国家级有 2019 年中国教育学会中

学语文教学专业学术研讨会优秀现场观摩课。市级奖项

1.2017 年北京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 2.2015 年

北京第七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3.2018 年北

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研究成果二等奖 4.2018年北京市基

础教育学科研究优秀论文三等奖。区级奖项 1.“演讲”教学

设计一等奖 2.2018年西城区教育学会征文三等奖 3.2019年

西城区教育学会征文三等奖。重要论著 1.《〈平凡的世界〉

名师精讲名著》（活字出版社，2019 年）2.《〈乡土中国〉导

读》（北京出版集团，2020 年）3.《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教

学设计与指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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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研修学院语文

兼职教研员、首师大硕士生导师、北师大硕士论文答辩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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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研究课《红楼雅

俗》和主题发言《红楼梦导读》获全国特等奖，在全国“名

著导读”学术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同年在北京市教育学会

年会论坛上，做论坛主题发言；北京市空中课堂主讲；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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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或市区诵读大赛、作文大赛、阅读大赛、演讲大赛中，

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组织奖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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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女，汉族，1973.12，教龄 26 年，中学高级，初

中语文，教研组长，班主任年限 19 年，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曾获荣誉称号： 

1.2004 年被评为北京市课程改革“先进个人”； 

2.2016、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书香燕京”活动先进组

织工作者； 

3.2019 年获得“西城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4.2017 年获得西城区教育系统“十佳女教师”荣誉称号 

5.2009、2017获得西城区“我心中的好老师”荣誉称号； 

6.2009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 

7.2011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8.2015、2017、2018、2019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

秀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2017 年获得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2020.1 主持的课题获评北京市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

与课堂应用融合创新”双百示范课题； 

3.2017 年在《中学语文教学》上发表文章《扩展阅读视

域，追求内外融通》； 

4.2013-2015 年主持西城区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重

点课题，成果获得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5.2016-2019 年主持西城区教育科学规划“十三五”教

师专项课题，课题结题评为优秀。 

6.2019 年主持的课题立项为西城区教育科学规划“十三

五”教师专项重点课题。 



蒋红梅主要业绩 

 
蒋红梅，女，汉族， 1971 年 11月出生，教龄 26年，

高级教师，现任教初中语文，班主任年限 8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0、2013、2017连续三届被评为北京

市中学骨干教师；2018年 9 月荣获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

师”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4 年 9月参与的

课题“‘演、说、写’作文思维训练”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2019 年 7月课题总结《将传统文化植根于初

中学生心中》和案例《“我”读<论语·里仁篇>》载于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书籍《国学经典与学生发展》上，本人担

任该书编委；2017 年 6 月《在“读写一体”序列中提高“续

写”能力》载于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

籍《语文教学“读写一体”的思考与实践》上，本人担任该

书副主编；2019 年 11 月论文《论经典文学名著阅读与写作

结合提升语文素养》获北京市 2018-2019基教研优秀论文一

等奖；2017 年 5月论文《论层级性写作教学与初中生情感和

思维的发展》获北京市 2016-2017 基教研优秀论文一等奖；

2020 年 1月《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总结课》荣获西城区研修

学院中学部优秀教学设计一等奖。 

 

 

 

 

 



高永洁主要业绩 

 
高永洁，女，汉族，1971 年 5 月出生，教龄 25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高中语文，班主任年限 13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5 年 9 月、2019 年 9 月两次被评为

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7 年被评为西城区学科教

学带头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9年 1 月指导本

校青年教师郭翠翠参加北京市教学设计评比获一等奖； 

2019 年 11 月负责的课题“高中经典阅读名著中的教师指导

策略研究”获西城区“优秀”奖；2020年 1 月教学设计《词

语积累与词语解释》获西城区二等奖；2020 年 2月主编《高

中古诗文全注全译全解》（中华书局）；2020年 4 月参与编写

《高中语文新教材创新性作业》（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易晓丹，女，汉族，1979 年 11月生。教龄 19年，中学

高级教师，现任初三年级语文教师，备课组长，语文教研组

副组长，西城区语文学科带头人，西城区兼职教研员，班主

任工作年限 14年。 

曾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西城区优秀教

师，北京市西城区青年岗位能手，北京市西城区“优秀共青

团员”，北京市西城区网上研修活动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曾获北京市初中新课程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语文

学科一等奖，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多次获

得“西城杯”评优活动一等奖，西城区初中教师教学基本功

展示活动一等奖，西城区优秀班主任。承担北京市级、区级

公开课和讲座累计近 20余节（次），撰写的课例、教学设计

和教育教学论文多次获得市级、区级各类奖项。参与编写新

京版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和教师用书，承担九年级下两个单

元的教科书课文选文和课后练习编写，八年级下两个单元的

教师用书的编写任务。参加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李卫东

老师特级教师工作站”，参与编写工作站文集《语文沙龙：重

构教学内容的行动研究》。参与撰写全国中语会课题《国学经

典与学生发展》研究报告。因为在校内外教育教学方面的影

响力，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学语文学科全日制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项目”指导教师。受邀为国培

示范项目做讲座，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

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评委专家，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

课程录制工作中担任指导教师等，在校内外教育教学工作提

升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樊颖主要业绩 

 

姓名：樊颖，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71.11，

教龄：26 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语文、六

年级（学校贯通培养项目），现行政职务：副校长，班主任年

限：7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7 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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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 文章《借

助三种课型推进名著的整本书阅读》发表在《语文学习》（全

国中文核心期刊）；2019.11“寻‘LU’南海子”在北京市初

中综合社会实践活动任务单征集和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2017.12 北京市中小学生“四个一”活动课程方案征集获二

等奖；2019.4 “科幻小说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及案例，在

2018 年北京市优秀任务群设计及主题教学设计展示活动中

荣获优秀课例一等奖；2018.12 西城初中语文学科主题教学

设计评比一等奖；2019.1西城区优秀语文教学设计评比一等

奖；2019.1《海底两万里》主题教学设计在“2018-2019学年

西城区语文主题 教学设计展示活动”中获特等奖；2019.6 

在 2019年西城区小学教学管理案例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张洋主要业绩 

 
张洋，女，汉族，1977 年 9 月 16 日，教龄：21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高中语文，任语文教研组长，班主任年限 13

年。 

曾获荣誉称号： 

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两届西城区学

科带头人；三届西城区优秀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共产

党员；北京师范大学“励耘杯”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专家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论文：《高三议论性散文阅读教学的设计与实施》获

第五届中语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论文评比一等

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实践与思

考》获第四届中语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论文评比

二等奖；《将深刻的主题融入鲜活的故事》发表于核心期刊

《中学语文教学》；《高三议论性散文阅读教学的设计和实施》

发表于《教育》杂志；《新高一学生特点变化》发表于《现代

教育报》；《学语文，读和写是关键》发表于《生命时报》； 

2、课题：市级”十三五“课题《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实践研究》主要负责

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规范性研究》获 2020年西

城区教育教学成果三等奖；《基于学校特色的学科建设探索》

获 2020年西城区教育教学成果三等奖； 

3、活动：全国中学生朗诵大会指导教师一等奖；“叶圣

陶杯”作文大赛指导教师奖和优秀组织奖；西城戏剧教育联

盟指导教师奖。 



郑树红，女，汉族，生于 1972年 12 月，1995年毕业于

北京师范大学，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

任教于高三年级，语文学科，教龄 25 年，班主任工作年限 16

年。 

曾获北京市“紫禁杯”一等奖、西城区先进教育工作

者、西城区德育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从教 25年来，在教育方面孜孜追求，2008 至 2017年连

续三届被评为西城区学科带头人，2017 年开始被评为北京市

骨干教师。多年任西城区兼职教研员，负责西城区教研活动，

承担区高考模拟命题工作。连续十八年任教于文实、理实，

历届班级在高考中均取得优秀成绩，多次培养出高考语文状

元。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个国家级、市区级课题组，如教育

部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机制研究”，市级

课题“北师大二附中文科实验班教学改革的研究”、“高中生

自主性发展的行动研究”等。曾主编多套教学类书籍，如《淡

妆浓抹总相宜》、《高中语文教学优秀案例集锦》、《北师大二

附中高考高分作文》、“文心”系列丛书等。近年参与的教育

教学论著有《批判性思维》、《高中德育主题活动课程教材》

等。论文多次在市区获奖，曾获北京市第六届、第七届“京

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北京市第四届“智

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及西城区教学

论文一等奖等。教育方面，担任班主任 16年，任年级组长 3

年，多次获得优秀班主任称号，所带班级被评为北京市先进

班集体，西城区优秀团支部。近十年被北师大聘为“北师大

文学院教育硕士研究生及免费师范生培养的兼职导师”，多

次负责教育硕士论文评审及答辩工作。 



 
尚建军，男，汉族，1972 年 7 月出生，教龄 25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高中语文学科，教学副校长，班主任 7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8 年北京市语文骨干教师，2019—2020 学年度西城

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参与《高中语文学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策略

研究》，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主持《中学劳动教育多元化

课程体系的建构》，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重

点课题；合著《做真教育真做教育》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获北京市第四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论文

《生命成长的 40分钟——让课堂学习绽放生命活力》，北京

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论文《作用于中学语

文教学的高考改革因素分析》，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论文三等奖；《课堂教学持续改进的实践探索》，北京市西

城区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研发

与实施的实践研究》和《新高考背景下选课走班的实践探索》

两项，均获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论文《高

考命题趋势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分析及建议》，《中国教师》

（总 252 期）发表；主编《高中语文现代文阅读解决方案》

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参与北京市教科院“义务

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开明版教材编写。 



 

汪文龙，男，汉族，1976 年 2 月出生，教龄 21 年，职

称为高级教师，现任教高二语文，现任北师大实验中学语文

教研组长，担任班主任 16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7-2020 届北京市骨干教师、2016 年西城区教育系统

优秀教师、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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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与教育部“国培计划”暨华东师范大学“新课

标下的高中语文任务群设计”系列培训课程研制开发，录制

示范课《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案例及分析》及《“语文戏剧课程”

的开发与实施》；2019 年论文《基于“双课堂”的语文教学

设计》发表于国家级刊物《中小学数字化教学》，2019 年写

作思维训练课课例《石隙生树》发表于国家级刊物《中国多

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电子版）》；201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

材研究院第二届教材高峰论坛做名为《北师大实验中学当代

文化单元设计》的专题报告，并做“当代文化参与任务群”

示范课——《主题采访：我和我的祖国》；2018 年开始主持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基于“学习任务群”的语文

“双课堂”教学模型的实践与研究》。 

 

 

 



王忠亚主要业绩 

 
王忠亚,男,汉族, 1972 年 8月出生,教龄 25年,  高级

教师,现任高三语文教学, 担任班主任 15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6 年 6月在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中被

评为优秀评卷员。（连续 14 年担任北京高考语文阅卷作文组

小组长。）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高考试题的综合

性、准确性对阅读教学的启示——以 2017 年北京卷现代文

阅读试题为例》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2017 年第 10 期； 

《专题学习视域中 2017年版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关键词研读》

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2018年第 4、5期；《基于学习任务

群的语文专题学习设计思路》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2018

年第 7-8 期；《卯榫组接，多维耦合——高中语文学习任务群

的重组原则》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2019 年第 1 期；《构

建高中生记叙文写作中的时空意识》发表于《新课程评论》

2019 年第 3 期；《语言家园——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八

单元专题学习设计》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2019 年第 12

期；《戏剧与人生——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第二单元专题

学习设计》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2020 年第 3期；2018.12

市级课题“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取得中国教育学会

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课题结题鉴定书；2018.09 市级课

题《在中学教学中培养跨学科综合思维能力的研究》经北京

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核后顺利结题；《水浒传导读与

赏析》2018 年由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问鼎高考·写作》

2020 年 9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杜志兵主要业绩 

 
杜志兵，男，汉族，1972 年 1 月出生，教龄 25 年，高

级教师，现担任高中语文学科教研工作。 

2001年曾以“中国优秀青年教师”身份出访学习，先后

获 2007 年、2010 年、2013 年“北京市级骨干教师”称号，

获 2017年“北京市学科教学带头人”称号，现为北京市基础

教育名师工程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北

京大学“国培项目”专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研究、北京

教育考试院命题评价专家组成员。曾于 2001 年、2006 年先

后获区“优秀教师”“优秀青年教师”称号。 

   曾于 2011 年获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教学研究成

果”一等奖，先后于 1996年、1997 年、2005年分别以论文

《高中阶段鉴赏教学刍议》《阅读教学“四步”实践举要》《直

面作为教学资源的课堂学生活动》获得全国、北京市论文评

比一等奖。曾于 2008 年获“北京市第五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二等奖。先后参与编写课标教材《语文》（中华书局）、

主持编写《园有嘉禾》（作家出版社）《中学教师标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高中有效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中有效教学模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度语文（12

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部。一直参与教育部考试

中心及北京教育考试院多项有关教育考试的课题研究与论

证工作，有《散文文体教学的要求把握与策略担当》《选项差

别赋分在高考命题中的可行性论证》《经典作品阅读的教学

与考试评价跟进》先后发表于《语文教学与考试研究》《中小

学教材教学》《中国考试》等中文核心期刊出版物。公开出版

有个人教育专著《苇洲问航——语文教育论集》。 



李朝晖主要业绩 

 
李朝晖，男，汉族，1971 年 2 月生，教龄 26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初中语文，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研修员。 

中国教育学会高效速读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教育学会

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西城区教育学会中语会

副理事长，曾荣获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

师、教育部国培项目专家、教育部“一师一优课”省级评审

评委、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培养项目兼职导师、北京师范大

学课题组核心成员、北京数字学校指导组专家、西城区空中

课堂指导教师、西城区教育党校培训班优秀学员、西城区教

育研修学院考核优秀等称号。 

   论文《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建设——北

京市西城区初中语文开展“网上视频案例研修”实践研究》

和《引领先进教师研究学情，开发案例式校本教师培训课程》

分别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区县级教师进修院

校协作委员会学术论文评选二等奖，合作论文《基于教与学

的 MOOC 发展研究》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

等奖和“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合作编写专著

文集《国学经典与学生发展》《实践走在理论之前：西城研修

一体十年回顾》分别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独立撰

写《部编版语文七年级上第一单元目标解读》一文由人民教

育出版社“人教网”网络数字资源项目选用，《浅析 2019年

北京中考语文试题对语法知识的考查》一文发表于《北京考

试报》，指导青年教师获得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特色示范课堂”建设活动课例评比一等奖、北京市中小学

新任教师第三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一等奖等。 



苏蓉主要业绩 

 
苏蓉，女，汉，1969 年 09月出生，教龄 27 年，高级教

师，现任教高中语文，班主任年限 5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02 年荣获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

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全国“优秀教师”称号；被北京市教委评

为“2017—2020 年北京市教育系统学科教学骨干”；被西城

区教委评为“2014—2016 年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教学带头

人”；在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 2016—2017学年度考核中被

评为“优秀等级”。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20年在教育部国

家级专业刊物《基础教育课程》中发表《基于学习任务群的

单元教学整体设计与实施》；2016—2019 年参与人教社《语

文·教师教学用书·七上》编写；2016年参与人教社《初中

语文·教师教学用书·新疆版》编写；2017—2020 年参与人

民文学出版社初中语文北京市地方教材《诵读》编写；2016

年，论文《高中语文课程视野下的戏剧文学欣赏与舞台实践》

获北京市论文评比一等奖；2017年，指导北师大附中李倩老

师参加第六届全国初中语文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荣获二等

奖，本人获指导教师奖。2015 年，指导育才学校黄婷婷老师

参加第五届“圣陶杯”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荣获一等

奖，本人获指导教师奖。2016——2020 年参与教育部“全国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命题。 

 

 

 

 



王素敏主要业绩 
王素敏，女，汉族，1966 年 2 月，教龄 33 年，中学高

级教师，高中语文，现任西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班

主任年限 22 年。 

北京市中学语文骨干教师，曾获北京市中小学阅读指导

活动优秀辅导教师奖，北京市三八红旗先进集体（本人为集

体负责人），西城区优秀教师奖 2次，西城区优秀班主任 1次，

西城区优秀党员 2 次，北京八中优秀班主任 2次，北京八中

优秀党员 7次等。 

  被聘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研究

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教育装备行业

协会“筑基教师公益培训”项目授课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全

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特聘导师、北师大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

学院学科专家。参加了教育部普通高中统编语文必修（下）

教科书试教试用工作并独立撰写报告，参与国家级课题 1项，

出版成果集，本人为编委。中国教育学会一等奖论文 5 篇，

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优秀成果三等奖 1篇，中国教师发展基

金会“筑基计划”教师阅读素养的培养讲座 2次。本人编著

2 本，参编 3 本。首师大“首都基础教育改革创新论坛”主

题演讲 1次，北师大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专题讲座 3次。 

 

 

 

 

 

 



袁海荣个人业绩 
 

袁海荣，男，汉族，1977年 3 月出生，教龄 20年，2014

年评为高级教师，现承担初中语文教学工作，担任班主任工

作 7 年，现任初中语文教研组长和年级备课组长。 

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近几年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第八期

农村中小学教师研修工作站“优秀指导教师”、被北京市志愿

服务指导中心评为支教“优秀志愿者”、西城区教育系统“优

秀共产党员”、西城区语文学科教学带头人、西城区教育系统

“优秀教师”、北师大实验中学第 14 届“我最喜爱的老师”

称号等。 

“教以爱、教以心”，坚持立德树人为本，学术专业水平高及

科研能力强。近几年，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全国中语会课题《国

学经典与学生发展》、参与北京市课题《中学语文区域学习资

源的整合与利用》，参与编写教材《部编九下第四单元备课系

统》、《部编九上第六单元备课系统》、西城区《学习•探究•诊
断》、《群文阅读初中读本》等，发表著作《如何阅读<弗朗兹

的故事>》，发表诗歌十余首于《大地文学》、《中国教师报》

等刊物，发表论文于《城南旧事》解读（含视频）、《国学经

典与学生发展》等。 

 

 

 

 

 

 



苗金利主要业绩 
 

苗金利，男，汉族，1963.2出生，教龄 39，中学高级教

师，现任高中数学学科，班主任 31 年。 

2020年教育部，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冠防控，公益《同上

一堂课》直播，全国收视 9.6亿人次； 

2020年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冠防控，公益线上全国教师培

训课程； 

2011年共青团中央五四红旗团支部优秀班集体班主任 

2011年北京市团委五四红旗团支部优秀班集体班主任 

2017年至 2020年北京市骨干教师 

2007年至 2017年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2012年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2017 年，2015 年北京四中优秀教师，2011 年北京四中

优秀党员，优秀班主任 

   论著：352 解决方案《数学》，北京师大出版社；年度高

考《苗金利数学解题方法指导》，商务印书馆； 

论文：高考改革与数学高效复习策略，北京师范大学《新

课程教学》；论文：明晰考试方向，提高复习效率，东北师范

大学《数学学习与研究》论文：依托数列教学培养学生的能

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师》；论文：2020 年高考数学备

考，东北师范大学《数学学习与研究》等论文论著。 



 
张燕清，女，汉族，1972 年 1 月出生，教龄 27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少儿班二年级数学，并任北京八中超创中心

副主任工作，担任班主任工作 13年。 

曾获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青年教师“希望杯”奖，

西城区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德育工作者等称号，

获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颁发“从事超常教育

二十年”奖章。辅导的学生在各级各类大赛中多次获奖，荣

获“优秀指导教师”“金牌指导教师”“优秀领队奖”“优秀带

队教师”等称号，获西城区“科技园丁奖”等荣誉称号。 

曾在全国初中青年数学教师优秀课观摩与评比活动中

获一等奖，全国“聚焦课堂生长课堂课型研讨活动”中获公

开课一等奖，担任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的全国中学教师继续

教育卫星电视教材授课教师，参与的“为拔尖创新人才打基

础的智力优秀学生培养的创新实践与研究”获国家级二等奖、

北京市一等奖，在教育部“国培计划”项目培训中做专题讲

座，西城区教育科研月中做专题汇报。在工作中始终坚信“教

学促进科研，科研指导教学”的理念。论文获全国教师优秀

教育教学论文评比壹等奖、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实验优

秀论文二等奖、三等奖等，分别发表在《教育策划与管理》、

《超常儿童成长的地方》、《心理科学进展》上。担任总主编

出版《新编高中解题分析大全》必胜课丛书，担任副总编出

版《北京八中超常教育 30年文集》（丛书共五册 6本），并主

编《北京八中少儿班 30年纪念册》，担任编委出版《中学生

科技创新案例点评及方法指导》等。 

 



王春红主要业绩 

 

王春红，女，汉族，1973 年 3 月出生，教龄 26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高二年级数学教学，北京八中高中数学教研

组长，班主任工作 11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

教学带头人，西城区数学学科兼职教研员，西城区教育系统

优秀教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特聘指导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论文《导数中超越

方程与超越不等式的常见处理方法》获北京市教育学会一等

奖；《三角函数、三角变换与解三角形复习提要》在《北京考

试报》发表；论文《高中数学教学中的一题多问知识贯穿法

教学设计实践与探究》获西城区教育论文一等奖；《角的推广》

被中国教师研修网“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学数学教学策略与方

法”项目组征用；曾参与编写《成功学习方案》（初三上下册）、

《数学奥林匹克集训题精编》（初一年级 AB卷分册）、《走进

美妙的数学花园》、《必修 2同步解析与测试》、《在学科教学

中实施可持续发展》（高中版）等，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

材研究所《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 B 版配套资源》撰写必修一

第一章教学设计与课件。 

 



刘杰主要业绩 
 

刘杰，女，汉族，出生于 1979年 1 月，教龄 20年，职

称为高级教师，现任初中数学学科，现行政职务为北京市第

十四中学副校长，担任 7 年班主任工作。 

曾获荣誉称号： 

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数学学科骨干教师；在 2015 年被

聘为《中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版特约编辑；在 2015 年-2017

年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硕士外聘导师；2020年被聘为教

育部“教研共同体协同提升试点”项目的指导教师，2016年

被聘为“国培计划”的讲师，多次承担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

放型教学实践活动中的讲师工作。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8年由本人主持负责的北京市“十三五”规划课题《基

于标准分评价的中学生学业成绩影响因素的研究》正式立项，

且论文《用标准分数分析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获北京

市级一等奖；2016 年论文《综合实践活动在初中有效实施的

探讨》获全国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2015年论文《二次函数

的图像与性质——从描点作图到五点作图发展了什么》获北

京市级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 年论文《数形结合让思维

更加灵动》获得西城区一等奖；2015 年，论著《图解小学数

学压轴题》和论著《图解名校初中数学压轴题》正式出版，

本人作为编者撰写了其中的 80%的内容；2018 年论文《在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提升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发表在《北

京教育》2018 年第 12 期。 



 
郑毅斌，女，汉族，1970 年 5 月，教龄 28 年，中教高

级，现任教高中学段数学学科，教研组长，班主任年限 18年。 

曾获四届北京市市级骨干教师，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

统优秀教师，市区两级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数学学

科面试官，西城区近四年年新教师入职培训教师；北京市第

十五中学南口学校高中数学指导教师，贵州省高中骨干教

师能力提升项目指导教师，首都师范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

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实习班主任工作指导教师；北京市普

通高校统一招生阅卷优秀评卷员，北京市西城区中学高级职

称评定数学学科评委。 

曾参与多项市级课题《建设学习共同体，培育有品质饱

满的人》、《学习共同体项目研究》，区级课题《核心素养背景

下深度阅读教学策略研究》的研究，校级课题《数学未来的

支撑---数学新型教学模式探究》的课题负责人。 

承担多节市区级公开课和专题讲座：《聚焦核心素养，开

展新型教研活动》、《如何设计一节品质饱满的课》、《“平面向

量”教材解读》、《单位圆与三角函数线》、《诱导公式》、《高

三理科一轮复习建议》、《高考中的解析几何命题思路的探

究》、《高三一模试卷讲评》、《导数的应用—含参问题》。撰写

的论文曾获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一等奖，参与国家教育

部精品课程的案例撰写，参与多项校本课程的编写。 

曾执导多名外校青年教师教学指导，并在各种大赛中取

得优异的成绩。 

 

 



吕希主要业绩 

 
吕希，女，汉族，1972 年 1 月出生，教龄 26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高中数学，班主任年限 19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0、2013、2017年连续三届被评为北

京市中学骨干教师；2010年 10月获第 23届北京市中小学紫

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2016 年 9 月获西城区教育系统

“霍懋征”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近五年送走 3 届毕

业生，所教班级高考成绩优异；2018 年参与“人民教育出版

社高中数学 B版教材”的评估与修订，教材于 2019 年出版；

2016 年 7月在贵阳花溪高中做展示课《直线与平面位置关系

复习》；2017 年 3月和 2018 年 11月，分别在《北京考试报》

上发表文章《高三文科立体几何复习建议》、《数列复习要注

意什么》；2019 年 11 月带领本组教师参加北京市中学数学

“团队教研创新 专业能力提升”活动，并指导沙伯胤老师做

研究课获一等奖；2020年 6月起参加北京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校本专项课题“以多维目标单元设计推进高中学科育人

的行动研究”，为课题组核心成员；2020 年 6 月指导北京市

中小学空中课堂备课 1节；2020年 2 月、3 月，疫情期间为

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录制高三复习课 5节；2016 年至

2019 年为西城区高三文科优秀生做讲座四次；2015 年 9 月

至 2019年 12月在西城教育研修学院做教材分析 14 次。 

 

 

 

 



尹嵘主要业绩 
尹嵘，男，汉族，1976年 12月出生，教龄 21年，高级

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兼职教研员。

现担任高二年级组长、备课组长和数学教育教学工作，班主

任年限 17年。 

近几年来，尹嵘老师先后荣获了北京市优秀教师、西城

区教育系统“霍懋征奖”、西城区优秀共产党员、“我心中的

好老师”、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和学校“莲

馨杯”优秀教师等多项荣誉称号。 

尹嵘老师先后参加西城区第一届中学教研组长“校本研

修能力提高班”和 “国培计划”骨干教师”研修等，2019年

入选北京市名师工程培养计划。他参与学校《一节好课标准》

的制定，并探索校本教材编写；他积极探讨信息技术与数学

课堂教学的整合，2015 年参与教育部“一师一优课”活动做

的研究课《曲边梯形面积与定积分》被评为教育部部级优秀

课。他参与《信息技术环境下创建区域性教师学习共同体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类比教学》等多项市、区级课题的研究；

多次参与西城区《高三数学复习指导》的修订和高三模拟试

题的命制工作，承担《数列复习》、《解析几何命题解读》等

区级教研辅导。多年来，他撰写教育科研论文《在“淡化技

巧，熟练技能”中感悟数学思想》、《对解析几何二轮复习策

略的实践和思考》等几十篇获奖或发表在各级刊物上。 



陈玉芬主要业绩 
 

姓名:陈玉芬，性别:女，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64 年

1 月，教龄：35年，职称：高级教师，职务：高中数学组教

研组长，班主任年限：25年。 

曾获北京市骨干教师，北京市百位名师百节风采课教师，

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北京市“首都教育远程互助工程-和

田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特邀教师，北京市西城区学

科带头人,北京市西城区霍懋征奖优秀教师，北京市西城区

优秀教师，北京市西城区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近五年一直承担四川省北川中学数学首席专家教师，北

川县做《直线与平面平行》、《函数的应用》公开课，承担北

京市重点课题“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学法指导研究”的核心

组成员，出版校本教材《北京育才学校数学总复习指导》（课

题编号 CBEB17121），论文《在高中课堂中关注学生数学思维

参与教学的探究》获中国教育协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罗德建主要业绩 
罗德建，男，汉族，1981 年 1 月出生，教龄 14 年，高

级教师，现在高中数学任教，现担任北师大附中数学教研组

长，班主任年限 10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7 年“北京数学高考优秀阅卷员”；

2015年“西城区学科带头人”；2018 年“西城区学科带头

人”；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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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参与编写人

教 B 版高中数学新教材教师教学用书；2019 年 5月论文《核

心素养视域下的“椭圆及其标准方程”的教学改进》发表在

《数学通报》（第一作者）；2019 年 4 月论文《让数学课堂

“活”起来，让学生思维“动”起来》发表在《高中数理化》

（独立作者）；2017 年 11月论文《有的放矢 把握方向 突破

“函数与导数”综合问题》发表在《中小学数学》（独立作者）；

2016 年参与编写《高中数学必考压轴题型大全》；2016 年 9

月论文《解开思维束缚，回归数学本质-从北京数学高考创新

题谈起》发表在《中小学数学》（独立作者）；撰写的 3 篇教

学设计分别收录在《数学学习论》和《基于“互联网+”的中

学数学混合式教学研究》中。2018 年 10 月在京台基础教育

校长峰会上展示课《椭圆的标准方程》，近五年上市、区级研

究课 6节，做国家、市区级教研讲座 14次；参加北京教育学

院“卓越教师计划”，参与市、区级课题各 2个，其中各有 1

个已结题。指导数学组教师做市、区级研究课 20余节，指导

北京教育学院“伙伴式高级研修”项目学员 1 人（1 年），入

选 2020 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答疑工作专家库。2015

年教育部数学课程标准修订测试组成员。西城区高中数学兼

职教研员，曾参与区高三数学模拟命题。 



王宁 主要业绩

 

王宁，男，汉族，1980 年 1 月出生，职称为高级教师,

现任教高三数学,教龄 12年，曾任班主任 9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9 年 9月，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18 年 12 月，西城区第十五届“科技园丁奖”； 

2016 年 12 月，西城区第十四届“科技园丁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0 年 11 月，“全国初中数学青年教师优秀课评比观

摩活动”一等奖； 

2018 年 9月，《立体几何中的运动与变化》教学设计及

课例，获“2018 年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评

选”活动优秀课例一等奖。 

2020 年 9 月，论文《探讨圆锥曲线的一个几何性质》，

被《数学通报》录用。 

2020 年 6月，论文《例谈劣构试题的解法》，《中学生数

学》2020(6上)（第二作者）。 

2018 年编著校本教材《北京高考和模考能力题的考点

与备考》。 

 

 

 



李桂春主要业绩 

 
李桂春，男，汉族，1972 年 8 月，教龄 24 年，中教高

级，现任教高二数学，备课组长，班主任年限 11年。 

参加教育部“国培计划”(2013)——骨干教师高端研修，

北京市西城区学科带头人，曾获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青年教

师，西城区青年岗位能手。 

参加国家十五重点课题《国家高中数学课程标准试验》

（概率统计部分），任课题组长；参加中国教师研修网的人教

B 版教材单元-课时教学设计和解读的文本和视频课程 2 节；

论文《高中数学人教 A、B 版选修 4-1 相似三角形的比较研

究》获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一等奖。参加市级课题《在数

学建模及探究活动中培养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核心组成

员）、市级课题《TI-92 图形计算器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参与“2020 年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高中数学学科的授课

任务 4节，备课指导工作 4节；课堂教学《全面调查与抽样

调查实践》获北京市录象课一等奖；论文《变式教学与思维

能力的培养》、《人教 B版教材<空间几何体>的对比教学研究》

获北京市一等奖；《TI—92图形计算器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做优质数学教育，促学生自主发展》获北京市二等奖。主

持西城区优秀人才培养项目《新课标下<空间几何体>的对比

教学研究》的课题，参加区课题《在中学数学教学中运用微

课题提升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实践研究》（核心组成员）；参

加 2020 年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录制 2 节；西城

区举办的首届“西城杯”中学教学评优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教育专著《中学数学教学实践研究与思考》于北京教育出版

社正在出版。 



黄荣，男，汉族，生于 1971 年 1 月，教龄 25，中学高

级，现任教初二数学，教研组长，班主任 15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9 第七届数学课堂研究国际论坛汇报

展示荣誉证书、2020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课程录制证书、

2019 国家级课题子课题出色完成证书、2018 课题论文全国

优秀奖、2017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论文二等奖、人教社课程教

材研究所微课编写证书、2015 中央电教馆微课编写证书、

2010 教育部课程教材课题论文一等奖、2000 国家级德育课

题成果一等奖、2006 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北京市先进

个人、2017西城区学科教学带头人。曾获区级优秀青年教师、

爱生标兵等称号。2018年全国数学教育年会分享 1 次，市级

讲座 1次，区科研骨干培训班及三所学校分享 4次、区研修

中心交流 3次。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主持北京市教育规

划课题 1项、国家级课题子课题 1项。教育网络云平台录课：

北京市与国家二合一 3节、人教社 2 节、教育部 6 节、西城

区 1 节。录像课北京市一等奖 2项。发表论文 11篇：运用微

课题提升女生理性思维能力的实践研究、中考阅读理解与新

定义问题特点与对策、运用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研究一类几

何最值问题、旋转在一类几何问题中的运用、有理分式函数

的探究、回归工具本性 优化导数学法、从一道高考题谈如何

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函数零点存在问题探索、导数的几何意

义在函数综合问题中的应用、以揭示数学本质为价值取向的

试卷讲评课探索、一类分式函数图象与性质探究，指导学生

发表 2篇。论文获奖（市一等奖以上 5篇）。 

 



崔佳佳主要业绩 

 
崔佳佳，女，汉族，1977 年 9 月出生，教龄 21 年，高

级教师，现任初中数学研修员，班主任年限 9年。 

曾获人民教育出版社“优秀培训专家”，西城区教育研修

学院“先进工作者”。 

    所撰写的论文《西城区初中生尺规作图能力调查研究》

获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论

文《发挥同课异构优势 提升研修活动实效》、论文《重视情

境引入 打造高效数学课堂》获北京市中学数学教育教学优

秀论文评选一等奖；学习活动方案《从不同方向看立体图形》

在北京市优质教学资源征集活动中获一等奖。参与编写教材

《北京市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学》、《北京市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学教师用书》；参与编写《2019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

生考试数学学科考试说明》；参加 2020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

校招生统一考试数学学科的命题工作。参与编著《义务教育

阶段学业标准：研究与实践》、《学科能力标准与教学指南：

初中数学》、《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标准与评价：初中数学》、《中

学数学教学优秀案例集锦》等书籍，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论文《重视情境引入 打造高效数学课堂》发表于《中

小学教材教学》、论文《积累数学活动经验 发展数学核心素

养》发表于《中国数学教育》。指导范兴亚老师在中国教育学

会第九届初中青年数学教师优秀课展示活动中获一等奖；指

导王丹妮老师在中国教育学会“新技术支持未来教育展示观

摩”活动中做公开课展示。指导赵瑞娟等 12 位老师在北京市

中小学优秀课堂教学设计案例评选、数学学科“示范性教研

活动”评选等活动中获市级一等奖。 



孙秀平主要业绩 
孙秀平，男，汉族，1976 年 12月生，教龄 20年，高级

教师，现任高一数学研修员，班主任年限 5年。 

曾获荣誉称号有： 

（1）2013 年在新课程高中 B 版教材改革实验工作中，

被教育部中学数学实验教材研究组评为优秀实验教研员称

号； 

（2）2015 年 6月和 2020年 6 月在北京市数学高考阅卷

中担任大组长，并获优秀阅卷员称号； 

（3）2016 年 9月获教学参考书编写优秀作者称号； 

（4）2019 年 9 月获北京市西城教育研修学院先进工作

者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有： 

（1）主编高中数学 B 版教材必修第二册教学参考书（人

民教育出版社，2019 年）； 

（2）作为副主编参与编写优秀生辅导书：《高中数学知

识延伸与思维拓展》（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08）； 

（3）作为副主编参与编写教辅书：《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08）； 

（4）参与编写教辅书《高中学科学习指导读本》(光明

日报出版社，2015.07)； 

（5）近五年在《北京考试报》上发表数学教学文章共 4

篇，如文章“学会思考，学会解题”（2017.05.10）； 

（6）近五年作为点评专家之一在《北京考试报》上发表

北京市高考数学评价文章共 4篇，如文章“2020年北京高考

数学评价”（2020.07.07）； 

（7）在杂志《中学生数学》上发表文章：“关于数学应

用与文化试题解题策略的研究”（2020.08）； 

（8）近五年在《中小学数学报》上发表教学文章共 2篇，

如文章“2016-2017 年度高三数学期末统练典型题精讲”

（2017.03.18）； 

（9）录制网络教学课或讲座约 20余节，如录制北师大

教师培训专题讲座“学科核心素养观念下如何设计课堂教学”

（中小学教师网络研修，2017 年）。 



刁卫东主要业绩 
刁卫东，男，汉族，1967 年 1 月生，教龄 30 年，高级

教师，现任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院中学数学研修员，负责

西城区初一数学研修工作。班主任工作 10年。 

2016 年 4 月在北京市区县教研员高级研修中被评为优

秀学员。 

作为教育部全国规划课题《高中数学新课程实施中的班

级学业水平测试及反馈的研究》（FHB120467）和北京市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促进北京市高中数学新课程有效实施的对策

研究》（DBB10073）课题组成员，指导课题实验校教师开展课

题学习、课题研究和结题工作；于 2016年 5 月在北京市“基

于学生表现与测试数据分析”为主题的初中数学学科复习

课微格展示大会作主题发言，于 2019 年 6 月为中国教师研

修网承担的教育部“国培计划 2019”远程培训项目做《核心

素养导向的学生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的讲座；2017 至 2019

连续三年撰写《西城区九年级数学统一测试分析报告》，均获

当年市级论文评比一等奖，方案《解一元二次方程（1）》在

北京市优质教学资源征集活动中获一等奖；文章《对一类中

考试题中待定字母的取值范围问题的解法思考》和《把握初

中几何入门教学中逻辑思维的起点》分别发表在《中学数学》

（2018.1）和《新课程教学》（2019.1）上，是《初中数学课

堂教学设计透视与导引》（2019.10）的副主编；指导北京市

第十五中学吴宏宇在全国第八届高中青年数学教师优秀课

展示与培训获二等奖，指导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姚一萌等学校

的十几位老师在北京市教学研究课、教学案例、复习课微格

教学、示范性教研活动等评比展示活动中获得一等奖，指导

北京第八中学林志红参加市“空中课堂”录课的备课。 



雷文虹主要业绩 

 
雷文虹，女，汉族，出生于 1970 年 4 月，教龄 29 年，

高级教师，初中数学。 

于 2014年和 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级骨干教师,2016 年

11 月被北京市教工委、北京市教委通报表扬为“十二五”

时期中小学干部教师培训工作成绩突出先进个人。 

参加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2015年义务教育数

学监测工具研制”工作，以及 PISA2021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

目试题征集的命题工作。参与撰写出版《素养导向的初中数

学教学十五讲》、《基于“互联网+”的中学数学混合式教学研

究》、《先行研究丰富研修》、《实践走在理论之前》四本图书，

与他人共同担任《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实践路径：数学素养

领域的教学实验研究与案例》一书编委，均已出版发行。论

文《初中数学开放性实践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初中操作几

何图形类游戏活动的实践与反思》发表在《北京教育教学研

究》杂志上；文章《如何设计研修课程促师生共成长》发表

在《现代教育报》上。论文《初中数学课堂开展师生“说题”

的思考与实践》获中国教育学会“第十次全国中学数学教育

优秀论文”一等奖；另有论文获 15次北京市一、二、三等奖。

指导 18位教师分别获得全国、市级教学评比一、二等奖，指

导 16 节“2020年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课程，以及 42节

2020年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录制。 

                  

 

 

 



彭林主要业绩 
彭林，男，汉，生于 1969 年 8 月，高级教师，现任教高

中数学。 
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论文《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关于高三数学临考复习

的实践与反思》获 2018 年北京市中学数学教学论文评比一

等奖。论文《让概念教学从空乏走向生动》获 2019 年北京市

中学数学教学论文评比一等奖。专题课《从数学文化的视角

审视课堂教学》获 2020 年北京市中学数学网络教研案例评

比一等奖。主编《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必修第一

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初中数学竞赛中的数论初步》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在《数学通讯》《中小学数学》《中

学生数学》等数学教学专业刊物发表《关注数学教育的人文

价值》、《起始课，能否承载更多》、《基于数系扩充思想的“负

负得正”的教学设计》、《数学教学需要怎样的教学情境》、《基

于学生认知与基于数学文化的函数概念教学设计比较》、《注

重概念理解 提升核心素养》、《感悟背景 突出过程 融入素

养》、《数学与灵感》、《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同课异构教学设

计研究》、《一堂简单课中的不简单》、《从数学文化的视角审

视课堂教学》等多篇数学教学论文。 
 
 
 
 
 
 
 
 



常会媛主要业绩 
常会媛，女，汉族，1974 年 10月出生。教龄 23年，高

级教师，现任初中英语教师，教研组长，班主任年限 13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7－2020 年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

骨干教师”。2017 年 4 月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家教育学部“中

学英语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项目”实习指

导教师。2015 年 9 月获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9 年

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奖励记嘉奖。2000年以来一直担任

西城区英语学科兼职教研员。2016 年 1 月被聘为“西城杯”

中学优秀课例研究与展示活动评委。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北师大出版社《持

之以恒（中学生英语持续学习能力培养方略）》中承担第五章

第二节的编写工作。论文《用思维导图提升英语口语表达能

力的探索》在《中国教师》2018第 3 期发表。参与基础教育

优质数字资源建设项目微课编制工作，完成初中英语八年级

U10－U12 共 11 个微课程的资源编制和主讲。论文《在教学

改进中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获北京市第八届“京研杯”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教学设计及课例《M10U2 The 

weather is fine all year round》获北京市二等奖。《运

用积极心理学理论解决中学生管理中的常见问题》一文获市

三等奖。独立编订了《2015 年初三英语中考总复习》、主持

编制了《2016 年初三英语中考总复习》。多次参与编订西城

区教育研究学院《学习.探究.诊断》丛书。2020年疫情线上

教学期间，完成了区级四节微课的录制工作。 

 

 

 



吴昊主要业绩 

 
吴昊，女，汉族，1972 年 7 月生，教龄 27 年，高级教

师，高中英语，主任，班主任年限为 10年。 

曾获荣誉称号：西城区英语学科带头人，西城区教育系

统优秀教师，北京市教育学院英语卓越教师工作室入室研究

员。北京市国际教育中心授予“优秀国际班主任”称号；“希

望中国”校园英文短剧大赛总决赛优秀指导教师奖；中国国

际教育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报刊社

人民教育家研究院“首届英语教学大会”“中国好课堂”优秀

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课程国际化初探

之生涯教育及职业准备课程》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

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重点项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委托课题《基础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

比较研究》【编号 01020149】课题论文获得北京市基础教育

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融合问题导学与思维训练 创建

初中英语高效课堂》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

等奖；《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之“导师制”的实践与探索》和

《九商修炼游戏体验式教学在中学生教育中的实践》分别获

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和三等奖；《核心

素养下的英语语法情境教学》发表在《黑龙江教育》2020年

第 6 期，总第 1319 期教育与教学版；《基于思维品质培养的

高中英语阅读课堂活动设计案例研究》发表在《基础外语教

育》2020年第四期；在《英语单元整体教学的关键要素及实

施策略解析》一书中负责第二章第六节以及第三章第五节的

写作，预计于 2021 年 5 月出版。 



边业凝主要业绩 

 
边业凝，女，汉，出生于 1973年 8 月，教龄 24年，高

级教师，现任高一英语教师，教研组长，班主任 11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7 年入选北京市中小学第 5批名师发

展工程成员；2018 年任市区两级和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组织的

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考官；2018-2019 学年度被西城区授予

年终考核“嘉奖”称号；2015-2016 学年度获西城区教育系

统“优秀教师”称号；2019.7,在第十届“希望中国”青少年

教育戏剧全国年度终评中，获北京市一等奖，本人获“优秀

指导教师”称号；2016、2017年分获北京市第五、六届首都

学生外语英文原创剧一等奖,本人获优秀辅导员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6.11，在北京与

广西两地教师的同课异构活动中，获得了做课和教学设计及

课件评比两个一等奖；2019.9，“How to use linking words 

to write details”获北京市科研课题研究课教学基本功评

比一等奖；2019.6，“高中生英语写作衔接与连贯问题分析及

对策”获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

等奖；2016-2017 年参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英语

workbook》3 个模块共 5 个单元的编写及《英语教师教学用

书 选修 I》unit2 和 unit5 教学资源开发工作；2018.10，参

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 英语教师教学用书 选修

I11》第三单元的编写；2019.2，“英语阅读的两种方法”出

版于《北京考试报》；2020.2，“高中英语写作语篇衔接与连

贯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行动研究”开题报告出版于《西城教

育研究》。2018.7，教学设计“Christmas” 出版于《聚焦核

心素养，优化课堂教学》（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 



唐娅妮主要业绩 

 
唐娅妮，女，汉族，1975 年 5月出生，教龄 23年，高级

教师职称，现任教高中英语，曾担任班主任 9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7 年 11月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8 年指导王怡恬

老师参加北京市第二届科研课题研究课评比获二等奖，本人

获优秀指导教师奖。2015年在西城区英语教学设计评比中获

一等奖。2019 年在西城区英语教学设计评比中获二等奖。 

2019 年组织学生参加西城区英语学科实践类活动成果展示

获优秀指导教师奖。2015年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

研究所和英语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共同编著的《新课标高

中英语听说》的撰写工作，该套教材在 2015 年 7 月由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 年 1 月，在北京考试报上发表文章

《分项复习 有序提高》。2020 年 6月参与编写的《中国故事

英语讲 中国节日气候》一书由地质出版社出版。2020 年 8

月参与编写了《学习探究诊断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由地质

出版社出版。2020 年 10 月在《北京教育》“刊中刊”栏目发

表了文章《外语课程群框架下的英语教学实践》。2019 年参

与编写的《北师大版高中英语同步听说训练 选择性必修》计

划在 2021 年 6 月出版。2020 年 4 月为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

习平台课程录制了三节课，分别是高一高二素养课程的“泛

在·精练·语篇”和“Describing scenes 场景细致描写”

以及为高三年级备考的“阅读难点突破（3）”。 



 

姓名: 董海丽 性别：女 民族：汉族 出生年月: 1975.3 

教龄: 2 年 职称：高级 现任教高一英语 班主任年限：11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5-2020年： 

2015 年 8 月第十四届全国创新英语大赛 “特级辅导教师”； 

2016 年 8 月第十五届全国创新英语大赛 “特级辅导教师”； 

2017 年 12 月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全国优秀指导教师”； 

2017 年 11 月全国实用英语超级联赛“最佳组织奖”； 

2018 年 9月第十七届全国创新英语大赛“特级辅导教师”； 

2019 年 7月北师大二附中“优秀共产党员”； 

2019 年 9月 “2018-2019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17 年 4月“面向基础教育的海量知识库建设与构建关键技

术与系统”学科知识体系审查与成果应用研发工作 学科研

发专家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5-2020年： 

1. 2020 年 9月获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 《352解决方案：高中英语-完形填空》北师大出版社 

3.《高三英语应用文优秀范例及点评》-《北京考试报》 

4. 高三英语情景作文优秀范例及点评》-《北京考试报》 

5.《高考听力测试策略》-《北京考试报》 

6.《英语课外百篇阅读教研》京师沃学教学 

7.《高中英语教学优秀案例集锦》北师大出版社 

8.《巧设情境，促进英语读写能力协同发展》-《英语学习》 

9.《中国故事英语奖》中国传统艺术分册 -地质出版社 



王健，女，汉，1977 年 11月，21年，高级教师，高中

英语，班主任年限 8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6-2018第 15、16、17 届全国英语创新大

赛特级辅导教；2019.9 全国中学生外语素养大赛全国总决

赛优秀指导教师；2018.3 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教育教学主要奖项 

2018.10 全国高中英语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2020.9 西城区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5.12 西城区教

学设计一等奖；2015.11 青年教师常态课评比一等奖 

重要论著：论文：在英语阅读中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作者），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英文跨学科文学鉴赏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作者）中国教育。教材：英语初高中衔接教材 （编者）

北师大出版社；多维英语教师用书（编者）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中国故事英语讲（副主编）地质出版社 

教学课例 Reading News Stories（作者）普通高中课程标准

教师指导英语 上海教育出版社  

教学课例 Elsa Kills a Buffalo（作者）当代基础英语教

育教学与研究理论 人民大学出版社     

论文：英语阅读理解七选五答题策略（作者）北京考试报 

课题：国家级：面向基础教育的海量知识库建设与构建关键

技术与系统（学科专家）；中国教育学会：指向核心素养的中

学英语泛读教学实践研究（核心成员）；市级：核心素养取向

的高中英语短篇小说教学课例研究 负责人；普通高中文科

实验班课程改革的实践研究 核心成员；区级：基于核心素

养的高中英语短篇小说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 负责人 

 



 
张晋芳，女，汉族，1980 年 12月出生，教龄 16年，中

学高级教师，现任教高三英语，班主任年限 8年。 

曾获荣誉称号： 

1. 2019 年 4 月 “第五届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教学能

手” 

2. 2018 年 9月“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3. 2018 年 3月“北京市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 国家级：2019 年写作课《A Personal Email》 获评

教育部“国培计划（2019）”远程培训优质网络课程 

2. 市级：2020 年在线课程《关注词汇语法，深入理解

语篇》获评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优质教学课例 

3. 市级：2016年阅读语法课《My Teacher, My Student》

获评北京市中小学学科德育精品课程优质课例 

4. 区级：2020 年在线课程《英语长难句分析》获评北

京市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优质教学课例 

5. 论文：2019 年西城区教委重点课题《精彩课程与精

彩课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之英语课堂案例分析与评价 

6. 出版论著：2020 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研究

中成长的中学英语教师》中发表《内容型教学法与高中英语

教学》、《研究课教学设计与反思》、教育叙事《纠结地放手》 

7. 出版论著：2017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中英

语教学优秀案例集锦》中发表《 Reading Strategy: 

Attracting Children to Museums》等 7篇优秀课堂教学

案例 



张继红主要业绩 

 
张继红，女，汉族，1969 年 4 月出生，教龄 32 年，高

级教师，现任初中英语研修员。 

2010 年、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4 年被评

为西城区学科带头人。中国教育学会外语专业委员会委员，

西城区中学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

会委员，北京市促进通州区教师素质提升支持计划（2017-

2020）指导教师。 

承担多项国家级和市级课题的研究工作，在北京市

“十三五重大课题“教学、考试、招生一体化研究”开题

会中发言，2020年 2 月疫情期间承担北京市“空中课堂”

课程录制工作，多次在教育部“国培计划”项目中做主题

讲座，在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实践活动中开设课程，参

加了 2017年北京市高精尖项目，指导制作微课近百节，助

力北京教育公共服务转型，承担“一师一优课”省级评审

评委工作。2017年主编“聚焦核心素养优化课堂教学”优

秀设计成果集，2019 年主编了《中考英语听说考试训练精

编》一书。在核心刊物《基础外语教育》上发表论文“对

中学英语阅读课常见问题分析及改进建议”，《如何写好英

语作文》发表在《快乐学习》报上。多年参与北京市初中

课程与测试改革研究工作，多次参与北京市中考命题和评

价工作，多次参加北京市高职命题工作，指导多位教师做

全国和北京市观摩课、展示课，指导多位教师发表课例和

论文，指导多位教师在课题研讨会或观摩活动中做主题发

言，指导多位教师在全国和北京市各类优质课评比中分获

一、二等奖。 



 
王雨芳主要业绩 

王雨芳，女，汉，1975 年 8 月出生，教龄 22 年，高级

教师，现任中学部英语学科初中二年级研修员，兼任中学部

副主任，具体负责初三毕业年级教学管理工作及英语中高考

听说备考工作。 

曾获荣誉称号如下：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

学英语学科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项目”兼职

导师；被评 2014 年-2016 年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教学带头

人； 荣获 2016-2017 学年度西城教育研修学院院级先进工

作者；荣获 2019-2020学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荣获 2019-

2020学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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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参与“初中英

语学科支持毕业年级教研考研培训”项目培训讲座；发表文

章《剑桥英语》（青少版）第 1级  Module 2 Unit 7 Secrets 

of Success；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英语学

科资源制作及指导工作；《2018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

考试英语学科考试说明》编写；《大猫英语分级阅读 9级（1）》

教师用书编写指导；2020年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

录制工作；参与《2018新编初中总复习英语》编写工作；参

与《2019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英语学科考试说明》

编写工作；编写《阳光英语》分级阅读初一上教师用书；承

担“2020 年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录课任务；发表文章

“基于语篇与主题意义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以 English in 

Mind 第二册第九单元阅读课为例”；2019 年 12 月 指导三帆

中学杨晓娟老师在第十三届全国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观摩培

训活动“做现场展示课。 



付琦主要业绩 
 

付琦，女，汉族，1972年 9 月 22 日生，教龄 25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高中英语，中学英语学科室主任。 

获全国中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论坛暨教学观摩研 

讨会优秀指导教师奖；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

赛北京赛区最佳指导教师奖； 2016-2017、2019-2020学年

度学院先进工作者。 

被聘为“中国教研网”项目专家；北师大教育学部兼职

导师；清华大学 863 国家课题基础教育学科研究专家；指导

教师在“第十届高中英语课堂教学观摩培训活动”、“2018 年

北京市高中英语优秀教学案例征集与评选”课例评选、第十

二届全国高中英语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2019 年全国中小学

(英语)课堂教学改革论坛暨教学观摩研讨会中获一等奖；指

导学生在第 18 届中国日报社“21 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

赛北京赛区决赛一等奖；承担“2020 年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

堂”高中英语学科备课指导工作 51 节；在 2020年西城区中

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录制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参与编写

《新课标高中英语听说》、《2018年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合格性考试学科评价研究报告》、《初高中英语衔接教材》

等。发表论文《中学英语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建议》、《通

过教材文本重构 降低学生写作难度》、《中学英语教师研修

课程设计的创新与实践》；《高中英语语法教学课例分析》；论

文《中学生英语写作能力培养策略探析》、《在英语教学中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研究与实践》获奖。担任区级重点课

题子课题负责人；西城区教育科学规划 2019 年度教师专项

重点课题核心组成员。 



李大雁主要业绩 

 
姓名：李大雁，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71

年 10 月，教龄：25 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

高中英语，班主任年限：12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教育学院教师培训指导教师；西

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区科教系统先进德育个人；区优

秀班主任；区教师研修班优秀干部。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高考英语听说考

试训练精编》机械工业出版社；《Weddings 婚礼》中国教育

学会优质课例评比一等奖；《教师通过改进交流环节的实施

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表现空间》中国教育学会发表；《HELLO,我

们是不是在同一频道？——关于教师有效引导的教学案例

反思》全国民族中学教育学会一等奖；《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

堂 在情景中学习语法》北京教育学会二等奖；《2017 年北京

市高中会考试题评价研究报告》开明出版社；《2016 年北京

市高中会考试题评价研究报告》开明出版社；《2017 年高考

英语北京卷解析》《北京考试报》；《2016 年高考英语北京卷

解析》《北京考试报》。 

 

 

 

 

 

 

 



唐立娟主要业绩 

 
唐立娟，女，汉族，1967 年 4 月出生，教龄 32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高中政治，17 年班主任。 

曾获荣誉称号：连续 6届北京市政治学科骨干教师；连

续 6 年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优秀辅导教师、中小学生金鹏

科技论坛优秀辅导教师；荣获西城区霍懋征奖、西城区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辅导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北京市教育科学

“十二五”“十三五”规划课题《在中学教学中培养跨学科综

合思维能力的研究》、《基于标准分评价的中学生学业成绩影

响因素的研究》的实验教师，结题等级良；北京市基础教育

论文一等奖:  (1)《基于政治学科知识深度分析基础上的教

学策略》(2)《变化中思考，思考中改变》；《高中必背史地政

﹒精炼全集》新世界出版社；《积淀百年文化之魂 弘扬老校

育人之本》北师大出版社；《让图书馆成为乐园》《聚焦 G20

峰会》刊登在《中学生时事报》；连续编写《3年高考 2年模

拟》。区级重点立项课题《主题式教学法研究》的负责人；《北

京地铁文化建设》《北京市西城区红莲社区居家养老调查分

析》西城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三等奖。 

 
 
 
 
 
 



王芊主要业绩
 

王芊，女，汉，1979 年 4 月，教龄 16 年，高级教师，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政治组教研组长，班主任年限 6 年。 

   2010 年 10 月，现场课《感悟青春》参加 2010年全国思

想品德、思想政治优质课交流，获特等奖。2006年 8 月，论

文《从社会学层面解析班级团体的独特性》获全国中小学德

育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2014 年 5 月，《战胜挫折》获北京

市初中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2009 年 10月，《享受健康的

网络交往》教学设计在 2009 年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

学设计评选中荣获一等奖。2017年 9 月，课堂实录、说课《我

与社会》被教育部“部编版教材深度宣传解读”项目评选为

优质课一等奖。2010 年 9 月，论文《教学设计中的学生研究》

获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实验 2010 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2010 年 6 月，《诚信做人到永远》在第四届“西城杯”中学

课堂教学大赛评选中获一等奖。2012 年 12 月，课例《世界

因生命而精彩》，获第五届“西城杯”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

2020 年 1月，参与编写统编版五年级下《道德与法治》教材。

2018 年 7月，参与编写澳门教材《品德与公民》初中一年级

教材、教师用书，负责《自我认识与管理》单元和《家庭生

活和社会生活》单元。2016 年 8月，参与编写北京版教材《道

德与法制》八年级上《第一单元 温馨和谐的家》、北京版《道

德与法治》教材教师用书。2017年 7 月，参与编写陕教版《道

德与法制》教材。2020年 9 月，参与编写《统编初中道德与

法治教科书教学设计与指导》八年级上第一单元第一课，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丽主要业绩 

 
王丽，女，汉族，出生于 1976 年 10 月，教龄 21年，中

教高级，现任高中政治，担任 19年班主任。 

曾获荣誉称号：被评为北京市政治学科骨干教师、北

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评卷 “优秀评卷员”，西

城区优秀班主任、西城区学生科技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优秀辅导教师”。多次获得北师大优秀共产党员、学校

“优秀班主任”、“资深班主任”、班主任基本功大赛综合优

胜奖、优秀社团指导教师等荣誉。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国家级）论文《审

美化资源的发掘》获《思想政治教学》2016年度优秀论文二

等奖；《什么是实践》发表于《思想政治课教学》《文化综艺

节目何以走红？》发表于《中学生时事报》；《当我们遇到乞

讨者》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德育》；（市级）论文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审美化情境创设的基本原则》获北京

市一等奖；《探究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获得北京市第二届科

研课题研究课评比一等奖；论文《心存善念，努力追寻——

培养完整的人》获得北京市第八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

成果二等奖；论文《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审美化情景创设的

基本原则》获北京市第八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

等奖；参与编写《教材划重点.高中政治》、《高三思想政治.

总复习测试》、录制“空中课堂”、为师大学生开设《核心素

养视域下的思政课教学》、《如何进行教学设计》等讲座。 



吴国英，女，汉族，1970 年 9 月，任教 26 年，高级教

师，现在高一年级政治任教，曾担任 12年班主任。 

曾获荣誉称号： 

2017年被评为北京市中学骨干教师；2013年被评为北

京市中学骨干教师；2010 年被评为北京市中学骨干教师；

2007年被评为北京市中学骨干教师；2016 年、2018 年、2019

年，在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上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5年至今，参与新疆、广西、北京等多地教师培训的

国培计划和支教活动，发挥了骨干教师的影响作用。 

2020年参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选修模块《法律与生

活》的教学参考指导的编写；2020 年编写了《从减税降费谈

我国分配制度》，发表于北京考试报；2017 年，参与人民教

育出版社组织的《法治教育高中全一册》教材的编写；参与

北京考试院政治室石芳老师组织编写的《素质养成，能力塑

造——教学实践活动研究》，负责《课堂模拟》中《今日意见

领袖明日合格公民》。参与了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统考教材《思

想政治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的编写，担任哲学部

分的编写，是主编之一。 

2019 年 6月，参与区级课题研究《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

高中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内容与方式的研究》，是课题组核心

成员。 

2016年、2017年、2018 年、2019年担任北京市西城区

政治学科兼职教研员。 

 

 



杨灵主要业绩 

 
杨灵，女，汉族，1972年 10月出生，教龄 26年，高级

教师，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班主任工作 6 年。 

2017年获北京市“七五”法治教育名师称号，2015年、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时事教育

先进个人”，2010年、2013年、2017 年北京市高中思想政治

骨干教师，2020年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先进工作者”。 

   教育部统编教材高中思想政治必修 3《政治与法治》教

材核心作者，澳门《品德与公民》高一和高三教材、人教版

高中思想政治必修 1《经济生活》教材核心作者，人教版《法

治教育》主编。教育部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测试评价专

家组成员，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大中小德育一体化

教材研究”基地专家，2015年、2018年、2019年、2020 年

北京市高考思想政治命题组成员，2017年入选北京市“中小

学名师发展工程”。多次指导教师在全国大赛和北京市大赛

获优质课一等奖，多次承担国家级教师培训讲座。《对思想政

治教学内容深度分析的思考》发表于《课程• 教材• 教法》；

《课程改革推进中德育课程实施情况调查报告》发表于《思

想政治课教学》；《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样例研究》发表

于《中小学教材教学》；《情境·任务·学科知识》发表于《基

础教育课程》；《青少年法治教育实效的评估与提升》发表于

《教育家》；《<政治与法治>教材编写特点与使用建议》发表

于《教育月刊》，《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导》《高中课堂有效

教学》《素质养成 能力塑造——教学实践活动研究》主要作

者。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北京市课题 KT13519008 “新课程

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师研修方式的行动研究”课题负责人。 



陈英主要业绩 

 
姓名：陈英，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73.11.19，

教龄：26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初中道德

与法治，现行政职务：中学部副主任，班主任年限：10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8 年

被评为西城区普教系统优秀教师，在 2016 至 2020 年的学年

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5 年指导王珂老

师获得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德育研究分会 2015 年度课堂展

示与观摩活动一等奖。2015年至 2019年，指导籍颖、孙颖、

陈怡、刘心蕊、王瑨 5位老师获得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

教学设计评选一等奖。指导耿莉娜、李飞、刘文畅 3 位老师

获得北京市 2015、2018、2019 德育说课展示交流活动一等

奖。指导张函老师获得北京市第三届“启航杯”一等奖。指

导王征老师获得第三届北京市中小学教师法治教育基本能

力培训与展示活动一等奖。指导杨萌、籍颖两位老师获得

2019 年北京市中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教学基本功培训

与展示活动一等奖。参与统编《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下册教

材、教师用书的编写。论文《思想品德学科教学内容有效组

织的思考》获得第七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分别为《心中的规则》《成长的不仅

仅是身体》两节课的教学设计做点评。参与北京考试院中考

评价工作，撰写 2018 年、2019 年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学

科考生水平评价报告。2017年参与人民教育出版八年级上册

全国教材培训，做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八年级上册全国

网络培训讲座。 



蒋凤主要业绩 

 
蒋凤，女，汉，生于 1970年 5 月 22 日，教龄 26年，高

级教师，现任初中道德与法治研修员，班主任年限 2 年。 

2018年被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评为“时事教育先进工

作者”。2013年、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2020年，担任教育部“十三五”重点课题《健康学校建

设》的子课题《健康中国背景下道德与法治教育对青少年身

心健康积极影响的创新实践研究》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

学资源研发工作。2018、2019 年为全国统编《道德与法治》

九年级教材的使用做培训工作。从 2017年到 2020 年做统编

《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单元分析和课例点评的国培工作。担

任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教学编委，为时事杂志撰写“考考

自己”栏目。参与小学五年级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及教

参的编写工作；参与首师大版七上和八上教材和教参的编写

工作；参与澳门特区《品德与公民》教材及教参的编写；为

人民出版社主编了《宪法知识读本》小学低年级版、小学高

年级版、中学生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学生读

本《我爱你中国》（初中生版）；《中小学生守则》八年级上册。

参与了北师大高精尖项目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测评工具、资源

研发和教学改进项目的工作。参与了人教出版社的人教数字

教材教师培训课程项目。2015 至 2020 年，指导多名教师参

加北京市优秀课堂教学设计展示活动获一等奖。2018 年、

2019年指导教师参加北京市中小学新任教师第二届、第三届

“启航杯”展示活动，分别获得一等奖。参加了教育部 2018、

2019年德育监控评价的命题工作，参加了北京市 2019、2020

中考命题工作。 



潘宇彤主要业绩 

 
姓名：潘宇彤，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68.02.25

教龄：30，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初中道德与

法治，班主任年限：7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8 年 4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事报告

杂志社评为 2016-2017 年度时事教育先进工作者；2007 年、

2010 年、2013 年、2017 年 12 月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2017 年 10 月被评为中小学一线优秀教师和教研员研修项目

培训优秀学员；在 2018-2019学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参与统编《道德与

法治》五年级下册教材、教师用书的编写。《生命的思考》一

单元的整体教学规划以及指导的六节课被 “统编教材深度

宣传解读”项目——落实“铸魂工程”双师资源研发录用。

参与“人教数字教材——教师网络培训课程项目”，承担课例

点评以及单元梳理的工作。参与《思想政治课教学》2017年

第 6 期“成长的不仅仅是身体”教学设计与点评。《关于“中

考中招改革”的认识与应对策略的思考》获北京教育学院举

办的 2016 年紧缺急需项目——中考中招思想品德班培训优

秀成果。 

 
 
 
 
 
 
 



王小琼主要业绩 
 

王小琼，女，汉族，1970 年 3 月出生。教龄 27 年，中

学高级教师，初中历史教师，先后开发“看生活变迁，品京

味文化”“立体的北京”“京味情调”“玩转博物馆”等校本选

修课程，担任班主任共 13年。 

教育部“国培”特聘专家库成员、人教社统编初中历史

教科书培训专家、西城区兼职教研员；曾获人民教育出版社

优秀培训专家、全国历史教学评比活动指导教师奖、中国致

公党北京市优秀党员、西城区优秀教师、西城区教育技术革

新能手、西城教育研修网优秀工作者、校先进个人、优秀班

主任、优秀教研组长等荣誉称号。 

论文《初中历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与思考》获

全国一等奖、《以情育人——践行‘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获

霍懋征教育思想论坛征文二等奖、《问题探究教学模式在活

动课‘世界文化遗产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实践》获北京市

一等奖、《例谈微课设计》等获西城区一等奖；《北京历史文

化特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课题成果获北京市三等奖；

《北方民族大融合》《经济重心的南移》教学设计及课例获北

京市一等奖；主编《立体的北京——北京四中多学科融合视

角下的研究性学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统考教材•历史学科

知识与教学能力》；《馆校合作视角下学校课堂教学‘透物·见

人·及心’策略初探》《‘智慧学伴’促进初中历史精准教学

的探索》《走近历史，走进历史》《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等多篇论文或课例发表；参编人教

版、北师大版、北京版教材、教参若干；多次承担公开课、

讲座、统考会考命题。 



 
张爱民，男，汉族，1968 年 7 月出生，教龄 29 年，中

学高级教师，现任高二历史教师教学，北京八中历史教研组

长，班主任年限 11 年。 

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等荣誉

称号。 

   论文《在心理上赢得高考》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

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评为三等奖；参加编写《国家教师资格

考试统考教材》（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年出版），负责历史学

科知识与教学能力专业知识“世界现代史”部分；公开课《新

中国初期的外交》被全国优质中学联盟“聚焦课堂，同课异

构”教学研究项目评为优质课；论文《从一封美国来信想到

的——浅谈高三历史教学的素质教育》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

学研究优秀论文三等奖；论文《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一

课教学研究》获北京市历史教学论文评选二等奖；教学设计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获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设计

评选一等奖，入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基础教育优质教

学课例，并由图书馆收藏；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

精尖创新中心历史学科能力测试工具的研发》课题，负责《西

方人文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部分；此外，还

编写过《商人与富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年出版），

《高考历史复习综合参考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4年

出版），《必胜课——高中解题分析大全》历史分册（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等。 

 



 
陈化锋，男，蒙古族，1972 年 5 月出生，教龄 26 年，

高级教师，初中历史教师，班主任 15 年。 

荣誉称号： 

国家级：2016 年教育部“国培计划”示范性教师工作坊

高端研修项目专家组成员、2020年教育部“国培计划”国家

级骨干教师高级研修项目专家组成员、2019年人民教育出版

社“优秀培训专家”称号、2020年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三

帆中学历史课程录制工作指导教师。市级：“北京市优质教育

资源统筹教师专业发展体验式培训项目”历史学科指导教师、

2017 年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教师招聘评审

专家。区级：2018 年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2020 年西

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录制工作指导教师、连续多年担任

西城区初中历史兼职教研员。 

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国家级：2016年 9 月，为统编教材教师教学用书七年级

上册撰写教参样稿，《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2016年

11 月，参与撰写统编教材教师教学用书，初中历史七年级下

册（部分）。2020 年参与撰写澳门版“世界历史教师教学用

书”初三年级下册（部分）。2020 年参加国家级科研课题，

“郑州历史教学改进项目”，撰写《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教

学设计。市级：2019 年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

“十三五”教师教育规划课题，“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历史教

师研修课程开发与实施研究”， 撰写部分课题文本。区级：

西城区优秀课改先进个人。 

 



李静主要业绩 
   李静，女，汉，1965 年 5 月，教龄 32 年，高级职称，

高中历史，班主任 11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获五届北京市骨干教师称号 

2.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3.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 

     4.北京教育学院卓越教师工作室优秀学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论文被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评为一等奖 

    2.课题成果获教育部评选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

究成果”一等奖 

    3.《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录像课被评为全国新教

材培训优质课例 

    4.《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课例被评为 2020年人教社统

编历史教材线上优秀课例（一等奖） 

    5.撰写 2015、2016、2017、2018 年的《北京市高考文科

综合能力测试历史学科考生水平评价及教学建议》 

    6.发表文章《从“趋向统一”视角把握中国古代史阶段

特征及其教学实施举例》 

    7.主持北京市项目《生态文明教育视域下高中历史课程

重构的实践研究》 

8.参与高中历史 5 本新教材配套地图册的编写，均由中

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9.参加两届国际历史教育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 

   10.2015～2019 为北京各区县做历史高考数据分析及教

学指导讲座 15场 



冯健主要业绩 

 
冯健，男，回族，1976 年 7 月出生，教龄 21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高二年级历史学科，担任校长助理职务。 

荣获两届区学科带头人、两届区骨干教师、一届区青年

科研骨干称号。是首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历史教师教育论

坛”教学素养展示活动评委，2015 年“西城区《走进西城》

地方课程实验先进个人”，2015-2016 学年度“西城杯”中学

优秀课例研究与展示活动评委，2019 年西城区“学校课程建

设优秀成果评审工作”专家评委。 

   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1项，为主要参

加人；参与市级课题项目 2项，其中 1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市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所撰写研究成果收

录于北师大出版社两本出版物中；担任市级课题项目学校子

项目负责人 2项，其中 1项研究成果已由北师大出版社正式

出版；负责区级课题项目研究 1项并取得阶段性成果。2016

年获全国历史优质课评比二等奖，北京市教学设计评比一等

奖。五年来所撰写论文 3 篇获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学论文评比

一等奖（其中 1篇为一等奖第一名），1 篇获二等奖。参与编

写北京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试验教材《历史》第 3册和

第 4 册，承担 2课编写任务。2017 年 1 篇论文发表于核心期

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承担国家级讲座 3次（其中 2次被

“国培计划”项目录用）、市级 2次、区级 1次。承担市级公

开课 3节次、区级 2 节次。指导包括房山、密云等郊区县教

师在内的青年教师 4 人，效果显著。 

 

 



张瑞清个人业绩 

张瑞清,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历史教师、党委委员、学生

综合评价中心主任。本硕博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历史学科骨干教师，2018 年被评为北

京市正高级教师，是北师大直属附校正高职称并入北京市教

委后评定的首位正高级教师。 

长期坚持在教学一线且高考成绩突出，本年度教授高三

和初一年级。疫情期间承担教育部基教司组织的面向全国的

大型高考直播节目“同上一堂课”高三历史课程多节，同时

为中央电教馆录制初中课程。课例获北京市一等奖。高中市

级研究课在历史教学年会展示。 

学术论著已和人民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并出版样书;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负责人，

课题成果获北京市一等奖;北京市“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新高考背景下基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增值评价实

践研究》负责人;3项课题获 2020年西城区教育教学成果一、

二等奖;论文在核心期刊《课程·教材·教法》发表，论文获

北京市优秀论文一等奖;参与教材编写;教育部国培计划专

家、担任西城区高级教师职称评定评委;指导青年教师参加

市区评优课;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考官;参与北京市中

学教师开放型在线问答中心答疑,双师微课上传。 

 



梁美秀主要业绩 

 
梁美秀，女，汉族，1971 年 9 月，教龄 25 年，高级教

师，现任初一历史学科教研员。 

曾获“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走进西城》课程实验

先进个人” “‘国培计划（2019）’——国培管理者团队研修

示范性项目班优秀学员”荣誉称号。 

   参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解读》《义

务教育历史学科教学用书·七年级上册》的编写等；多次承

担全国、市、区公开课；推动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先后于

2015年、2017年、2018 年参与西城区新入职教师培训工作；

疫情期间承担西城区网络课程录制组织、录制工作；承担北

京市空中课程建设的教学录制工作，个人承担了《新中国的

成立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完善》等课程，组织

指导西城区十一位教师完成北京市空中课堂的录制工作；承

担北京市高中历史学科会考命题、北京市中考历史学科的命

题工作。主持研究西城区规划课题《中高考改革背景下初高

中历史学科教学的衔接》课题；参与国家中小学继续教育网

《高中历史核心素养实施的研究》课题研究，并做了“学科

大视野背景下的的核心素养课堂实施”“基于学生学习的核

心素养的培育”等讲座；积极参与国家扶贫工作，多次承担

“国培计划历史教师发展计划”扶贫培训课程等，为贫困地

区的教育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李鹏，男，汉族，1974 年 4月出生，23 年教龄，高级教

师，现任初三历史学科教研员，中学部副主任，班主任年限

6 年。 

曾获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北京教育

学院宣武分院学年度考核优秀、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

学年度考核优秀。 

主编历史系列丛书《迟暮的王朝》（九卷本共九册，近 200

万字）；撰写的《回顾历史 把握新知—2016年高考试题研究》

一文，发表于《基础教育课程》杂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教学设计获北京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特色示范课堂”建

设一等奖，并有公开出版物；获北京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

会“2018年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学论文评选”一等奖。多次参

与西城区新入职教师培训工作，助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指

导青年教师多次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学设计评比一等奖、全国

优质课评比一等奖；疫情期间承担西城区网络课程的备课指

导和录制组织、录制工作；承担北京市空中课程建设的教学

录制工作，个人承担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共和国的光辉历

程》两课的录制。 

 

 

 

 

 

 



贾海燕主要业绩 

 
贾海燕，女，汉族，1980 年 7 月出生，教龄 15 年，高

级教师，现任高中历史教研员，有 2 年班主任年限。 

曾获荣誉称号：（1）2016 年被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评为

“优秀作者”。（2）2015 和 2016 年被评为北京市高考阅卷

“优秀评卷员”；2016 和 2018年两次被聘为北京教育学院卓

越工作室入室教师；2017年成为房山区教委委托项目“亮蓝

工程”核心成员；2019年被聘为门头沟区中学历史学科教学

指导专家。（3）2016 年被聘为“西城杯”展示活动评委；2016

和 2017年被聘为北京市 66中历史组教学顾问；2018 年被评

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1）①《高三历史

复习课教学设计的特点及实践策略》2015年获北京市论文评

比一等奖；②《提高学生历史阅读的实践性研究》获北京市

2015—2016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③

《立体、多维、联系、互动——以<启蒙运动>为例谈高三历

史复习课的特点与设计》2016 年获北京市一等奖；④《初中

中古史阶段特征的把握与教学实施研究》2018 年获北京市一

等奖、北京教育学院卓越工作室项目优秀成果奖；⑤《以问

题解决为中心培养学生史料实证素养》2019年获北京市一等

奖。（2）《从授课者到观课者——例谈教师备课时应有全局意

识》和前述论文①③④⑤，共计 5篇均发表于双核心期刊《历

史教学》，分别为 2015年第 23期、2016年第 9期、2017年

第 7 期、2018 年第 21 期、2019 年第 23 期；并参编统编教

材《中外历史纲要（上）》选择性必修 1的《历史地图册》和

《历史填充图册》共 4册，已出版。 



朱海燕主要业绩 

 
姓名：朱海燕，性别：女，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70

年 5 月，教龄：28 年，职称：中学高级，现任教学段学科：

高中地理，班主任年限：7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国家级-“全国优秀中学地理教师”；“中小学教师国家

级培训计划地理学科培训专家”；“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网培训专家”。 

2.市级-“北京市中学市级骨干教师”；“北京市中学市级

学科带头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硕士专业指导教师”；“北

京市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地理学科评委”。 

3.区级-“北京市西城区高中教师教学基本功评比学科

指导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国家级-《地理八上教师教学参考用书》人教版（人民

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科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经济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高一地理相异构想及

其转变策略的实践研究》（北京教育出版社）。 

2.市级-论文《地理课程标准校本化的实践研究》北京市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实验二等奖（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现

代教育理论与实践论坛大赛一等奖；论文《高中“区域和区

域差异”教学设计中 PCK 的应用研究》北京市第七届“京研

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论文《“欧洲西部自然环境与

农业”教学设计中的 PCK 应用研究》在北京市骨干教师培训

中交流。 

3.区级-《气候资源》西城杯一等奖。 



张丽雅主要业绩 
 

张丽雅，女，汉族，1974 年 10月出生，教龄 24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地理学科高一年级，教研组长，班主任年限

6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09年 获“全国地理学会优秀中学地理教育工作者”

称号 

2、2018 年 3月  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3、2019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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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月，《近十年北京卷地理综合题设计的变化

及其对中学地理教学的启示》获北京市 2015-2016 学年度基

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 

2、2019 年 21 期 在全国核心期刊《地理教学》发表文

章《中学地理项目学习的教学实践研究》 

3、2019 年 8期 在《中小学教材教学》发表文章《运用

同理心指导地理教学中的交流与合作》    

4、2019 年 12 月 11 日北京考试报《天气系统复习—考

生答题中常见错误例析》 

5、2019 年 12 月 18 日北京考试报《天气系统复习关注

三方面内容》 

6．2019 年 11 月 北京市名师发展工程课题“聚焦中学

地理项目学习中问题和对策的实践研究”   

7．2019 年 12 月 西城区教育科学规划 2019年度校本专

项重点课题“基于问题情境培养中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教学

模式研究”   



王韬，女，汉族，1965 年 7 月出生，教龄 33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高二地理，地理教研组长，班主任 6 年。 

曾获荣誉称号： 

自 2010年以来连续三届北京市中学地理骨干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法指导”获全国优质课

评比一等奖；论文《人地观念统摄下初高中地理有效衔接的

教学策略研究》获市级骨干教师培训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

“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初中地理情境教学探索”获市级

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指导吕玥老师市级“启

航杯”教师风采展示课获一等奖；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申报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研发与实施的实践研究》西

城区二等奖；《中学地理考察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西城

区二等奖；教研组获区初中实践活动设计评比优秀组织奖。

发表的论文论著：校本教材《古都春秋》主编，北师大出版

社出版；教材《八年级下册》（商务版）副主编，商务印书馆；

论文：“运用主题式教学打造人文地理学习的活力课堂”等 2

篇发表在《地理教育》杂志；论文“放慢教的脚步 关注学的

过程”《地矿勘查》杂志；“百年实验 薪火相传”——地理组

专刊《地矿勘查》杂志；中国教育台《直通高考——宝贵的

最后一课》；北京电视台空中课堂初三复习课；北京市地理教

研组长高中课改交流培训会主题发言“秉承持续发展理念，

打造活力教研团队”；北京市地理专用教室教学研讨会主题

发言“利用地理教室打造活力课堂”。 
 



陶琍主要业绩 
陶琍，女，汉族，1969年 12月出生，教龄 28年，高级

教师，现任高二地理研修员，曾任班主任 10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05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地理教育工作者；

2004、2007、2010、2013、2017 年连续五届被评为北京市骨

干教师；2018-2019 学年度院级先进工作者。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完美跨越---初高

中地理衔接教学探索》获北京市第七届京研杯一等奖；主编

《中考零距离》；《新京版义务教育地理电子教材及配套教学

资源》编写与录制；编写北京版八年级下册《地理教师教学

用书》；《地理填充图册》副主编及编者工作；作为“首都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标准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组核心成员，

撰写出版《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标准与评价--初中地理》；作为

“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标准体系的建构与实

施”课题组核心成员，撰写出版《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

学业标准》；参与《北京市初中地理总复习》编写工作；作为

北京市中考评价组成员，撰写 2018、2019、2020年《北京市

中考考生水平评价报告》；疫情期间承担北京市空中课堂录

制工作，录课《知识回归实践》。指导 66中周梅、师大附中

单晟玮老师获全国中图版地理教材课堂教学现场课评比和

录像课评比特等奖；指导育才学校顾乡获全国优质课评比一

等奖；指导 66 中李傲洁、张永华获地理数字课程资源评选全

国一等奖和成果奖；指导 66 中张永华获全国中小学实验教

学银质奖章；指导 43 中贾坤获北京市中小学第一届“京教

杯”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一等奖；指导 66 中周梅、15 中

王会敏、师大附中单晟玮、回民学校尚静等教师获北京市教

学设计一等奖；指导北京市空中课堂录课 15 节。 



宋颢主要业绩 
宋颢，女，蒙古族，1973 年 1 月出生，教龄 24 年，高

级教师，现任高三地理研修员，班主任年限 3年。 

曾获荣誉称号： 

曾获第六届“全国优秀中学地理教育工作者”；北京教科

院基教研中心地理实践活动教学设计评选“优秀指导教师”；

2 次荣获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优秀评卷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论文《面向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区域认知能力培

养》获北京市 2018-2019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

一等奖，并在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专业委员会 2018 年综

合学术年会上进行大会交流；中学地理学科课例研修的

“321”策略成果荣获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

一等奖；主持北京市专项课题（CBA11041）《中学地理学科课

例研修课程化研究》结题鉴定等级（良）；是教育部基础教育

改革专项课题核心组成员，研究成果国家教育行业标准《初

中地理教学装备配置标准（JY/T 0622-2019）》正式发布；在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地理教育》上发表

文章 2篇；主编《历史与社会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副主编

高中地理教科书配套教师用书《必修第一册》、《选择性必修

1》、地理填充图册《自然地理基础》和 2020版《5 年高考 3

年模拟 A版》地理；参编《地理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2本；

“国培计划”为初中、高中地理骨干教师/教研员授课 8次；

“2020 年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高中地理授课 1 节，指导

教师授课 16 节，指导参赛获全国一等奖 2 人，指导教师国

培授课 4 节、市级研究课 3节；多次指导北师大、首师大研

究生论文；参加北京市地理命题工作高考 2次、等级考 1次、

测试题 2 次、题库 1 次，会考 7次，合格考 2次。 



王仕新主要业绩 

 
王仕新，男，汉，1972 年 9 月出生，教龄 23 年，高级

教师，初三物理，班主任年限 19年。 

2007 年市总工会授予首都劳动奖章。2012 年被中共密

云县委员会、密云县人民政府授予“教学能手”称号。2011

年-2013年和 2017 年至今任市级骨干教师。2011-2013担任

密云县物理名师工作室领衔教师。 

2006 年全国中学物理青年教师教学大赛荣获一等奖。

2016年指导蔡文婷老师全国名师教学大赛中，荣获初中组一

等奖。2012年在北京市首届高中教师新课程基本功培训和展

示活动中荣获一等奖。2016年、2017 年连续两年荣获全国初

中应用物理竞赛北京赛区决赛优秀指导教师奖。2016 年论文

《彰显科学本质强化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在中国教育学会物

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论文交流中被评为一等奖。2017 年出

版论著《物理学习主动性的激发——初中生阅读物理课本的

教学实践探索》2017.12.论文《物理观念统领下的中学物理

教学策略》 荣获市级一等奖。2018.5.论文《关注科学本质 

优化中学物理实验教学》荣获北京市一等奖。2019．11.论文

《用科学探究引领中学物理教学》荣获市级一等奖。 

 

 

 
 

 
 

 



杨蕾主要业绩 

 
杨蕾，女，汉族，1973 年 6 月出生，教龄 24 年，高级

教师，现任北京八中高中物理教师，高中物理教研组长，班

主任工作年限 10年。 

曾获全国物理教学创新能手，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

学科带头人，物理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课题研究方面：参加一项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北京市

级课题“物理实验微视频与微信公众平台结合促进学生个性

化学习的实践研究” 负责人，参与三项北京市级课题研究；

西城区规划办重点课题“高中物理新教材伴读资源的开发与

实践研究” 负责人。论文论著方面：参与编写《高三物理复

习指导用书》2020 年全国发行，负责编写《必修第三册学习

探究诊断》全册，论文在核心期刊《中学物理》上发表；在

全国中学教学大赛实验教具一等奖，北京市物理实验教学大

赛一等奖，北京市物理学会论文一等奖，西城区微课评比一

等奖，西城区教学设计评比一等奖。其它方面：公开课国家

级两节，北京市级三节，区级十多节。连续多年被聘为西城

区兼职教研员、西城区高中物理核心备课组成员，西城区高

考模拟命题组成员。承担西城区及北京八中多名青年教师的

教学指导师父。多名学生在物理学科竞赛中获奖，多次被评

为优秀辅导教师。近年来在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举办的教研

活动中承担了面向全区的二十余次讲座及高中物理教学分

析。 



 

王丽环，女，汉族，出生年月 1979年 12 月，教龄 18年，

高级教师，现任初中物理教师，班主任年限 14年。 

曾获荣誉称号： 

曾获“北京市骨干教师” 

全国中学物理创新实验交流“实验创新能手”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参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编写 

参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上册物理课后习题编写 

参与北京市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项目手册编写 

发表文章《基于突出学习者情景体验的中学物理教学设

计优化研究》《高中数理化》杂志（主办：北京师范大学） 

担任人教版物理学科教科书培训专家 

担任北京大学国培计划远程培训课程开发与教学指导

专家。 

多个课例、教学建议被教育部全国教师继续教育网录用 

全国中学物理实验创新一等奖 

全国教育教学论文二等奖 

北京市基础教具自制教具二等奖 

西城区论文一等奖 

东城区教学设计一等奖 

 

 

 



胡东升主要业绩 
姓名：胡东升，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65.12，

教龄：32 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高中物理，

班主任年限：20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4-17 年 5 月，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特约观

察员”。2014-2015 年，连续两年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研究”先进个人。2017

年 11 月，北京市教委“北京市骨干教师”。2019 年 12 月，

北京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获“记功嘉奖”。2016年 7 月，

“西城区教育系统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2017 年 9 月，

北京市西城区“西城区优秀教师”。2019 年 9 月，北京育才

学校物理组被评为西城区先进集体。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8 年 3月-2019 年 3 月，西城区政府专项资助创新项

目《高中物理 导学案》主编，分必修 1、2、必选、选择性必

修 1-5和总复习上下册，共十个分册，共近 400万字。2018

年受“人民教育出版社”邀《普通高中教材审读试教》物理

教材的审读。 2016-2019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及“北

京市中学生物理竞赛’中连续被评为北京市决赛“优秀指导

教师”。2018、2019 年北京市骨干教师高研班优秀学员。2020

年 4 月 全国中小学名师线上教学示范课等。 



许洪发主要业绩 

 
许洪发，男，汉族，1980 年 9 月生，教龄 18 年，高级

教师职称，高中物理教师，现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物

理教研组长、学校课程处主任、高三年级教学主任职务。班

主任工作 6年。 

曾获“泛珠三角物理奥林匹克竞赛暨中华名校邀请赛优

秀教练”、“北京市奥赛优秀教练员”、“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

带头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西城区优秀班主任”

等荣誉称号，北京市中学生物理竞赛委员会委员，西城区物

理学科兼职教研员。 

曾代表北京市参加第五届全国中学物理名师教学大赛

获得高中组一等奖；创新实验仪器《库仑定律定量实验仪》

获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创新实验交

流一等奖；工作以来长期辅导学生参加物理竞赛并多次获得

中国物理学会物理竞赛优秀辅导教师奖、全国高中应用物理

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全国中学生数理化学科能力展示活动

优秀指导教师奖、北京物理学会物理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

题一项结题并发表成果、参与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

题一项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发表，主持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一项并完成中期汇报；多次获得市、区论文评比一

等奖；曾获“西城杯”特等奖；指导青年教师参加北京市实

验教学大赛获得一等奖；受邀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教材研

讨会、区教研、西城区新教师培训等活动中做专题报告与讲

座；出版学生指导小册《初中物理必背定律&应用》、编写多

本校本课程教材及复习资料。 



黎红主要业绩 

 
 黎红，女，汉族，出生于 1968 年 9 月，教龄 30 年，中

学正高级教师，现任高二物理研修员，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

物理室主任，班主任年限 8年。 

 曾获荣誉称号：“全国中小学教师网络研修授课专家”、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特邀专家”、“国培计划项目初中

物理学科特邀专家”；北京市教委“首都优秀骨干教师京郊行

动讲师团成员”、“北京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优秀辅导

教师”、“北京物理学会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北京市级骨干

教师”、“义务教育物理新版教材培训专家”；“西城区普教系

统先进青年”、“西城区教育学会先进个人”等。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大学物理》上发表

有《干涉、衍射实验中衍射物位置的估算》、《中学物理》上

发表有《电磁感应中感生与动生的关系》；获国家级论文一等

奖有《光电作用系列问题讨论》、《初中物理欧姆定律教学相

关问题及分析》、《浅谈初高中物理教学的衔接》、《在初中物

理中关于科学思维的教学尝试》等；指导《声的利用》《交变

电流》等课全国教学大赛获一等奖；主编《中考总复习-提分

宝典》系列丛书及光盘。《初中物理概念教学研究》获北京市

学带与骨干教师培训优秀成果一等奖。指导《杠杆平衡条件》

《互感和自感》等课北京市教学比赛获一等奖；参与了《北

京版九年级物理教参》《北京市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项

目手册》《体验科学—走进中国科学馆》《学习能力标准与教

学指南(初中物理)》等书籍的撰写。 

 

 



张明主要业绩 

 
张明，女，汉族，出生于 1975年 1 月，教龄 23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初三年级物理学科。 

曾获荣誉称号：2019 年 9月，被聘为人教数字教材中学

物理培训专家；2019 年 12 月，在第二届北京市中小学实验

教学说课活动中荣获优秀辅导教师奖；2018 年 3月，被评为

2018年—2021年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2019年 1月，

被聘为门头沟区中学物理学科指导专家。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6 年 9月，指导

四中蔡文婷老师在第五届中学物理名师教学大赛中荣获初

中组一等奖；2016 年 9 月，论文《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策略初

探》获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论文一等

奖；2017 年 6月，在“中小学教师网络研修”项目中主讲专

题讲座《如何做考试分析和试卷讲评》；2019年 11 月，论文

《利用信息技术使个别化学习成为可能——物理研修网络

课程建设初探》获北京物理学会学术年会论文一等奖；2016

年 9 月，指导八中沙迪老师、三帆中学刘成老师在北京市初

中开放性科学活动优秀课例评选中获一等奖；2016年 12月，

指导四中刘宁老师、西城外国语学校丁明洁老师获第六届北

京市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大赛一等奖；2018 年 5月，指导八中

刘子然老师、西城外国语学校丁明洁老师在北京市中学物理

课堂教学展评中获一等奖；2020 年 6 月，指导商乐、王彬、

龚宇、丁明洁、包栗、刘子然老师为“2020 年北京市中小学

空中课堂”录制课程获得好评。 

 

 



刘文慧主要业绩 

 
刘文慧，女，汉族，出生于 1978 年 3 月，教龄 20 年，

高级教师，现任高三物理研修员，班主任年限 7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6 年 9月被评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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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被评定为校先进工作者；2017 年 9 月被评定为学校

“优秀履职”、获“优秀教师”称号；2018 年 9 月被评定为

学校“优秀履职”、校先进工作者；2019 年 9 月获学校“优

秀师德、优秀履职”称号、校先进工作者。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8 年 11 月第十

三届全国青年教师教学大赛论文评选一等奖；2018 年 11 月

第十三届全国中学物理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开幕式学术报告

《基于课前学习诊断的教学整合研究》；2019年 11 月指导北

京十三中张立燕老师参加全国创新教学大赛获一等奖第一

名；2019 年 12 月北京物理学会学术年会论文一等奖；2018

年 6月指导北京一六一中学张宇老师参加北京市科研课题评

比获一等奖；2020 年 6 月参与撰写的论著《基于学习进阶的

中学物理教学改进研究：电与磁》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撰写本书第三章《关键概念的学习进阶》；2020 年 5 月

所撰写的物理必修第一册第三章《内容与价值分析》、《学情

分析》、《教学目标与重难点分析》、《学习过程分析》等资源

发表于人教社网站高中物理栏目。 

 

 

 

 



洪云波主要业绩 
洪云波，男，汉族，出生于 1977 年 4 月，教龄 21 年，

高级教师，初中化学学科，现任北京四中初中部教学处主任，

班主任年限 8年。 

曾获荣誉称号有：北京市优秀教师专家团专家，赴藏（拉

萨市）开展示范讲学活动；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化学学

科兼职教研员、学科带头人、新入职教师组指导教师；西城

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我心中的好老师”

等称号；“西城杯”中学优秀课例研究与展示活动评委。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有：疫情期间，参加中

国教育电视台录制《同上一堂课》直播课堂，主讲《中考化

学复习备考策略和方法》（教育部组织）；教育部“2013年度

基础教育优质数字资源建设项目”编制中，承担 6 个微课程

的资源编制和主讲工作；北京四中全国开放日展示课以及化

学学科经验交流做主题发言；参与编写国家教育部组织的

《义务教育学科装备标准的研制》；参与北京市教委 2015年

委托项目“向基础教育倾斜  北京市基础教育在线教育服务

体系  学习信息推送” 化学学科内容开发工作；参与北京

版《义务教育教科书 化学 九年级 上册》教材的修订工作；

《揭秘膨松剂》被评为“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

升工程”优秀教学案例； 疫情期间，参加由北京市组织的空

中课堂节目，在北京电视台录制《物质构成的奥秘和化学变

化》专题。 



 
丁激杨，女，回族，1969 年 3 月出生，教龄 28 年，中

学高级教师，现任高二年级化学学科教学和备课组长，区级

化学兼职教研员，现行政职务中学民盟中学支部主委，班主

任年限 10年。 

曾获荣誉称号： 

北京市骨干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西城区区级学

科带头人；西城区优秀教师；设立“丁激杨名师”工作室；

西城区“巾帼明星”荣誉称号；西城区第十三界政协委员；

西城区民盟优秀主委称号；《5 年高考 3年模拟》B 版优秀作

者；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国赛）突出贡献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中国化学学会论文和教学设计一等奖；华北区中学化学

优质课观摩评比一等奖；北京化学学会论文和教学设计一等

奖；北京市高中教学基本功二等奖；北京市化学说课比赛一

等奖；西城杯课堂教学评优“特等”奖；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和骨干教师微课展示展示一等奖；西城区教学论文和教学设

计一等奖；十二五区级重点课题、十三五区级重点课题分别

获得 2万资金资助。 

参与编写《化学选修 5教学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普通高中课程教科书 化学选修 5》配套光盘人教电子音像

出版社；《5年高考 3 年模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沈军主要业绩 

 
沈军，女，汉族，出生于 1967年 4 月，教龄 31 年，高

级教师，高一和高二化学教学，教研组长，班主任 15 年。 

    带领化学组先后被评为 2014年度、2015年度和 2016

年度全国中学化学新课程实施先进单位；连续五届均被评

为北京市中学市级骨干教师；2019 年被评为“北京教育学

院 2019前沿科技资源转化为高中理科教育资源的实践探索

项目”优秀学员；2016 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霍

懋征奖；获 2018年西城区中小学生金鹏科技论坛优秀辅导

教师奖。 

《油脂》获 2015年“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程实施成果

教学案例类（说课录像）特等奖”；《餐饮废油转化成生物柴

油的小型装置的设计探究》被教育部“国培计划（2015）”远

程培训项目录用；《电化学复习》被收录为“2016 年北京市

中小学学科德育精品课程”；参与录制北京市空中课堂课程；

《基于物质转化的铁及其化合物高三复习教学》发表在《教

育与装备研究》2016 年第 3 期；“餐饮废油转化生物柴油的

小型化装置设计探究”研究性学习案例发表在《化学教育》

2017 年第 38 卷第 15 期；《人间食话：师说二十四节气与饮

食营养》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本人任副主编；多篇论

文及教学设计获市级一、二、三等奖；参与北京市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一般课题《在中学教学中培养跨学科综合思

维能力的研究》的研究；辅导多名教师参加各类比赛。 

 

 

 



李靖轩主要业绩 

 
李靖轩，男，汉族，1978 年 11月出生，教龄 16年，化

学高级教师，现任高二年级化学教师及备课组长，化学教研

组组长，班主任年限 11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7 获评西城区学科带头人，2015、2018、

2019 年获评北京市高中化学竞赛优秀辅导员，2015 年起担

任西城区高中化学学科兼职教研员、西城区中心命题组成员，

2015 年担任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化学学科面试考官，2019 年

担任西城区化学教学评比活动专家评委，2019 年获第 33 届

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突出贡献奖，2019 年获评第十一届中学生

数理化学科能力“优秀指导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承担多节市、区级

公开课，如市级公开课《质量守恒定律》、区级公开课《化学

定量分析类题目解题策略》。承担市、区级讲座 30多次，如

在全市高三教研活动上做《高三统一测试题分析》专题讲座。

参与编写《高中化学实验探究校本课程》等校本课程教学用

书。论文公开发表和获奖 30 篇，如《化学学科思想在元素化

合物教学过程中的渗透》发表于《化学教育》、《基于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发展的元素化合物教学案例研究》获北京市论文

一等奖。参与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 1次，市级课题研究 3次，

负责区级重点课题研究 1 次，如教育部重点课题《基于全人

格教育理念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市级课题《初一/初二

化学校本课程的开发》、区级重点课题《基于问题情境培养中

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教学模式研究》。参与人教版新教材审

读及试教《沉淀溶解平衡》。 

 



金从武，男，汉族，1968 年 5 月出生，教龄 31 年，职

称为高级教师，现任高中化学学科，班主任年限 26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04 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15 年被评为北京市

“紫金杯”优秀班主任；2004-2007、2007-2010、2010-2013、

2013-2017、2017-2020 年度均被评为北京市级骨干教师；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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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参加教育部“国培计划 2019”远程培训，获得中

国教师研修网国培项目专家答疑证书；2017年参加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青州化学教师培训项目；2020年 5月任《名师问道》

一书（ISBN 978–7–5704–2256–2,北京出版集团）副主编；

《关注过程能力的培养》论文获得北京市教育学会一等奖；

《从单液电池到有盐桥的双液电池》被评为北京市百节名师

风采课；《简单原电池的设计与制作》特级教师工作室观摩课；

《在爱心塑造中且行且思》论文，获得西城区一等奖；西城

区重点课题《基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化学教师主题研究课

程的设计与实施》核心组成员,主持子课题《课堂教学中学习

活动设计》的研究；获得了西城区优秀人才培养专项经费资

助。 



 
梁凯，男，汉族，1975年 10月出生，教龄 22年，中学

高级教师职称，现担任高二化学学科教师，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中学化学教研组组长，班主任 8年。从 2015 年至今，

一直担任西城区兼职教研员。 

2014 年及 2017 年连续两次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学

科教学带头人”。2015年、2016年和 2020年被评为“西城区

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15 年 10 月获“第十二届全国化学实验教学创新”一等

奖。2016 年 11 月获“第四届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一

等奖。创新实验《多用途气体反应定量实验的创新设计》获

北京教育学会特等奖、中国教育学会一等奖、北京市教委一

等奖。教学设计《认识电离理论》获北京市优秀课堂教学设

计评选一等奖、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计评选一等奖。教学

设计《离子晶体》获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设计评选二等奖。

论文《高中化学学科“分层走班制”教学的实践与反思》和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化学课堂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践》获

北京市高中化学教学论文评比一等奖。五年来，作为核心组

成员参与多个市、区级教育科研课题，多次承担市、区级公

开课，多次在西城区开设讲座，指导本校青年教师马佳在北

京市、华北区和全国现场课评比中均获得特等奖。参加国家

中小学网络云平台高二化学课程和北京市空中课堂高一、高

二化学课程的备课和录制工作，参加 2020年北京市第一次、

第二次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化学学科命题工作。 

 

 



冯品钰主要业绩

 
冯品钰，女，汉族，1971 年 9 月出生，教龄 25 年，高

级教师，西城区教育学院研修员，现任教高中化学教师培训，

任班主任 21 年。 

曾获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国培项目组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特聘授课专家，连续三届北京市

化学学科骨干教师，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中小学教师培训

工作优秀教师，北京市教师资格国考面试评委，北京教育学

院高中化学骨干教师研修班培训专家，北京教育学院“中学

化学卓越教师”工作室入室教师，多篇论文发表在 CN 期刊，

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西城区中学化学高级教师评审会

评委，西城区教育学院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近五年，积极投身教育教学研究，撰写专著《教师教学

理论素养提升读本》被北师大国培项目等列为培训指定用书；

论文《发展“模型认知”素养的化学物质结构教学》等，共

五篇获北京教育学会、北京教科院等市级优秀论文一等奖、

一篇获市级二等奖；主持并指导多项课题研究，其中市级课

题三项、区级课题五项，获得研究成果二、三等奖。多年来，

发表文章近 50万字，专著《教师教学理论素养提升读本》安

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主编《在新课标关照下——关注学习策

略的教学》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课改育才——

化学 物理》光明教育出版社出版。《领悟“原子结构模型”

发展的过程与方法——以“科学家对核外电子运动的探索”

单元教学为例》等论文共 16 篇，先后在《中学化学教与学》

《教育与装备研究》《基础教育论坛》《北京教育》等国家级

核心刊物上发表。 



邵丹主要业绩 

邵丹，女，汉族，1974 年 7 月出生，教龄 23 年，高级

教师，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中学部化学学科研修员。 

曾获荣誉称号：2014 年、2017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

学科教学带头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参加了国家级课题

《基于课例研修的西城化学教师研修课程的设计与实施研

究》；参加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年重点课题

《基于录像课分析的教学问题诊断研究（CADA16035）初中化

学子课题》等多项课题研究。《浅析思维导图及其在化学教学

中的有效应用》、《命题中体现“绿色化学”理念》等获北京

市中学化学优秀教学论文一等奖。参与了撰写北京市自主会

考评价反馈报告、北京市高考试题评析等。指导西城外国语

学校张颖参加 2018 年北京市初中化学复习教学说课展示与

交流活动一等奖；指导 8 中姜映毅参加 2019 年北京市初中

化学复习教学研讨活动一等奖；指导 8中焦鹏、二附中刘鹏

辉参加北京市高中化学总复习教学研讨会展示；指导二附中

全芙君等多位老师参加北京市教学说课。指导实验中学瞿辉

《分析复杂反应的一般思路》、二附中孙敏《纳米氧化亚铜制

备的研究》、8 中王爽《酸和碱的中和反应》、4 中佟威《定量

溶液的组成》、空中课堂等市级研究课近十节、区级研究课近

五十节。 



赵晓刚主要业绩 
 

赵晓刚，男，汉族，1975 年 9 月生，教龄 19 年，高级

教师，现任高三生物教师，北京市第四中学生物教研组组长，

连续多年任区兼职教研员，班主任年限 7 年。 

教育教学获得学生和同行认可，近 5 年获荣誉称号： 

2018年 6月和 2019年 6月 2次获全国生物奥赛优秀辅导奖；

2020 年 6 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记功奖励；2019 年 9 月西城

区优秀教师；2017 年 9 月西城区优秀教研组（教研组长）； 

2017年-2020年区级优秀集体（成员，连续 3年）；多次获北

京四中优秀园丁、优秀教研组长和先进个人。 

  教育教学工作成果较为显著，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如下： 

参与 2020 年人教版《稳态与环境教参》部分章节编写；国家

级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2016-2020 年，论文《ATP 教学疑

难问题的分析》、《基因教学疑难问题解决》、《遗传学基本原

理、方法的思考与应用》，分别发表于《中学生物学》、《生物

学通报》、《北京考试报》；2018年《基因教学疑难问题解决》

市论文评比三等奖、区一等奖；参与市级课题 2 项（编号

2015000037591G251 和 G383）；主持区教委重点课题《新高考

背景下北京四中生物教学策略研究与实施》，参与区课题 2项；

教学成果《高中生物学实验数据分析教学研究》获区教育教

学成果三等奖（参与）；开设公开课情况：国家级 1 节，市级

2 节，区级 4节；指导公开课情况：市级 3节，区级 6节。 



汪勇，男，汉族， 1981 年 5月出生，教龄 16年，职称

为高级教师，现任教高一年级生物学科，现任北京八中学生

处副主任、高一年级管理团队负责人，班主任年限 8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15 年 7月北京八中优秀党员； 

2、2016 年 6月北京八中优秀党员； 

3、2018 年 6月北京八中优秀党员； 

4、2019 年 6 月北京八中“德业双馨”先锋岗优秀共产

党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 、2015年 7 月论文"高中校本选修课开展转基因技术体

验与实践活动方案"，发表于《生物学通报》； 

2 、2015年 8 月论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大肠杆菌中表

达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发表于《生物学教学》； 

3 、2015年 8 月获得"北京市第七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

成果"三等奖； 

4 、2015 年 12 月论文"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构建高中生物

学知识框架"，发表于《生物学通报》； 

5、2016 年 6月获得"2015-2016学年度北京市西城区教

育学会生物分会论文评选"一等奖； 

6、2017 年 9 月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评选

一等奖； 

7 、2020年 1 月论文“‘蛋白质工程’一节教学设计” ，

发表于《生物学通报》。 

 

 



卢晓华主要业绩 

 
卢晓华，男，汉族，1979 年 4 月出生，教龄 15 年，中

学高级教师，现任教高一年级生物，班主任年限为 5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7 年被评为西城区学科带头人。2018

年被评为西城区优秀教师。2019 年被评为西城区优秀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2015 年 10 月获植物栽培大赛

优秀辅导教师奖。2015 年 12 月获北京市初中教师课程德育

说课比赛一等奖。2017 年 9月获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

学设计二等奖。2015 年 11 月获首都特色优质原创课程教学

案例二等奖。2015 年 11 月获“学习力”课题成果西城区一

等奖。2015 年 11 月获“生态伦理学”课题成果西城区一等

奖。曾发表论著：参与《高中生涯发展指南》中“生物学科

高中和大学知识体系的异同”的编写，北京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2 月出版。参与《STEM教育视野下的课程开发与学科教学

改进》的课例“认识防腐剂”的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出版。参与北师大版《普通高中教科书——生

物学教师教学用书必修一分子与细胞》中“第二章第一节质

膜二物质出入细胞方式”、“第三章第一节水与无机盐”、“第

三章第五节元素与生物大分子”部分的编写，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20 年 7月出版。曾发表论文（代表性 3篇）： 2017

年 4 月“初中生物学学案的设计与使用”发表在《生物学通

报》。2017 年 7 月“‘血细胞的功能 ’一节的教学设计”发

表在《生物学教学》。2020 年 3 月“基于实验的科学概念构

建教学设计——以‘植物细胞的叶绿体从太阳光中捕获能量’

为例”发表在《生物学通报》。 

 



 
张超，男，汉族，1980.6 出生，教龄 18 年，高级教师，

现任高三生物教师，学部助理，班主任 12年。 

2019.9 年获评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18.3 北京市西城区学科教学带头人 

2015.9 获评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1.参与国家级新课标浙科版高中生物教材及教参的编

写，负责编写选修一 模块 3 生物技术与工程部分教材内容

与教参，撰写量约 5.6万字。 

2.论文“在‘光合作用’的教学中渗透物质与能量观及

科学思维教育”发表于《生物学通报》。 

3.2018 年开始，主持市级课题“STEAM教育理念指导下

的高中生物学实验教学实践研究”。 

4.2020 年 著作《好玩的生物学：陪中学生一起阅读生

命》出版。 

5.2019 年 著作《平台教育理念：寻找并成就属于自己

的人生》出版，该书于 2020年荣获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成

果三等奖。 

6.参与编写《高中生物读本：全 2 册》，此书于 2019 年

出版。 

7.2015 年 著作《平台教育理念之初探》出版。 

8.微研究“‘触类旁通的学问’”校本课程设计与实施研

究”2020年荣获西城区第 23 届征文评比二等奖。 

9.著作《学习，就是找对方法》2015 年荣获北京市西城

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杨涌主要业绩 

 
杨涌，女，汉族，1976 年 4 月出生，教龄 20 年，高级

教师，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初中生物学科研修员。 

曾获荣誉称号：2017 年，在教育部“国培计划(2017) ”

研修期间，被评为优秀学员；2018年被评为区级学科带头人；

2017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6-2020 连续四

学年在学院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连年被评为北京市

中小学植物栽培活动优秀组织奖；论文《关注中学生物与小

学科学有效衔接，提高概念教学有效性》等 3篇分别获得北

京市优秀论文一、三等奖；《关注学生经验，巧妙搭建问题桥》

获西城区论文评选一等奖；《中学生物教学与小学科学课程

有效衔接的教学研究》获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

在《生物学通报》发表《“情境教学法”以从种到界教学设计

为例》等多篇文章。指导张雪燕、刘怡、赵瑶瑶、李红菊等

多名教师获得国家级、北京市实验教学说课、教学设计展示、

启航杯、京教杯等活动的一二等奖。参与教育部国测命题审

题、考试院中考新增科目命题方案研究；撰写《中考生物考

试说明》；命制 2020 年学业水平考试题；撰写 2018-2020三

年中考评价、学生水平报告。参与撰写高中生物学选择性必

修 1 教学案例点评、《科普场馆中的生物学》； 

参与完成教育部课题《义务教育学科装备标准的研制》、北京

市课题《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中学生物教学实践研究》

及其他三个区级课题。完成歌华公开课、“空中课堂”录制、

人教版教材培训、教育部“一师一课”评审、北师大高精尖

项目、开放性实践活动课程评审、市送教下校等工作。 



包雪松主要业绩 
姓名：包雪松 性别：汉 出生于：1974 年 12 月 教

龄：23 年 职称：高级教师 任教学科：中学音乐 任教学

段：高中、初三 现行政职务：艺术组教研组长 

曾获荣誉称号 

１．2015年至 2020 年被聘为西城区中学音乐教研员； 

２．被评为 2018年至 2021年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３．被聘为西城杯中学优秀课例研究与展示活动评

委。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１．获得全国第七届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展示活动

中学组全能一等奖； 

２．《浅谈“互联网+”时代的音乐基础教育网络虚拟

课堂建设》国家级期刊“艺术教育”发表。 

３．《演奏模块－西洋管弦乐队》获得国家教育部“一

师一优课”优秀课程； 

４．执教的“学会学习，自主发展”教师教学技高一

筹专题课例《虚拟乐队》、《雪绒花》课程的教学设计、教

学实例等资料由教育部国培计划 2017项目培训录用。 

５．主讲的“教师教学、技高一筹”七个主题课程由

教育部国培计划 2017项目培训录用。 

６．获得 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专业技能展示全能

一等奖；钢琴一等奖；声乐二等奖； 民乐二等奖。 

７．《人民音乐家》获得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

设计评选一等奖； 

８担任《柯达伊教学法预备级专项指导》主讲教师；

担任西城区高中新教材研修《音乐情绪与情感》主讲。 



徐东良主要业绩 

徐东良，男，汉族，1975 年 11月出生，教龄 20年，高

级职称，体育与健康学科初中学段,学生处副主任，班主任年

限 17 年。 

荣誉称号：2017年被评为北京市级骨干教师,2018 年获

北京市师德先锋称号，2019年担任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面试考官。2018 年被评为西城区优秀班主任、先进班集体

及五四红旗团支部。2015—2020连续 5年被聘为西城区兼职

教研员，2015—2020连续 5年被评为北京八中优秀共产党员。 

教育教学成果：2015 年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教育第 11

届年会、北京八中超常教育 30周年研讨会做《独轮车》教学

展示课获优秀奖；2017 年在中国教师教育网远程培训中主讲

《在课外体育活动中指导高中学生健康行为》课程；2020年

在北京体育教研平台《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手册（周末版）

健身达人----武术操学生展示》担任指导教师；2018 年获西

城区体育教师教学技能考核一等奖；2018年获西城区优秀研

究课《技巧—头手倒立》； 2018-2020年多次在西城区教研

活动中进行《体操教材教法研究》专题讲座。 

主要研究成果：论文《新体能练习在双杠教学中的辅助

作用》2015年发表于《体育教学》；《自然体育对超常儿童德

育的促进作用》2018 年发表于《教学研究》；《水平四头手倒

立接前滚翻成蹲立教学设计》2020 年发表于《体育教学》；

《关于开创家校合作新模式建设班级发展共同体的实践与

研究》2019 年获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志业委员会论文

评比二等奖；《北京八中疫情防控居家体育课程模式研究》

2020 年获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研究

中心优秀成果奖。2019 年被聘为北京教育学院卓越教师工作

室核心成员进行“学生学习表现性评价研究”。 



李江泰主要业绩 

 
李江泰，男，汉，1972 年 9月，24年教龄，中学高级，

现任初中体育与健康学科教师，体育教研组组长，西城区兼

职教研员，曾担任班主任工作 3年。 

2015.6 聘为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促进学校体育

教育和课外体育活动”西部边远地区实地调研实践指导专家；

2013.12～2017.12 评为北京市中学市级骨干教师；2015.11

评为北京市中小学体育市级骨干及学科带头人项目（体育教

研风格凝练培训班）优秀学员；2019.6～2019.10 在 70 周年

庆祝活动中承担第 35 方阵“扬帆远航”方阵的组织训练处工

作，做出了积极贡献；2018.3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头

人；2020.8～2020.9 到国家级贫困县阜平承担支教工作。 

2018.3～2019.3承担国家统编教材《普通高中体育与健

康教科书》《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教师教学用书》编写修订；

2019.9 承担国家统编教材《普通高中教材•体育与健康•教师

备课系统》（必修全一册）《高中篮球、足球模块教学计划》

及《篮球、足球课时教案范例》编写修订；2019.6子课题《依

托校园足球构建课外体育活动模式的研究》评为中国教育学

会教育专项科研课题优秀案例；2017．9《我校初中体育实施

“3+1+1”课程模式的探究》获全国第十三届学生运动会科学

论文报告会三等奖；2018.5 参与“国培计划（2018）—教育

部中小学骨干教师远程培训项目”培训课程录制；2018.10

《中考体育 300问》副主编；2016.02《中小学专兼职体育教

师教学指导手册》编委；2017.08《体育中考导航》编委。 

 

 



丁福芹主要业绩 

 
丁福芹，女，汉族，1967 年 12月出生，教龄 30年，高

级教师，现任初一、初二项目班体育与健康课程，担任 35中

学体育中心主任一职。 

曾获荣誉称号： 

1、被聘为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学校体育与体育

教师培训项目” 2018、2019 年国家级培训县级送培项目指

导专家；2、被评为 2014-2016年、2018-2021年西城区教育

系统学科教学带头人；3、2019年被聘为北京市“一校一品”

体育教学改革项目指导专家。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参与编写教育部普通高中统编教材《体育与健康》教

师用书及学生教材；2、被聘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教育现代化 2035 中小学体

育与健康课程开发研究”核心成员； 3、论文《康复训练对

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相关肌群工作特征的影响》被 2019 年

全国运动增强体质与健康学术会议录用为专题报告，并参加

了学术交流； 4、论文《青少年脊柱矢状面形态与功能现状

分析》，2017 年被国际体育与健康学术论文报告会暨第八届

全国青年体育科学学术会议录用为专题报告；5、2018 年荣

获西城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技能考核中一等奖。 

       



宋冬梅主要业绩 
姓名：宋冬梅，性别：女，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71

年 11 月，教龄 24 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学校的体育教

研组长。 

曾获荣誉称号：2019 年 9月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

统优秀教师。2018-2021 年被评为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一、2017 至 2019 年曾经 3 次承

担教师资格证国考考官工作。二、承担多项课题工作：1、全

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9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

教育现代化 2035 中小学体育与健康开发研究锻炼课研究组

核心成员。2、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一

般课题《给予全视角学习理论的中学体育教师研修的行为研

究》课题组成员。3、西城区教育科学规划 2019年度教师专

项重点课题“身体运动功能训练对促进学生基本运动技能实

践教法研究”课题负责人。4、2020 年度西城教委委托课题

“中学体育教学渗透德育实践研究”核心组成员。三、多篇

论文获奖并出版：1、撰写的多篇论文在北京市教育教学论文

评选中获奖，期中三篇论文：浅析在中学跨栏跑教学中发展

学生髋关节柔韧性；浅析对高中女生进行技巧教学实践研究；

启发式教学在中学体育单元教学中的实践研究，出版在《聚

焦核心素养优化课堂教学》一书中。2、承担区体育教研公众

号的图文编辑工作。四、担任评委及指导教师工作：2015年

6 月至今，多次被聘为西城区中小学体育教学评优课评委及

教师基本功比赛的评审专家，多次担任西城区中学教师研修

组指导教师，指导的青年教师多人次在北京市教学比赛中获

奖。 

 



黄占宁主要业绩 

 
黄占宁，男，汉族，1965 年 1 月出生，教龄 33 年，高

级教师，现任高二女生体育教学工作，曾担任 8年班主任工

作。 

曾获“西城区骨干教师”“西城区学科带头人”称号；被

西城区教育系统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在参加中国教

育学会体育与卫生分会重点课题《中国青少年体能素质“课

课练”创新研究》、《青少年体能素质“课课练”持续与拓展

研究》获优秀成果奖和优秀教师；在教育部“国培计划”—

—示范性集中培训项目初中体育骨干教师学习中被评为优

秀学员。 

参加“2018年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评选获

二等奖，2018 年西城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技能考核活动中

荣获一等奖。获奖论文 8 篇。其中 1 篇获全国一等奖，1 篇

获市二等奖，2篇获市三等奖，1篇编入师大附中教海拾贝教

育教学论文集发表，1篇获区一等奖，1篇获区三等奖，1篇

被课题研讨会录取。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 2次，市级课题研

究 1 次，区级课题研究 1 次。教学设计和论文被北京教育学

院宣武分院编入《聚焦核心素养 优化课堂教学》中学体育优

秀教学设计成果集和中学体育学科教学优秀成果论文集。指

导青年教师获北京市教学设计评比二等奖、获区体育教学评

优课二等奖、区教师基本功考核分获一、二等奖。 

 
 
 
 



蔡将主要业绩 
蔡将，男，汉族，1974年 10月出生，教龄 22年，职称

为高级教师，现任初中体育与健康学科，现行政职务为教研

组组长，副班主任年限 15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18年 5月，获“国培计划（2018）”——教育部中小

学骨干教师远程培训项目，专题课程主持专家证书。 

（2）2014 年 9 月，获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3）2017年 9 月，获得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第 13届

“我最喜爱的老师”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2018 年 12月，论文《单元教学设计提高初中生体育

情感目标的可行性分析》荣获 2018 年北京学校体育科学大

会“一等奖”。 

（2）2017 年 5 月，论文《初中生运动成绩与自我效能感、

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研究》获得北京市 2016—2017 学年度

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 

（3）2016 年 4月，论文《北京市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

对体育教师影响的调查研究》获北京市 2015-2016 学年度

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 

（4）2015 年 12月，论文《初中生体育锻炼态度与主观锻

炼体验关系的研究》获北京市第十一届中小学体育科学论

文报告会“一等奖”并在“体育教学 2015增刊发表”。 

（5）2018 年度，《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指导》

一书（DLA180404），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6）2019年 8 月，《促进学习困难小学生脑执行功能健康发

展的运动干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AGA15205）一书在北京

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 



马颖涛主要业绩 

 

马颖涛，男，回族，出生于 1968年 6 月。中国共产党

党员，高级教师，体育学科培训者，担任班主任五年。

2009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支教一年，被授予 2009年自

治区优秀支教教师的光荣称号。分别在 2010 年、2013年、

2017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个人所获主要荣誉：2016年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

秀教育工作者。 

个人主要教育教学成果:1、《初中体育教师教学指南》

（上）（下）“国培计划”中小学体育教师培训教材编委工作。

2、《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研制与录制工作。3、

《北京市中小学运动项目技能等级评定标准及教学建议》参

与研制。4、《聚焦核心素养优化课堂教学》体育学科教学优

秀成果论文集，本册主编。5、《北京市高中体育与健康课改

十年课堂教学质量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学生运动

会论文报告会论文二等奖。6、《中学体育课的几种教学教法

的应用研究》、《核心素养下校园足球教学教法初探》北京市

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中小学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获奖。《对

高中学生进行“排球准备姿势和移动技术”教法的应用研究》

获得市论文一等奖。7、指导吕晨明等青年教师，16 人次参

加北京市中学体育教学课例、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评选取得突

出成绩。8、为河北省张北县，阜平县做支教培训。担任市区

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组织的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面试考官。多次承担省级、市教学评优评委工作。 

 

 



康栋主要业绩 

 
康栋，男，汉族，1968 年 11 月，教龄 27 年，高级教师，

高中体育与健康学科，班主任 24年。 

曾获荣誉称号：2009 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工作优

秀园丁，2007年被评为北京市中学市级骨干教师，2010年被

评为北京市中学市级骨干教师，2013 年被评为北京市中学市

级骨干教师，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中学市级骨干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论文《对某区示范

校和普通校实施高中新课程现状的比较研究》获第六届中国

学校体育科学大会二等奖；论文《在中学体育教学中学心理

单元计划的研究与应用》获“十五”全国学校体育卫生科研

课题二等奖；论文《北京市中学课外体育活动现状调查》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中学生运动会三等奖；多次承担中

国教育资源服务平台“高中体育”学科课程的研发和录制工

作；多次指导我区教师获全国评优课、教师基本功比赛一等

奖；多次指导我区教师获北京市评优课、教学设计一等奖；

主编《高中体育与健康教学案例精选》；北京教育科学“十三

五”2018年度一般课题《基于全视角学习理论的中学体育教

师研修的行动研究》课题负责人；参加《基于常态教学的中

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技能提升与修炼》北京市体育教师优秀教

学案例集编写工作。  

 
 
 
 
 



周建龙主要业绩 
 

周建龙，男，汉族，1969 年 11月出生，教龄 28年，高

级教师，初中体育与健康教研员，班主任年限 18年。 

荣誉：1.2017-2020 年聘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及试点区遴选评审专家。2.2018 年聘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

与运动学院体育硕士兼职导师。3.2017-2019 年聘为北京市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评估及遴选专家。4.2015-2020 年

聘为北京市中小学校园足球及优秀体育教学课例评审专家。

5.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教育教学：1.近五年主持或参与了三个国家级课题、一

个市级课题、一个区级课题。撰写的论文获国家级 3 个二等

奖、1个三等奖，北京市级 2个一等奖、2 个二等奖、1个三

等奖。2.参与编写了《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材》、联合规

划教材《安全教育》的运动安全部分。一篇文章在《课程教

育研究》2018 年 17 期发表。3.指导的“进攻战术”教学视

频《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中学）》，由北京电子

音像出版社出版。4.参与了《北京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

方案及标准》《北京市中小学运动项目技能等级评定标准及

教学建议》的研制工作。5.指导教师获全国教学评优一等奖

1 人。6.指导教师获北京市教学评优、教学设计、微格教学、

技能考核等，获一二等奖 30 余人次。7.2019 年完成开放型

教学实践活动；承担了 2019 年教师资格面试考官任务。7. 

疫情期间组织录制微课 130 余节；线上教研活动 30 余次；

指导及撰写居家锻炼、网络研修论文 10篇；向市基教研推送

学生、教师居家锻炼及研修公众号文章 16篇，教研室推送网

络研修公众号文章 19 篇。 



张殿辉主要业绩 

 
姓名：张殿辉，性别：男，民族：汉，出生年月：1976

年 7 月，教龄 23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高

中美术，班主任年限：23年。 

2018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9 年在北京教育学

院举办的专题培训项目篆书与篆刻技法进修班被评为优秀

学员，2015-2016 年被评为西城区学科带头人，2019 年被评

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任职以来撰写的论文、教学设计、创作的美术作品等在

各类比赛中获奖 100 余次。参与录制教育部“国培计划”远

程培训讲座，主讲课题：学能与态度评价、监测命题等八个

专题。参与国家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书法、戏

曲美术、剪纸，空竹制作、面塑、皮影）青少年传承研究》，

本人为课题负责人。参加了北京市立项课题《美术课堂教学

监控与评价研究》、《音乐、美术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研究》、《如

何在艺术课堂中进行美育教育》研究。连续 6年担任北京市

中小学师生电脑作品评选活动（高中艺术组）评审组组长。

参与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教材编写工作。参与西城区

《美术学习手册》（共六册）的技术编辑和编委工作。在西城

区美术教学质量考核评优中多次荣获一等奖。完成了《楷书

技法》等五本校本教材的编写工作，并多次在市区级相关评

比中获奖。 

 

 

 

 



段超主要业绩 
段超，男，汉族，1979 年 6 月出生，教龄 18 年，美术

高级教师，现任教高中美术学科，班主任年限 5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5 年受聘任“国培计划”—教育部中

小学骨干教师远程培训项目专家课程主持专家；2017 年被聘

为北京教育学院教师实践培训基地研修项目指导教师；2018

年被评为西城区中学美术学科带头人。2018 年被聘为“北京

市教学设计评审”区级指导专家组组长；2020年被聘为高中

美术新教材西城区课程研发组长。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8 年参与人民美

术出版社新版高中教材《绘画》模块教材编写任编委；2019

年参与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版高中教材《绘画》模块教学参考

书编写担任副主编；2016年主持市级课题《美术课堂教学质

量监控与评价--美术学习手册的开发与应用研究》获北京市

“十二五”教育评价与督导科研成果一等奖；2018 年《如实

地再现客观世界—走进具象艺术》教学案例获北京市中小学

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优秀奖；2016 年主持西城区区级课题

《美术课堂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美术学习手册的开发与

应用研究》获西城区“十二五”教育评价与督导科研成果二

等奖。2015年获区年度综合教学评优一等奖；2017 年获区美

术学科教学综合评优一等奖；2018 年西城美术学科“美术学

习智库”成果展示一等奖；2018年获区年度美术学科微格课

评比一等奖；2019 年论文《创意创新创造—美术教育培养学

生创造力的机制研究》西城美术学科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论

文评选获一等奖；2020 年获西城区美术教师艺术创作特展一

等奖；2020年获西城区美术学科教学设计微格课评比一等奖。 

 



王艳侠主要业绩 

 
王艳侠，女，汉族，1963 年 5 月出生，教龄 26 年，高

级教师，初中信息技术教师，备课组长，担任班主任 6 年。 

一、所获荣誉： 

1.市科协优秀科技辅导员；区教委、区科协优秀科技辅导员； 

2.连续四届西城区骨干教师； 

二、公开课 

1.示范课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 

2.国家级中小学课程资源库建设项目录制公开课 1 节； 

3.BDS项目由北京电视台播出 4节； 

4.市级公开课 3节； 

5.区级公开课 3节 

三、国培讲座 

1.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3 讲；中央电大等培训机构 11 讲; 市

教研公开报告 2讲；区教研人工智能教学试验经验介绍 4讲。 

四、课题 

1.教育部信息中心课题 2 项，已结题，是核心成员； 

2.市级重点课题 3 项，本人为负责人，已结题 2项，另一项

进行中;区级课题一项并已结题，本人为课题组负责人。 

五、编写国家级统编教材 

1.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信息技术教参编写一个章节。 

六、论文 

1.《北京教育教学研究》发表论文 1 篇； 

2.市级优秀论文 1 篇。 

七、辅导青年教师 

1.做国家级公开课 1 节，2.获市级 1 等奖 2人。 



熊雪亭主要业绩 
 

熊雪亭，女，汉族，1973 年 6月出生，高中信息技术研

修员, 从教 25年，班主任年限 9年。 

曾被授予“全国学科优秀教学指导教师”、“北京市优秀

科技辅导员”、“区学科骨干教师”、“青年岗位能手”、“共产

党员先锋岗标兵”等称号。曾多次受邀担任教师资格评定评

委、科技大赛评委、教学比赛、特长生评定等国家级、市级、

区级评委。连续多年被聘请为国培项目主讲专家、主题答疑

专家。 

作为高中信息技术教研员，关注课改新动向，积极参加

新课标研讨、教材编写等活动。作为主编、核心作者等参加

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3本国家级教材和 3本教师用书的

编写工作。在国家核心期刊《中国信息技术教育》、《电子制

作》和《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中发表多篇文章。编著出版

《小创客学习之旅》等多本学科专业书籍。多次参与并主持

承担教育部重点课题、市规划课题研究，以研促教。受教育

部邀请，在近几年国培项目中作为学科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和

答疑工作，完成专题课程百余节。注意发挥自身的作用和影

响力，关注学科教师的成长。以多种形式组织带领学科教师

进行实验教学改革、新课程的开发等工作。带领多名教师参

加国家教材和教参的编写工作。指导区域骨干教师录制国家

新教材配套光盘示范课。指导区域学科教师多次在全国、市、

区级等学科活动中进行课程展示并多次获奖。 

 



李英杰主要业绩 

 
李英杰，女，汉，1974 年 7月，教龄 24 年，高级教师，

现任高中通用技术和初中劳动技术研修工作。 

曾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曾获北京市中小学第一届“京

教杯”优秀指导教师、北京市“中小学生技术创意设计”活

动优秀指导教师；曾获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称号；首都

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指导专家及师范生校

外导师。 

  《浅议技术设计学习中的教学策略》等 3 篇论文获全国

一等奖；《“思维可视化”在技术学习中的意义》等 2 篇论文

获北京市一等奖；指导我区教师参加教学展示活动 4 人次获

得全国一等奖，10 人次获北京市一等奖；指导教师论文获北

京市一等奖 6人次，10 余人获北京市二、三等奖。指导我区

教师和学生参加“全国普通高中通用技术创意作品”、“北京

市普通高中学生技术设计”等展示活动多人获得全国、北京

市一等奖，并连续多年获北京市优秀组织奖。主持国家级课

题 2 个（《中小学技术课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等）；承担市

级课题 3 个（《通用技术课堂教学策略研究》、《基于新课标通

用技术课程资源建设研究》《首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典型案

例研究》等）；西城区重点课题 1个（《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

养的中学学科教学实践研究》）。论文发表在全国刊物《教育

研究与评论-技术教育》中论文 2篇（《技术设计教学策略谈》

等）；作为主要作者完成《通用技术课堂教学策略研究》、《通

用技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

导--高中通用技术》、《产品三维设计与制造》等论著和教科

书的撰写工作。 



 
高颖，女，满族，1965 年 7 月出生，教龄 35 年，正高

级教师，高中科技学科教师，主任。 

荣誉称号： 

1、全国优秀科技教师 

2、中国林学会“梁希科普奖” 

3、全国综合实践课程课题研究先进个人（两届） 

4、北京市十佳科技教师，优秀科技教师 

5、北京市科普先进工作者 

6、翱翔育人奖 

7、西城区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教师，科技园

丁奖 

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环境修复科学考察”研学课程开发---市

级研学案例一等奖； 

2、“云南高丽贡生物多样性科学考察”研学案例市级二等奖； 

3、《给科技教师的百条建议》 

4、《超越---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后备人才早期培养计划十二期回忆

录》 

5、《青少年实践学习手册》 

6、《中国科学教育蓝皮书——中国科学教育发展报告（2017）》  

7、《面向新时代的馆校结合.科学教育——第十届馆校结合科学教

育论文集》 

8、《细节决定成败》 

9、《中学生科技创新案例点评及方法指导（一）》 

10、《中学生科技创新案例点评及方法指导（二）》 



 

 
陈晨，女，汉族，1980 年 8 月出生，教龄 18 年，职称

为高级教师，现任高中心理学科，现行政职务为学生教育指

导处副主任、学生成长指导中心主任，班主任年限 18 年（心

理教师计入年限）。 

曾获荣誉称号： 

国家级-2016 年 4 月获全国心理健康教育卓越人才奖；

市级-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名师发展研究室研修员（2017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获北

京教育学院和北京市首届中学心理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区级-2015 年 6 月获北京市西城区委和西城区人民政府颁发

西城区第二届“百名英才”优秀青年人才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国家级-2018 年 12 月获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优秀案例（2011

年 12 月）；市级-2018 年 4 月获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

等奖；2017 年 5月获 2016-2017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论文一等奖；2016 年 10 月获北京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

秀成果评选活动课例类一等奖；2015 年 11 月获北京市第五

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生涯教育主题活动类”成

果一等奖；2019年 6 月获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

三等奖；区级-2020 年 9 月获西城区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6 年 6 月获西城区中学优秀课例展示与研究活动一等

奖;2015 年 11 月获“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

著-《高中生涯规划》教材第一作者（ISBN978-7-303-18792-

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7）、《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素质问

卷的编制及其信效度检验》论文作者之一（CN62-0021《中学

生导报教学研究》期刊第 23 期 2017.3）、《学校生涯教育指

南》书籍作者之一（ISBN：9787519119119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9.7）、《中小学生涯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书籍作者之一。 



关京主要业绩 
关京，女，汉族，1967年 12月出生，教龄 30年，中学

高级教师，现任中学心理学科研修员，西城教育科学研究院

学生生涯指导中心副主任，班主任年限 10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0、2013、2018年三届北京市中学市

级骨干教师；中国性学会第三届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业委员

会委员；被北京教育学院聘为“北京市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技

能提高培训班”、“北京市骨干班主任培训班”授课及指导教

师；第四届、第六届北京市“成均杯”心理教师基本功展示

“优秀指导教师”；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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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研究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十三五”课题《区级青年班主任

培训课程研究》，研究成果获 2016年北京市班主任队伍建设

优秀成果二等奖；2.主持研究西城区“十二五”重点课题《中

小学青春期教育目标体系的建构与实践》，研究成果获 2017

年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研究报告发表于《先行

研究丰富研修》（北京教育出版社）；3.论文《区域教师培训

课程开发实践探索》、《教师培训课程评价的思考与实践》分

别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区县教师进修院校

2016年会学术论文评选一、二等奖；4.研究报告《促进初任

班主任心理成长的研究与实践》获 2017 年北京市班主任队

伍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5.论文《区域层面性教育师资队伍

建设》发表在《教育家》2018.12；6.论文《焦点解决短期治

疗技术在中学生个体心理辅导中的应用》发表在《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2019.32；7.指导心理教师分别获得北京市首届

中学心理教师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一、二、三等奖；7.指

导多位班主任在北京市班主任基本功展示活动中获奖。 



徐云知主要业绩 

 
徐云知，女，汉族，1965 年 11月出生，教龄 29年，高

级教师，现任校本课程（科研）学科，担任班主任 5 年。 

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市级人选，北京市地方课

程开发与管理模式实验研究区县子项目优秀执行人。2007、

2010、2014、2018 连续四届西城区学科带头人。北师大教育

学部专业硕士导师，北京联大师范学院校外导师。北京朝阳

区特级教师进校园项目专家。 

负责西城区地方（与校本）课程（与教材）工作时首倡

本区课程建设指导思想并总结出“六大特色”，《立足实效，

整体推进：北京西城区关于三级课程的实践探索与理性思考》

在征文大赛中获全国一等奖。 指导北京小学校本课程专项

课题，主笔的《四季课程实施情况教师调研报告》获市一等

奖；北京市教科规划立项课题《基于初中语文和数学学科教

学的 MOOC实践研究》的两个成果《基于教与学的 MOOC发展

研究》和《“理解教育”初探》均获市一等奖并发表于《中国

教师》；论文《中国的教育不能“去中国化”探析》发表于《新

课程研究》；学术专著《富教并重，教化至上：李绿园的教育

思想及其<歧路灯>研究》出版。 撰写《西城区教育综合改革

初中阶段调研数据分析报告》和《北京市西城区（政府）义

务教育均衡实践研究》（专家论证报告）；参与起草 2018《西

城区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并执笔区政府 2018、区教委 2019

西城区新入职教师培训结业式总结（讲话稿）；起草并执笔

《西城区学科教育与课程教学品质提升指导意见》（文件）；

起草西城区《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国家级示范区申报书》。 

 



宿慧主要业绩 

 
宿慧，女，汉族， 1968 年 9月出生，教龄 32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学段语文学科，教学副校长，班主任年限

22 年。 

曾获北京市师德标兵；2017 年北京市骨干教师；在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作为“立德树人”教育花车上的教师

代表；西城区教育系统霍懋征奖；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优秀党员；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部语文学科兼职教研员。 

    本人参与的课题《基于专业素质结构的教师分层培养研

究》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系统教师培训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个人立项课题《低年级“主题板块”体验学习研究》获得北

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曾承担统编版

语文教材试教试用任务；古诗教学在全国“砥砺奋进的五年”

大型成就展远程同步课堂播放；《学生发展评价创新—“双主

体育人”理念下的学生主体评价体系探索》在中国教育学会

专业委员会 2017年学术年会分论坛交流；说课获北京市“小

学语文教学与语文现代化”一等奖；为《北京市中小学空中

课堂》备课指导 19 节；《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平台课程录制》

指导教师；曾获西城区“金秋杯”特等奖、西城区中青年教

师评优课一等奖；《还学生一份“完整”生活》一文发表在《光

明日报》；教育丛书《倘佯在语言文字间》、《研之趣—主题研

究案例集》副主编；《融之趣--主题板块学习》分册主编；教

研组的评价改革在《北京教育》杂志上发表；曾多次参与区

研修活动展示、指导；指导多名青年教师在各级各类教学比

赛中荣获一等奖。 

 



张建主要业绩 

 
张建，女，满族，1978年 11月出生，教龄 23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语文学科，副校长，班主任 9年。 

曾获国家统编版教材试教工作核心组成员；教育部基础

教育一司主办全国中小学“学科德育精品课程”征集展示活

动被聘为部级评审专家；中小学语文统编版教材资源研发项

目实施专家；北京市学科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

头人；西城区教育系统创建学习型学校先进个人；西城区教

育系统优秀工作者；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部语文学科兼

职教研员；西城区小学语文六年级质量监测命题组成员。 

   曾编写教育部审定 2017 义务教育教科书（新京版）语

文二年级上册、三年级下册、教师用书；论著《小学生作文

教材》人民出版社出版；《小学语文》总第 173-174 期发表文

章；《现代教育报》2018 年 9 月 19 日 B4 版发表文章；编写

《学习 探究 诊断》《单元目标测试》五年级上下册各一个单

元并出版；《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以爱育爱教育丛书》编委；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语文案例集》发表文章。承担中国教育

电视台《名师课堂》授课并播出；获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师“小

学语文教学与语文现代化”录像课评选一等奖；北京市第五

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小学语文

教师“小学语文教学与语文现代化”论文评比特等奖；北京

市 2016-2017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北

京市小学语文“聚焦核心素养，提升语文能力”论文评比一

等奖；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

奖；北京市 2018-2019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二

等奖；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学会年度论文评选一等奖。 
 



王淑昆主要业绩 
王淑昆，女，汉，1980 年 3 月出生，教龄 21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二年级语文，兼任支部委员，班主任年限

16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13 年、2017年连续两届“市级骨干教师”。 

2.2016.9被北京教育学院特聘为北京教育学院教师实

践培训基地研修项目指导教师,为期一年。 

3.连续三年被聘为朝阳区语文学科“兼职教研员”，被

评为区级“学科带头人”。 

4.2018.9年被西城区教研中心聘为语文学科“兼职教

研员”。 

5.2019.7参加西城区教育系统新入职人员区级集中培

训指导工作“指导教师”。 

6.2016 年到南中街小学支教一年。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1.完成 2017、2020

国家级、北京市两项课题研究并顺利结题。出版、编辑《知

行课堂中的智慧》《让学生动起来》《学科实践活动中的智慧》

等 8 本论著；2.2015-2016 在《北京教育》上发表《神奇的

东方树叶》等三篇文章；3.2015获得首都特色优质原创课程

辅助资源评比活动“一等奖”；4.2016 获得北京市教育学会

研究分会“一等奖”；5.北京市“中小学开放型”课堂及讲座

共计 16次；6.疫情期间，录制北京市“空中课堂”一年级语

文课程 6 课时；7.录制西城区“线上平台”3 课时，备课、

审核 13 课时；8.2019 做西城区一年级教材介绍；9.做国家

市区级展示课，共计 39节。10.指导各区教师学生 30 余次。 



 
庄婕，女，汉族，1977 年 10月出生，22年教龄，高级

职称，现任小学语文教师，教学主任，班主任年限 16 年。 

连任五届北京市骨干教师，十三届西城区兼职教研员；

参加北京市第四批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培训，参加北京市中

小学特级教师工作室培训；被评为西城区优秀共产党员, 西

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 

课题《建构小学语文经典课文“赏读”的教学模式》西

城区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课题，结题，优秀；课题《依

托思维导图提升小学生思维深刻性的教学策略研究》西城区

教育科学规划教师专项课题，结题，优秀；在 2016—2018年

“北京市名师发展工程”小学语文班做课题《利用思维导图

提升学生语言建构能力研究》，结题。 

在教育部“基础教育优质数字资源建设微课项目”编制

工作中，承担小学语文微课程的资源编制工作；独立撰写《桃

花心木》教学设计发表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标准与评价：

小学语文》；独立撰写《思维导图：从过程推进到能力发展》

发表在《北京教育》杂志；《关于语文学科作业设计的思考与

实践》发表在《北京教育教学研究》杂志；撰写的论文市区

级一等奖 4次，二等奖 4 次；在市区级做主题发言，二十余

次。 

课例《狼牙山五壮士》在“2016年北京市中小学学科德

育精品课程”征集评选活动中入选精品课例资源库；说课《只

有一个地球》在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师“聚焦核心素养，提升

语文能力”说课评比特等奖；北京市名师工作室做展示课；

在“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中做展示课十

余次；疫情期间积极参加西城区线上教学资源库建设工作。 



马静，女，回族，1977 年 1 月出生，教龄 23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三年级语文学科，班主任年限 23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基础教育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先进个人；第三十届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

西城区教育系统“十佳女教师”荣誉称号；北京市西城区教

育系统优秀教师；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我心中的好老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专著《“小”日记中

的“大”教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论文《快乐生活 快

乐作文》在全国中小学“本色教育杯”教学成果评比活动中

荣获二等奖；《由线上学习“灵魂三问”引发的“家校共育”

创新》在《北京教育》普教版 2020 年第 6期发表；《“私人订

制”让莎莎更美了》获北京市 2016 年“我的评价故事”征文

一等奖；论文《基于语文核心素养发展的略读教学策略的研

究》获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论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小学文言文教学策略初探》

获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在西城研修学院 2019 年学术年会中进行《西城区研修慕课

课程的建设与实践》主题发言；荣获第十二届“西城杯”小

学课堂教学评优活动说课及现场教学一等奖。 

 

 

 

 

 



张秋玥主要业绩 

 
张秋玥，任教于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现任教五年

级语文，并负责五年级的教育教学工作。 

曾获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语文学科带头人荣誉称号。 

从 1995年起，多次参加市区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先后带

领校语文中心组承担《基于问题解决的学生学习能力的实践

研究》子课题研究，并同时作为另外两个区级课题的核心组

成员参与研究。2016 年，《文本阅读与博物馆学习一体化课

程有效开发的研究》被批准为西城区教育科学规划 2016 年

度教师专项课题。参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语文课程改革

发展与创新》、语文出版社《语文课程改革发展与创新》丛书

的编写，自己的两篇教学案例被收录其中。2013年，参加市

BDS 的监听工作 10 节、录制任务 3 节。先后做市区级研究

课、观摩课、教育部“农村校长助力工程”的公开课，共计

10 节。2016 年，《走近我们的老邻居鲁迅》获得北京市基础

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说课展示一等奖，并在总结大会上

进行展示。 

五年来，撰写的论文、案例、教学设计共计 10篇，先后

获得市、区一、二、三等奖。除此之外，连续指导多位青年

教师参加区级比赛，获得一、二等奖。 

 

 

 

 

 



白雪主要业绩 

 
白雪，女，汉族，1975 年 7 月出生，教龄 26 年，高级

教师职称，现任教小学学段语文学科，现任教学副主任职务，

班主任工作 17 年。 

她曾获得多种荣誉称号：2016 年被教育部聘为全国 “学

科德育精品课程”之“中国梦行动有我”评审专家。同年 3

月评为 2018-2021“西城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自 2015 年

至今均被聘为西城教育研修学院小学语文兼职教研员。 

   她教育教学卓有成效：2016 年《卖爸爸卖妈妈的商店》

获第一届全国小学绘本课程与教学“优秀展示课奖”。2019年

《你会写字吗？》获第四届全国小学绘本课程与教学 “优秀

展示课奖”。2019 年《夜色》获全国真语文双线统一教学展

评活动二等奖。2018 年 11 月在北京市三区联动教研活动做

观摩课《狐假虎威》。其教学设计获 “2019 年北京市基础教

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二等奖。2020 年承担“2020年北京市

中空中课堂”小学语文授课任务 6 节。2015 年 6月在教育部

“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中，担任语文出版社小

学语文 s 版教学资源的编制工作。同年 12 月再次担任此项

目编制工作。2016 年《三个儿子》教学活动设计发表在中国

书籍出版社出版《用智慧经营课堂》一书中，中国新华书店

经销。她撰写的论文《一年级儿童诗朗读指导的研究》、《引

导学生读中展开想象读出诗歌的语气》、《课前学情调研作用

的研究》、《有效关注智障学生学习的策略研究》、《情境中读

写结合，渗透情感教育》等均获市级论文奖。她担任区教委

重点课题《幼小、小中衔接贯通培养实践研究》、《小学低年

级家校沟通合作提升教师研究能力》核心组成员。 
 



刘娟主要业绩 
 

刘娟，女，汉族，出生于 1976 年 4 月，教龄 25 年，高

级教师，任教于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现任教低年级

语文学科，并担任教学主任工作，曾担任 19 年班主任。 
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20 年担任中小学教师

资格国考面试考官；2008 年至今被聘为西城区兼职教研员。

曾获得西城区优秀教师、西城区我心中的好老师、西城区青

年岗位能手和西城区网上研修先进工作者称号。 
参与编写的《新课程阶梯作文》、《新课程阶梯阅读》、《小

学新课程教学策略成果集粹》和《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四本书，被理工大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语文出

版社和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经验论文和案例在《实验工作

通讯》和《西城教育》上发表；教学设计、课件在人教社网

站小学语文栏目中发表；课例、说课视频被教育部“部编教

材深度宣传解读”项目录用；参与教育部“数字点数字教育

资源全覆盖”和人教网语文学科数字资源开发项目。为教育

部组织的“国培计划”来自云南、广西、重庆、河南等地区

的校长、教师进行专题讲座和观摩课十余次。疫情期间，参

与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和学生网上学习区级课程的录制

工作。组织中小学教师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八次。参与多个

市区级课题研究，个人申报的区级“十二五”课题顺利结题，

并获得区级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近五年来九篇论文获

市、区一、二、三等奖，教学设计获北京市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特色示范课堂”二等奖。多次在西城区做公开课和教

学经验介绍。指导多名青年教师做区级研究课和区级教学比

赛，并取得显著成效。 



田冉主要业绩 
田冉，女，汉，1980 年 3 月出生，教龄 21 年，高级教

师，现任教小学语文中年级，现行政职务为语文教学副主任，

班主任年限 17年。 

曾经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课程改革实验先

进个人、西城区研修网先进工作者。连续三届被评为西城区

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连续九年被聘为“小学语文学科兼职

教研员”。先后被聘为学科德育精品课程部级评审专家、“区

首届青年教师风采展示活动”评委等。 

曾获得北京市语文阅读教学大赛一等奖；西城区“金秋

杯”一等奖；“西城杯”一等奖。教学课件被评为北京市一等

奖。先后参加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小学语文 S版教学资源的编

制和撰稿工作；承担中央电教馆、中国教师研修网的录课和

研讨活动。承担北京数字学校名师同步课程(BDS)的备课、讲

课工作；讲授北京教育学院举办公开展示课、观摩课近十节。

承担区级研究课几十节，指导备课近三十节，开展教材教法

介绍、案例交流十余次。在“友好城区教育合作引领示范项

目”中，担任聘任教师；在中国华文基金会的支持下，为海

外华人教师进行讲座。指导新教师王润获得市级“启航杯”

二等奖，指导蔡文彦、郭珍、马妍、王润等教师先后获得区

级“西城杯”“风采杯”等比赛一等奖。在 2020 线上平台课

程录制中任指导教师，参与备课、审课二十余节。多份教学

设计先后在人教网、出版社发表，多次受聘参与西城区《学

习探究诊断》和《目标测试》的多册编写工作。在 2017年作

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区级教师专项课题研究。近五年级撰写

的论文获得市级特等奖两次、市级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两次、

三等奖一次。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教学业绩。 



李莹主要业绩 
李莹，女，蒙族，1978 年 2 月出生，教龄 24 年，高级

教师，小学语文学科，南址负责人、科研副主任，班主任年

限 20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 荣获 2019小圭璋中国原创绘本插画展即优秀绘本教

学研究活动 优秀指导教师奖 2.第七届、第九届书香燕京北

京市中小学阅读指导活动中评为“优秀辅导教师”、“先进组

织工作者”3.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 4.两次被评为西城

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5.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部语文学

科兼职教研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师录像课、说课及现场课评比获特等

奖、一等奖；北京市语文现代化研究第六届年会组委会推荐，

参与第三论坛主题发言；第十二届“西城杯”说课及现场课

一等奖；在西城区教研活动中多次做主题发言、经验介绍及

区课展示；参与怀柔区小学语文教研活动并作主题发言；参

与西城区科研月校本阅读主题汇报主题发言；在“西城研修

慕课”建设中承担网络课程。论文获北京市第五届、第六届

“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育学会创

造教育研究会学术论文二等奖，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论文二等奖；指导教师分获北京市第二届科研课题研究课

一、二、三等奖；《志成小学整本书阅读的研究与实践》发表

在《西城教育》双月刊；《立足校情，多途径促进教师发展—

志成小学》在北京市师训中心开展的“十三五”时期北京市

基础教育系统教师培训优秀科研成果中获二等奖；为市、区

级课题核心组成员。 



郭琳主要业绩 
郭琳，女，汉族，1975 年 2 月出生，教龄 26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三年级语文，教学主任，班主任年限 19 年 

曾获荣誉称号：【国家级】①中国教育技术协会评审专家

②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小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市级】①

北京市中小学第一届“京教杯”优秀指导教师②市中小学师

生电脑作品评审专家③北京市“停课不停学”期间线上教学

优秀案例评审专家④阅读活动先进工作者【区级】①区学科

带头人②区教育研修学院语文兼职教研员③西城区“友好城

区教育合作引领示范项目”指导教师④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

教育工作者⑤“西城杯”小学课堂教学评优活动评委⑥区“中

小学网络学习平台课程资源”建设语文基地校总负责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国家级】①作为专

家评讲和指导的课例由教育部“部编教材深度宣传解读”项

目录用 2 次②完成教育部“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小

学语文 S 版资源编制 2次③“习作教学”课程被教育部“国

培计划”项目录用④论文获全国一等奖⑤《乡下人家》课例

获全国二等奖⑥作为课题负责人的全国重点课题 1项⑦作为

核心组成员的全国课题 3 项⑧编写《小学阶段学习能力和成

绩双提升课程“好生学坊”》出版⑨编写统编版教材《语文同

步学与练》出版⑩编写环境部《生态文明》一二年级教材【市

级】①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师“语文素养”大赛一等奖②市“聚

焦核心素养，提升语文能力”论文特等奖③北京市“京研杯”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④论文一二等 4篇⑤获北京市科研

课题研究课指导奖 4项 ⑥作为核心组成员的市课题 2项【区

级】①“金秋杯”特等奖②“西城杯”一等奖③作为课题负

责人的区重点课题 2 项④区教育教学优质成果共 2 项 



王璐主要业绩 
王璐，女，汉族，1979.02出生，教龄 21 年，高级教师，

现任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现行政职务为教学主任，班主任年

限 16 年、副班主任年限 5 年。 

曾获荣誉称号： 

北京市小学语文学科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西城区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2016-2017 学年和 2019-2020

学年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部语文学科兼职教研

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教学比赛：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获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学与语文现代

化”录像课评比一等奖 

教学展示： 

“第三届世界课例大会——课例研究与教师教育：国际对话”

会议，现场研究课展示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现场课 4节 

西城区小学第十七届、十八届“金秋杯”展示课 

网络授课及培训指导： 

“2020 年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小学语文学科授课 5节 

2020年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录制 1节，并参与课

程录制指导工作 

参加西城区教育系统 2019 年新入职人员区级集中培训指导

工作 

论文获奖： 

《成长，从思辨开始》获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师“聚焦核心素

养，提升语文能力”论文评比一等奖 



李铜主要业绩 

 
李铜，男，汉族，1982 年 1 月出生，教龄 16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五年级语文，现行政职务教学副主任，班主任

年限 16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在北京市筹备和服务保障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中做出积极贡献；获事业单位“记

功”荣誉；西城区青年岗位能手；2012 年、2015年、2018年

三次获得西城区优秀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创建学习型学校

先进个人；2018年被评西城区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5 年在全国“儿

童与语文”活动中执教研究课《活动作文—哑口找朋友》；

2019 年为统编教材五下教师用书录制示范课《景阳冈》；微

课《穷人》获中国教育学会“微课教学设计”一等奖；2020

年 1 月在《小学语文》杂志发表《理解编者意图，合理适度

施教》；论文《阅读大风车——班级读书活动的实践策略》获

特级教师张立军语文工作站优秀论文一等奖；论文《善用生

成，提效小语课堂》获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研究成

果一等奖；课题《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四季课程”》获西城

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要合作者）。成立

个人“阅读力提升研究室”，指导青年教师进行教学专题研究，

其中《善用生成性资源提升小学语文课堂质量的实践研究》

获西城区 2019年度教师专项课题立项（课题负责人）；2015-

2018连续四年任区兼职教研员。 

 

 



刘颖主要业绩 
刘颖，女，回，1976 年 9月出生，教龄 23年，高级教

师，现任教一年级语文学科，担任本年级教研组长。 

2017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7 年 9月被评为北

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9 年参加西城区教育系

统 2019年新入职人员区级集中培训指导工作。2016 年 3 月

被聘为“友好城区教育合作引领示范项目”指导教师。

2015年至 2019年连续五年被聘为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分院小

学教研室语文学科兼职教研员。 

2015年获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三优”评选二等奖。

2018年参加“国培计划（2018）”教育部中小学骨干教师远

程培训项目，主讲 4 节课。2019年主讲的“‘学’为中心培

育核心素养的课堂革命 2019”系列课程，由国家级培训项

目录用。2017 年在北京市小学语文教研活动中执教观摩

课。2020年在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录制工作中

主讲课程。2016年获北京市电化教育专业委员会成果评选

一等奖。2016 年获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学与语文现代化”

论文一等奖。2015 年论文获北京市“京研杯”三等奖。

2016年论文获北京市“智慧教师”三等奖。在市骨干教师

开放型实践教学活动中做语文课 8 节。五年来，在区教研

活动为西城区一二年级语文教师做教学研究课 2节、评课 3

节、指导教学研究课 1节、经验介绍 1次。2015-2018 年 5

篇论文（设计）获区级一等奖。 



王丹主要业绩 
王丹，女 ，汉族， 1979 年 2月出生， 教龄 23年，高

级教师，小学中年级语文，班主任年限 15年。 

曾获荣誉称号：2020 年担任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考官；

2007、2010、2013、2017连续四届被评为北京市市级骨干教

师；200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获中国梦全国优秀

教育教学论文评选大赛一等奖；为北京市级学科带头人及骨

干教师小学语文学科“互文性阅读名师工作室”作研究散文

示范课；获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学与语文现代化”录像课评

比特等奖和一等奖，说课一等奖；获北京市“聚焦核心素养，

提升语文能力”录像课评比一等奖；主编《小学语文阅读课

堂》三年级上下册；获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学与语文现代化”

论文一等奖；获北京市教育学会语文教学研究会论文特等奖；

担任新京版小学语文教师用书编委；获北京市“聚焦核心素

养，提升语文能力”论文评比特等奖；指导北京市“小学语

文教学与语文现代化”《充气雨衣》《赵州桥》两课获一等奖；

指导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学与语文现代化”《活化石》一课获

特等奖；指导京津冀第一届习作教学观摩活动 《我喜爱的小

动物》一课效果显著；担任“一师一优课”省级评委；指导

北京市中小学第一届“京教杯”基本功获一等奖；指导三区

联动教研活动观摩课《检阅》；指导北京市“拓宽阅读表达途

径，落实语文核心素养”小学语文教研活动观摩课《保护文

物》；指导“探究阅读教学策略，改进学生阅读方式”北京市

五区联合教研活动《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 

 



王凤红主要业绩 

 
王凤红，女，汉族，1969 年 2 月出生，教龄 31 年，高

级教师，小学语文教师，小学语文研修员。 

从 2004年至今，连续担任区级学科带头人、市级骨干教

师。曾先后多次被评为西城区优秀教育工作者；西城区教育

系统优秀教师。  

在北京市第二届小学语文教学观摩活动中，指导魏静老

师执教的口语交际课《我们心中的乐园》荣获一等奖。指导

任冬梅老师在北京市中小学新任教师第三届“启航杯”教学

风采展示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在北京市小学“开展跨学科学

习，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专题研讨活动中，指导韩笑老师小

学语文一年级《小书包》一课，获得好评。应邀在教育部 2015

年度“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中小学语文部编本

教材资源建设工作中担任指导专家。承担了“2020 年北京市

中小学空中课堂”，小学语文学科的备课指导工作。2018 年

10 月主讲的小学语文学科社会实践活动课程、操作性实践活

动课程，已由教育部“国培计划 2018”项目录用。2019年 6

月主讲的“基于信息技术的阅读教学设计及学法指导”等多

个课程的视频及文本资料已由教育部 2019 “国培计划”远

程培训项目录用。作为专家组织指导的小学语文相关课程，

已由教育部“部编教材深度宣传解读”项目录用。2020 年在

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录制工作中，作为指导教师，

参与了课程录制指导工作，为西城区教育教学做出突出贡献。 

 

 

 



王爱军主要业绩 

王爱军，1971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教师职

称。现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部语文研修员，

小学部副主任。 

连续几届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2018 年被评为 2017-

2018年度北京市“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优秀组织工

作者；2018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该同志一直潜心学习小学语文教学理论，钻研小学语

文教学教法，并在实践中努力探究课程改革中的小学语文

教学。近年来，他引导全区教师运用关联理论和 SOLO分类

理论，引导全区语文教师研究实验“关联阅读方式”和

“关联阅读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取得了一些成绩。该同

志曾指导教师在北京市中小学第一届“京教杯”青年教师

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中，在北京市中小学新任教师第三届

“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该同志在区域教学改革中，发挥了一定作用。2020 年

疫情期间，负责组织教育部、北京市、西城区各类网络资

源建设工作，同时指导教师录制网络课程百余节。该同志

先后在第十二届、十三届“西城杯”小学教师课堂教学评

优活动中, 西城区小学第十七届、第十八届“金秋杯”教

学展示活动中,西城区首届青年教师风采展示活动中对全区

作主题培训和活动总结。  

 

 



张春明主要业绩 
 

    张春明,男，1976 年 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教

师职称。现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语文研修

员。 

    五年来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小学市级骨干教师、国家教

师资格考试考官。参与北京市专家教师赴教育对口支援与

区域合作地区示范讲学活动、北京师范大学“乡村校本教

研质量提升策略研究—门头沟项目”。在工作中表现突出，

先后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在 2020

年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录制工作中，作为指导

教师，参与了课程录制指导工作，为西城区教育教学做出

突出贡献。 

    近五年年来，作为市级骨干教师共完成市级开放型实

践活动 16课时。先后多次担任教育部“教学点数字教育资

源全覆盖”项目指导专家、教育部全国“学科德育精品课

程”征集展示活动部级评审专家、教育部 2018、2019年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优课”评审专家。指

导教师参与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学与语文现

代化”录像课评比、“京教杯”、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特色示范课堂”建设活动、北京市中小学新任教

师第四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皆获得一等奖。先

后参与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重点课题《借助视频

案例提升小学语文教师研修实效性的研究》、中国语文现代

化学会“十三五”重点规划课题《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等课题研究。 

 



张颖主要业绩 
姓名：张颖，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72.5.8，

教龄:29年，职称：高级，现任教学段学科：低年级数学，现

行政职务：教学主任，班主任年限：14 年。 

2016年成为“吴正宪小学数学教师工作站”二批进站成

员；2018年获北京教师教育科学研究院“小课本大舞台”课

本剧先进个人；2019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

者；2015—2019连续四年被评为区兼职教研员。 

完成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资源

建设录制一年级下册全册 53 节课；录制人民教育出版社《同

步解析与测评》知识讲解共 20节；参与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

《口算小状元一年级（上、下册）》；论文“分层培养 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在 2018 第 10 期《教育家》杂志上发表；论文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被国家教育资源小学数学专业研修

“他山之石”栏目收录；承担《中小学数学在线学习资源的

研究与开发》项目中一年级上册能力目标体系、名师讲微课、

知识点配题、单元检测卷的课程开发；在北京市数学名师工

作坊承担“小学数学关键问题”微课录制；完成北京市中小

学空中课堂小学数学学科授课任务 2 节；成为北京市教育学

院“数学实践活动中学生 4C 能力评价”课题核心组成员；在

北京市教育学院一级学科创新平台做“数学实践活动中学生

4C 能力评价”微讲座；成为北京市重点课题“儿童数学教育

思想理论内涵与实践创新的研究”核心组成员；西城区教师

专项重点课题课题负责人；参与并成为 4 项西城区委托课题

核心组成员；西城区教师专项重点课题荣获西城区教育学会

优秀微课题一等奖；参与西城区《学习探究诊断》《目标测试》

的编写；14篇论文获市、区一、二等奖。 



梁凝主要业绩 

 
梁凝，女，汉，1977 年 9 月，教龄 22 年，高级职称，

现任教低年级数学，黄城根小学育幼校区主管，曾任班主任

6 年。 

曾获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连续三届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入选第七届北京市名师工程

培养项目，西城区研修学院数学兼职教研员。 

参与教育部教研共同体协同提升试点项目教研教学，与

全国多个地区进行远程同步课堂。疫情期间完成北京市“空

中课堂”，教育部“同上一节课” 多节课的录制。参与中小

学在线资源教学的开发项目，完成名师讲微课、能力目标体

系开发、知识点、测试卷内容。承担西城区学科教研活动的

教材介绍、研究课、学科课程共计 11 次。“金秋杯”教学展

示两次。教学设计被国家资源服务平台“名师课堂”栏目收

录。参与市区课题研究，撰写的多篇论文获市区一、二等奖。

作为课题负责人申报了区级重点课题，并且立项北京市教育

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努力于教师的培养，指导的本校及其他

区县的年轻教师，在教学竞赛上获一等奖。  

 

 

 

 

 

 

 

 



秦历红主要业绩 

 
姓名：秦历红，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75

年 11 月，教龄：24 年，职称：高级，现任教学：中年级段

数学学科，现行政职务：教导主任，班主任年限：10年。 

曾获荣誉称号：曾获得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学科带

头人、西城区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青年教师、西

城区小学青年五项达标先进个人、西城区教育系统“我心中

的好老师”荣誉称号、西城区“达标创优”活动中“青年岗

位能手”称号、西城区课程改革实验中，做出突出成绩评为

先进个人、西城区网上研修活动先进工作者。从 2011 年至今

连续被聘为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部数学兼职教研员；西

城区带薪脱产项目小学数学培训优秀学员、十二五第二期校

长任职资格培训班优秀学员。连续被学校评为黄城根教育集

团优秀管理干部及课改先进个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是：北京市第 9 届课堂教学观摩

交流会一等奖、西城区第 8 届和 16 届金秋杯教学展示活动

一等奖、小学教师新课程教学基本功培训与展示一等奖、西

城区 2009 年小学教师新课程教学基本功培训与展示综合一

等奖、从“十五”到“十三五“区级课题的主要参与者和主

要负责人并撰写多篇论文和案例都获得了市区级一二三等

奖。为我校建设高年级数学校本课程。重要论著：在区级教

研活动中每学期至少一到两次的教材介绍或者专题发言、多

次参与中央电教馆课程录制微课和研讨；为多次参与修改学

生的目标测试和诊断练习；自己编写《5.3 天天练的小升初

专题训练》；特别是本次疫情期间参与教育部项目为电教馆

五年级下册共录制 56节微课，录制五年级上册 3节现场课。 



周雪亮主要业绩 
周雪亮，女，汉族，1976 年 8月出生，26 年教龄，高级

教师，任教小学数学，班主任年限 20 年。 

2010 年、2013 年、2017 年三次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

师”，入选第七批“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培养对象”，

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考官”资格。 

  国家级课 5节，市级课 14节，区级课 3 节。国家新闻出

版署北师大版教材示范课，教育部“一师一优课”部级优课，

北京师范大学课堂创新活动二等奖，“京沪陇名师面对面”示

范课，送教下乡优质示范课一等奖。市级课有《低年级“数

的认识”教学研究》，《千的认识》、《平行四边形的认识》、《观

察物体》、《小数的初步认识》，《平移与旋转》、《分一分（二）》、

《利用信息技术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在“数的认识”中

发展学生的数感》，《在“图形的认识”中发展学生的空间观

念》、《聚焦核心素养，架构单元设计》、《在“数的运算”中

发展学生的数感》、《整体把握单元教学，发展学生的数感》，

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小数认识练习课》。1 节区研究课，

2 节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课程。国家级课题 2 个，市级课

题 1 个，市级论文 4 篇一等奖，2篇二等奖，发表文章 2篇，

校本教材编写 2次。教育部重点研究课题《测量理论和统计

分析模型在教育质量监测中的应用研究》，全国新世纪小学

数学教育研究课题，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创新实验项目。

《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研究》、《小学数学图形

语言能力培养研究》、《数学模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研究》、

《小学生代数思维的发展水平及教学实践研究》获市级一等

奖，《分数加减法学习路径》、《度量意识下的面积单元教学研

究》获市级二等奖。 



李玉新主要业绩 
李玉新，女，汉族，出生于 1975 年 12 月，23 年教龄，

高级教师，小学学段数学学科，年级主任，班主任 23 年。 

荣获三项国家级专利；主持的课题荣获北京市教育成果

一等奖；北京市吴正宪工作室成员；荣获支援农村教育工作

先进个人；区优秀党员、区先进教育工作者；被评为区学科

带头人和兼职教研员，所带教研组被评为区级先进教研组。 

   承担国家级示范课 7 节：《5 以内数的认识》、《数学游

戏》、《低年级学生学习习惯培养》、《小数意义（一）》、《A4纸

钻人》、《读心术》和《小数意义》；国家级经验分享 3 次：《数

学游戏促进乐学会学的探索》、《让学生通过游戏焕发生命活

力》、《以学定教  探究本质——基于学生需求开展三上乘法

单元的设计》。市级展示课 5节：《填数游戏》、《读心术》、《神

奇的算法》、《确定起跑线》和“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1节。

市级经验介绍 5次：《“问题意识”培养年级研究情况汇报》、

《让数学通过游戏焕发出生命活力》、《儿童合作做游戏》、

《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单元备课》。区级研究课 6 节：《6

的乘法口诀》、《百数表拼图》、《平均数》等；区级经验分享

9 次：《克与千克》、《总复习》、《关于如何培养低年级学生良

好数学学习习惯》等。国家级课题 2 项：《小学数学游戏对学

生思维发展促进作用的研究》和《指向学生素养发展的数学

游戏》；市级课题 2 项，区级课题 1项；出版专著 1本《数之

乐——玩着游戏学数学》，担任编委参与编写书目 4 本：《有

滋有味的数学》、《研之趣》、《面向未来的小学数学教学》和

《思维能力培养思与行【数学篇】》；3 篇论文荣获国家级优

秀奖和市一、二等奖。发表文章 9 篇。 
 



方银芝主要业绩 

 
方银芝，女，汉，1973年 10月出生，教龄 26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五年级数学，教学主任，班主任年限：14 年。 

曾获荣誉称号：【国家级】被聘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小

学专业委员会评审专家。【市级】①被评为北京市基础教育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先进个人。②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区级】①连续多年被聘为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部数学

学科兼职教研员。②被评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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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①数学说

课获全国互动反馈技术现场活动一等奖。②录制教育部中央

电教馆小学数学“微课”课程 7节。③作为核心组成员参与

了全国教育信息技术“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已通过结题

鉴定，准予结题。【市级】①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了北京市教

育技术研究课题《基于互动技术的小学数学学情调研实效性

的研究》已通过结题。②承担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教学

活动，做研究课 4 节，微讲座 4 次。③承担 “2020 年北京

市中小学空中课堂”授课任务 2节。④教学设计及课例获北

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评选三等奖。⑤撰写的论文

两篇获北京市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⑥被聘为教育信息

化应用成果征集活动评审专家。【区级】①在西城区小学数学

研修活动中，做教材介绍、文献综述等 4 次。②参加了西城

区“金秋杯”教学开放活动 2次，《植树问题》在全区展示。

③作为主讲教师，参与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录制

课程 1 节。④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录制工作中，

作为指导教师，参与了课程录制指导工作。⑤撰写的论文获

得西城区优秀论文二等奖。 



 
刘征，女，汉族，1976年 12月出生，教龄 25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四年级数学兼教学主任，任班主任 13 年。 

曾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荣获三届北京市骨干教

师称号；“吴正宪工作站”成员；荣获区优秀教育工作者；荣

获首届西城区骨干教师研究工作室首席教师等荣誉称号。 

执教《分数的初步认识》获第二届全国小学数学（人教

版）课堂教学录像课评比一等奖；执教《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获“北京市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培养”录像课评比优秀课例；

北京市小学数学综合实践课例评选活动中执教《玩分数》获

一等奖；北京市教育学会 2018学术年会第 10 分论坛做《图

形分类》教学展示课；在疫情期间录制北京市“空中课堂”

三节；大约 30多次做市、区展示课、主题发言、教材分析。 

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促进小学生发现和

提出问题能力发展的实践研究”160160323A 核心组成员；北

京市教学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一般课题《小学数学

实践活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CDDB17176课题负责人，

此课题在 2018-2019学年度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优秀成果评

选活动中被评为三等奖，西城区基础教育课程优秀成果评选

活动中被评为二等奖；《小学全学科构建“问学课堂”的实践

与研究》被批准为 2019 年度西城区教委重点课题 2019Z13

核心组成员，撰写《问题引领学习促进学生实际获得》刊登

在 2019《西城教育》复刊号上；西城区教育科学规划干部专

项课题《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研究》课

题负责人，此课题在 2015-2016学年度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

建设优秀成果评选中获一等奖。 



璟
 

肖京璟，女，汉族，1975 年 3 月出生，教龄 24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小学五年级数学学科。 

曾获荣誉称号：2018 年 2 月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2015年 9月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9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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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 月全国教

育科学“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研究成果《走向优与美的

课堂——优质课堂与现代教学技艺运用的研究》一书中发表

实验研究课例《莫比乌斯圈》；2019 年 9 月课例《怎样拼周

长最短》在全国小学课堂教学交流研讨展示活动中被评为一

等奖；2015 年 6 月参加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10 年

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小学数学课程核心内容及其教学的

研究》执教《加法》的研究课；2018 年 6月北京市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 2018年度一般课题，作为课题负责人，主写《融

数学史于数学课堂 培养学生数学思考能力的研究》开题报

告，经审核准予开题 CDEB18346；2019 年 11 月论文《浅谈融

数学史于数学教学培养小学生运算能力》获北京市 2018—

2019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 二等奖；2015 年 8

月论文《关注儿童的心理特点让数学课精致与灵动》北京市

第七届“京研杯”三等奖；2015 年 11 月作为课题负责人，

课题《发现学习教学法在小学数学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 三等奖，

2019 年 3月，作为课题核心组成员区教委委托课题《小学生

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的实践研究》2016W10 经审核准予结题。 

 



王伟主要业绩 

 
王伟，女，汉族，1976 年 9 月出生，教龄 23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数学，教学副主任，班主任年限 5 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3 年 12 月、2018 年 2 月两次被评

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0年 2月被评为西城区骨干教师 2007

年 9 月被评为宣武区骨干教师；2018 年 2月被评为北京市西

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06、2007、2008 连续三年被评为

宣武区课程改革先进个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1 年 5月中小

学教师国培计划承担的课堂实录在教育部全国中小学继续

教育网录用发表；2010 年 5月参与教育部小学数学资源开发

（102包）；2007年 12 月《计算练习》一课在全国小学数学

交流中获一等奖；2007 年 9月参与教育部西部农村中小学远

程培训项目已发布；2015 年 8月论文《小学生借助“画图策

略”解决问题障碍分析及培养策略》北京市论文一等奖；

2016 年 11 月教学案例《100 以内加减法计算》获北京市首

都原创教学案例一等奖；2018年 4 月，课例《打电话》被评

为北京市市级优课；2003 年 8月论文《促教学动态生成的思

考与实践》获北京市教学论文一等奖；2016 年获“西城杯”

课堂教学评优课现场课一等奖；2016 年获西城区“西城杯”

教学评优说课比赛一等奖；2017年 3 月《小数点移动》发表

于《中小学数学教学》；2018年 11 月《浅入深出让比平易近

人》发表于《小学数学教师》；2017 年 5 月案例《看穿分数

三要素》发表于《中小学数学教学》；2010 年 1 月《神秘数

部队的探索》发表于《小学数学课堂的有效教学》。 

 



高丽杰主要业绩 

 
高丽杰，女，汉族，出生于 1968 年 6 月，教龄 33 年，

高级教师，现任教小学数学，班主任年限 10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连

续 5 届）；“吴正宪小学数学工作站”优秀队员；北京市市级

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优秀学员； 西城区教育系

统优秀教师（2 次）；宣武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先进个人

（2 次）；宣武区十佳师德标兵；宣武区第三届、第四届学科

教学带头人 。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指导石颖老师执教《5的认识》

荣获第二届全国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录像课评比一等奖； 教

学设计及课例《倍的认识》在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

设计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构建关系，提升学生几何思维水平》

《“看得见”与“摸得着”—点子图在<千以内数的认识>中的

教育价值分析》《借助直观 把握本质 提高水平—对低年级

“解决比较关系问题”的教学感悟》《在深度学习中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以一年级“解决比较关系问题”为例》等 4 篇

论文获北京市优秀论文一等奖；在“北京市小学数学核心素

养培养”录像课评比中《倍的认识》被评为优秀课例； 在西

城区小学第十六届“金秋杯”教学展示活动中撰写的教学设

计《11-20 的认识》获得特等奖；在西城区小学“金秋杯”优

秀课例评选活动中课例《倍的认识》被评为一等奖。重要论

著：修订《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数学一年级上册》、

修订《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数学一年级下册》、个人

专著《营造充满童趣的数学课堂》；论文《构建关系，提升学

生几何思维水平》发表在《北京教育研究》。 



张爱红主要业绩 

 
张爱红，女，汉族，1978 年 2 月出生，教龄 22 年，一

级教师，现任教小学数学，担任数学教研组组长工作。 

2018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9 年被评为西城区

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被聘请为西城区小学数学学科兼职教研

员；作为特聘专家，两次参加首都原创课程辅助资源征集评

选活动区级评审工作；多次被评为校级“我心中的好老师”。 

北京市做研究课《圆的认识》；市骨平台做研究课 8 节，

分别是《分小互化》《不规则物体的体积》《百分数的意义》

《问题解决》《数学思考》《鸽巢原理》《重叠问题》《周长》，

经验交流 8次获得好评；一师一优课获省一等奖；金秋杯研

究课《自行车中的数学问题》《1 亿有多大》《倒数》均获得

好评；西城区科研月做研究课《重叠问题》，并进行专题发言

《走在研究的路上》；为西城区做教材分析《圆柱与圆锥》；

疫情期间，市录课《绿色出行》，区录课《趣玩扑克牌》《智

玩汉诺塔》，教育部录课 4 节；积极参与我校承担的各项市级

课题，成立“对话式课堂研究工作室”，为子课题“建构对话

式课堂学习方式，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案例研究”负责

人；《让学生成为问题研究的策划者》《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让学生成为问题研究的提出者》等多篇论文获市一、二等奖；

《学校的一天》在“中小学数学教学报社”评选活动荣获最

佳专业实践奖和学术研究奖；所带领的六（3）数学研究小组

获北京小学年度荣誉奖；自主组织数学讲座《数学与博弈》

《维度与分形》受到学生的欢迎；指导青年教师做研究课若

干节，效果良好；带领数学团队进行课程开发，单元课题研

究，效果显著。 



赵娜莎主要业绩 
赵娜莎，女，汉，1979 年 1 月出生，教龄 23 年，高级

教师，现任一年级数学学科教学，教学副主任，班主任年限

5 年。 

2010 年、2013 年、2017 年连续三届评为北京市骨干教

师，北京市吴正宪小学数学教师工作站首批进站成员，并参

与了北京市农村支教活动。2014年、2017 年均评为北京市西

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3 年至 2020 年连续聘为西城区

小学数学学科兼职教研员。 

   参与教育部 2015“国培计划”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并

为网络提供小学数学示范课《搭配》。《找规律》一课获北京

市第十届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观摩交流会一等奖。录制“五个

一”教学成果集锦（上课、说课、教学设计、学术论文、成

长故事），在北京市小学数学教研活动中展示，并作为全市数

学教师培训资源。承担北京市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 10 次（包

含现场研究课 10 节、专题讲座 10 次）。承担了“2020 年北

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小学数学学科的授课任务 2 节。 

2016 年至 2019 年承担西城区“金秋杯”数学学科示范课 1

节，区教研活动研究课 3节，经验介绍 1 次，教材分析 4 次。 

在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作为主讲教师，主讲了《我会

数》、《比一比》、《数朋友的化装舞会》3 节课。《儿童心中的

数学世界——数学日记论》和《翻开数学的画卷——感受数

学世界的人、文、情》两本书的编委。论文《数学日记——

让我和学生更爱数学》在北京市小学数学教学论文评比中获

一等奖。课例《有趣的搭配》课例参加了“2016年北京市中

小学学科德育精品课程”征集评选活动，并在“北京市基础

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评选”活动获优秀课例二等奖。 



 
玉欣，女，满族，1980 年 7 月出生，教龄 20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数学学科，班主任年限 11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0 年北京市骨干教师；2017年北京市

骨干教师。 

   曾获国家级奖项 10 个，市级奖项 56 个，区级奖项 16

个。基本功和课堂教学方面:在全国高师数学教育研究会小

教培训工作委员会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优质课评选中荣获

一、二等奖；获北京市中小学第二届“京教杯”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中二等奖；在 2017 年北京市小学

数学学习活动设计征集评选活动中执教的《平移和旋转》一

课获得一等奖；在北京市教育学会举办的“国际视野 匠心筑

梦”市级研讨会中做研究课；教学设计在 2017年和 2018年

分获北京数学教师论坛上获得二、三等奖；在“朝阳杯”第

十一届、第十二届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荣获数学学科 3个一

等奖。论文方面:获中国教育学会 2016年度论文征集和评选

活动优秀论文三等奖，获北京市 2017-2018 学年度基础教育

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教育

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获北京市第八届“京研杯”教育教学

研究成果二等奖。在《北京教育》《小课题 大作为》等书籍

上共发表 11 篇文章；课题方面:作为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一般课题和朝阳区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专项）

课题核心成员顺利结题；作为课题主负责人承担朝阳区教育

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系课题主负责人，顺利

结题。指导方面:担任北京教育学院教师实践培训基地研修

项目指导教师，2015-2019年朝阳区兼职教研员。 



 
郭雯砚，女，汉族，1980 年 3 月出生，教龄 20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小学四年级数学学科。 

2018年 3月-2021年 2月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教

学带头人。 

2012 年 11 月执教的《正反比例的意义》一课在 “首届

东北、华北五省（市）人教版小学数学课标实验教材优秀课

堂教学成果展示会”中被评为一等奖。2012 年 5 月执教的

《正比例和反比例》一课在六城区第七届“京城杯”小学课

堂交流活动中获优秀课奖。2009年在北京市小学新课程教师

教学基本功培训和展示活动中荣获数学（高学段）学科一等

奖。2015年 9 月撰写并执教的《认识钟表》一课的教学设计

及课例，在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评选中获一等

奖，并在北京市小学数学教学设计总结会上做说课展示《认

识钟表》，获得好评。2015 年 12月执教的《认识钟表》一课

在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组织开展的全市中小学“学科德育

精品课程”征集评选工作中，被评为“学科德育精品课例”。

2019 年 6月在“北京市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培养”录像课评比

中，《分数的初步认识》一课被评为优秀课例。2019 年 11 月

撰写的《运用几何直观 使抽象的数学知识看得见》获北京市

2018-2019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2015

年 6 月参与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教育部

重点课题“中小学数学课程核心内容及其教学的研究”（课题

编号：GOA107010）之小学数学学科研究工作，并执教了一节

“正反比例的意义”的研究课。2016 年 11 月在《儿童数学

教育思想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课题研究中做研究课。 



来雪娣主要业绩 

 
来雪娣，女，回族，1972 年 8 月出生，教龄 29 年，高

级教师，现任北京市西城区小学数学学科教研员。 

2004年、2007年、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2020年承担教育部“国家中小学网络学习平台课程资源”

建设及北京市空中课堂、西城区教育平台录课工作，指导教

师录课共计 68 节；2017～2020 年承担北京市骨干教师开放

型教学实践课程授课任务共 7次；参与全国教育部重点课题

“中小学数学课程核心内容及其教学的研究”，做研究课《数

与形》；参加北京市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培养录像课评比，《归

一问题》获优秀课例；参与北京市小学数学教学实验研究课

题《画图，促进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提升》，参与西城区立项课

题《小学教师教学基本功培训机制的研究》、《培养小学生几

何直观能力的实践研究》，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撰写的研究报

告《小学数学课堂有效利用动态生成资源的实践探索》、《几

何直观能力的实践研究》收录在国家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小学

数学专业研修（吴正宪教研社区）“成果荟萃”“教研文化”

栏目中；撰写的《小数除法计算常见错误案例研究》等多篇

论文获北京市论文评选一等奖；2017 年，加入“吴正宪小学

数学工作站”，参与丛书《发展儿童数学关键能力》的撰写工

作；2018年，在北京市数学教育大会上做主题发言《关注学

段贯通》；2019 年，在吴正宪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推广研究基

地做大会发言《关注学段贯通，教有联系的数学》；2015年～

2020年，指导多位教师，参加各类研究课评比获得全国、北

京市一等奖 7 节、二等奖 4 节；5 年间，参与河北、甘肃等

地支教工作两次。 



张秀林主要业绩 

 
张秀林，女，汉族，1969 年 1 月 21日出生，教龄 33年，

高级教师，现为西城区小学数学研修员。 

2007、2013、2017 年连续三届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作为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课程教材研究所小学数

学教研基地核心组成员，积极承担大会发言、撰写大事记及

相关活动报导。作为教育部“基于监测数据，提升广东省义

务教育质量”项目调研专家赴广东韶关调研，撰写小学数学

学科调研报告。作为人教社专家组成员积极承担人教版小学

数学教材培训工作，为人教版数学教材撰写多媒体资源，承

担人民教育出版社《口算小状元》二年级分册主编工作。参

与了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标准体系的实施与

诊断反馈项目，承担学科化内涵描述及小学数学学业标准的

试编码工作。2016 年至 2019 年，在北京市骨干教师开放型

教学实践活动中共讲座 15 次。2020 年承担教育部“国家中

小学网络学习平台课程资源”建设及北京市空中课堂录课工

作，指导教师录课共计 53节。指导区级骨干教师为西城区线

上学习平台录制二年级上册课程 21 节。参与了西城区教委

重点课题“小学阶段多学科贯通的教学实践研究”。参与了西

城区教育系统新入职人员区级集中培训工作。多次指导教师

获全国、市级教学评比一、二等奖。 

 

 

 

 

 



张晶主要业绩 
                      

张晶，女，汉族，1972年 10月出生，教龄 29年，高级

教师，现为西城区小学数学研修员，担任过 8年班主任工作。 

张晶同志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

神。2015 年 9 月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04年至 2017年连续被评为北京市数学学科骨干教师。 

2020年承担教育部“国家中小学网络学习平台课程资源”

建设及北京市空中课堂录课工作，指导教师录课共计 53节。

2016—2019 年承担北京市骨干教师开放型教学实践课程授

课任务共 16 次。承担西城区教育系统新入职人员区级集中

培训工作。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

规划重点课题小学数学“问题引领学习”的教学实践研究。

参与《吴正宪答小学数学教学 50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的撰写。为人教社编写《口算小状元》（人民教育出版社）五

年级上、下册。论文《区域学科教师模块化培训课程设计模

式初探》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区县教师进修院

校学术论文评选一等奖；论文《混合式研修促进教师学、研、

修一体》被国家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小学数学专业研修（吴正

宪教研社区）“教研文化”栏目收录，同时被收录于《实践走

在理论之前——西城研修一体十年回顾》（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一书。2016年指导李雪峰获全国小学数学优化课堂教学

录像课评比一等奖；2017年指导宋利红获第三届全国小学数

学（人教版）课堂教学录像课评比一等奖、指导张子成获北

京市第一届“京教杯”青年教师基本功展示一等奖；2018年

指导王淳获北京市教学设计评比一等奖。2019 年指导孙林林

获北京市“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一等奖。 



崔蕾同志主要业绩 

 
崔蕾，女，汉族，1975 年 6月出生，24 年教龄，高级职

称，现任教学段学科为小学数学，现任行政职务为数学主管、

德育主任，班主任年限为十七年。 

该同志曾被评为全国重点课题“优秀个人”、 全国教学

实验“先进教师”、全国教材实验“优秀教师”。04年、07年、

17 年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12 年被评为高级教师。01 年至

今连续被聘为区小数学科兼职教研员、区级学科带头人。曾

获得区优秀青年教师、区优秀团干部、区课程改革先进个人、

区教育科研重点课题“突出贡献奖”、区青年岗位能手、区“我

心目中的好老师”、区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并入选《西城名

师》。 

该同志曾于 2007 年、2011 年分别两次获全国教学大赛

一等奖，还曾获两次全国录像课比赛一等奖，多次市级、区

级教学比赛特等奖、一等奖。曾代表北京市优秀教师赴内蒙、

新疆、远郊区县等多地支教。疫情期间，分别承担教育部及

市级、区级任务，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新世纪小学数学在线

学习课程、市级空中课堂、区级线上平台录课，面向全国、

市区学生播放。曾发表文章 30 多篇，50 余篇论文获全国、

市区一、二等奖。2008.10 至 2010.3 期间，作为教育部推荐

的唯一一位小学教师，赴日公派留学。先后在大阪大学、大

阪教育大学进行数学教育的研修学习。 



李桂娟，女，满族，1973年 10月出生，28年教龄，职

称高级，现任小学高段英语教师，教学主任，班主任年限 28

年。 

曾获荣誉称号：  

北京市级骨干教师 

北京市德育优秀教师 

北京市名师发展工程第五批培训对象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参与编写《小学英语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撰写《带你闯过六年级英语四道关》发表在《快

乐学习》杂志（英语版）。主讲《They sit around tables.》

获得北京市第三届科研课题研究课（教学基本功）评比一等

奖。论文《依托教材文本，设计目标指向明确的教学活动，

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获北京市第八届“京研杯”教育教学

研究成果二等奖。论文《依托网络智能平台，以不同形式的

“看”为切入点，构建小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发展学生

语言能力》获北京市教育学会年会征文二等奖。论文《在小

学高年级绘本教学中设计失衡的学习活动引导学生深度学

习》获北京市教育学会年会征文二等奖。 

 

 

 

 
 

 

 



姚映红主要业绩 

 
姚映红，女，汉族，1973 年 2 月出生，教龄 29 年，高

级职称，现任教小学英语学科，现行政职务教学主任，班主

任年限 20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0、2013、2017连续三届北京市骨干

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十佳女教师”荣誉称号；西城区教

育系统创建学习型学校先进个人；西城区科研管理先进工作

者。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大猫英语分级阅读

（教师用书）；论文在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

四届校长大会论文评选一等奖；教育部“基础教育优质数字

资源建设微课项目”编制工作；案例及课例分别由教育部国

培计划远程培训项目录用（5次）；课题“小学英语课内外持

续性默读的实践与研究”结题并被评为优秀成果；承担了

2015年北京数字学校小学英语学科混合课程的讲课任务 1节、

备课任务 6节、资源开发任务 1节；承担“北京市小学英语

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展示课 2次；在北京市小学英语教学研

讨会上做专题发言；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二等

奖；首都特色优质原创课程辅助资源评选活动一等奖、二等

奖；北京市科研课题研究课评比二等奖；市级论文课例如基

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评比、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等

评比中获一等奖 5 次、二等奖 8次、三等奖 3次；承担西城

区“金秋杯”校级教学开放日展示课；承担西城区教育科学

规划“十二五”重点课题、西城区教委重点课题均顺利结题；

论文案例等在西城区教育学会论文评比中一等奖 2 次、二等

奖 1 次、三等奖 1 次。多次担任区各项培训及指导工作。 



 
张培林，男，汉族，出生年月 1981年 5 月，教龄 19年，

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小学英语兼教学副主任，班主任年限

15 年。 

曾获荣誉称号：西城区教育系统“我心中的好老师”，西

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部英语

学科兼职教研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国家级：完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子课题《通

过持续默读提高学生对英语文段的理解能力》；《采用多种辅助手

段帮助小学生理解教师课堂用语》；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

《基于外研社智能教学平台促进个性化学习的教学实践研究》子

课题“利用外研社智能教学平台进行个性化学习模式研究——课

外资源使用研究”；代表作《英语学习》（教师版）2017 年 1月小

学英语绘本阅读教育；《英语学习》（教师版）《持续静默阅读在

中小学英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英语学习》（教师版）《基于主

题与语篇整合学习路径》；《英语学习》（教师版）《小学英语整合

学习案例分析》；《英语学习》（教师版）《开展自主学习的策略与

方法》；问题引领学习 促进学生实际获得——构建“问学课堂”

的研究与实践；《小学整合学习实践活动案例》收录《小学英语

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市级：荣获《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研究》一

等奖。代表作《提高听障学生对应于教师课堂用语的理解度》；

《英语学习活动观下的整合式学习》；《借助图标与图示提高小学

低年级学生对教师课堂用语的理解度》。 

 



邢艳利主要业绩 
 

邢艳利，女，汉族，1973 年 3 月出生，教龄 26 年，高

级教师，现任小学英语教研员，任班主任三年。 

2016年被聘为北京普通教育名师研究会会员，小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同年，被北师大教育培训中心聘为授课专家；

2017年被聘请参与“中小学语、数、外优秀教师送教下乡助

力教师专业成长项目；2017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

优秀教师；2015 和 2016 年被聘请为西城区小学部英语学科

兼职教研员；2020 年被评为西城教育研修学院先进工作者；

2015年至 2018年和 2020年,被评为年度考核优秀。 

   2017 年作为课题核心组成员参与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的研究；2016 年参与了中国教育学会外

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十二五规划课题的研究；2015年教学案例

发表在《学科能力标准与教学指南：小学英语》上；2015年

主编并参与编写的《魔法屋》少儿英语系列主教材教师用书

入门级、一级、二级先后出版；2019 年撰写的论文获市级一

等奖；2016 年至今，做国家级、市级、区级示范课 7 节；在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实践活动平台上做观摩课及讲座

六次；2020年承担了北京市中小学空中课堂的备课指导工作

18 节；2016 年至今，在国培及各种教师培训项目中做讲座

17 次，指导教师参加国家级、市级、区级示范课、赛课 50人

次；2018年参与西城区十三五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在科研

月中做活动设计和组织工作并做了专题汇报；2016 年在北师

大教育培训中心组织的中小学教师网络研修项目中提供的

两篇教学课例被选用，主讲的讲座被收录在中小学英语教师

专业发展系列在线课程中。 



张雅林主要业绩 

 

张雅林，女，汉族，1971.4出生，30 年教龄，高级职称，

现任小学学段英语研修员，班主任年限六年。 

曾获荣誉称号有：2017.12 北京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国际

研修项目优秀学员称号；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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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带头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2019.12，指导五路通小学黄莹

参加 2019 核心素养下的全国小学英语自然拼读与绘本阅读

《丽声三叶草分级读物》Fire Fire 示范观摩课，荣获特等

奖；2019年指导齐静参加第五届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教学能

手大赛获一等奖；2017.12，指导西师附小仇博宁参与“北京

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国际研修项目”小学英语优秀教学设计评

优活动授课 How frogs grow 并参加教学设计比赛荣获一等

奖；2017.12，指导西师附小张斯洋参与“北京市中小学骨干

教师国际研修项目”小学英语优秀教学设计评优活动授课 I 

looked everywhere 并参加教学设计比赛荣获一等奖；2015-

2019指导王红、张斯洋、仇博宁等多次获北京市优秀教学设

计比赛一等奖；2018-2020 年，指导李伯珺、孙一辰、秦萌

参加启航班比赛三次获二等奖。 

本人重要论著：2016.09，承担撰写本书第三章案例二

《英语阅读实践活动》研究与分析部分承担本书编委发表在

《小学英语学科实践活动课程案例研究》；2017.07, 承担外

研版小学英语四年级上第七模块第一单元 Did you take 

Amy’s doll? 教学设计指导、点评教师,发表在《北京市小

学英语听说案例研究》；2019.10 主编《丽声三叶草分级读物》

第二、四、五级教学设计专辑，即将由外研社发表。 



郭玮主要业绩 

 
郭玮，女，汉族，1972年 10月出生，教龄 29年，高级

教师，现担任小学英语一、三年级研修员，担任班主任工作

10 年。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英语研修员，高级教

师。自 2004 年起，一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2016-2017 学年度考核均被评为优秀。2017 年 9 月、 

2018 年 9月两次被评为院先进工作者。 

欧盟项目“运用全球教师胜任力框架提升中国教师关键

胜 任 力 ” (Building up Chinese Teachers’ Key 

Competences through a Global Competence-Based 

Framework)，简 称 TKCOM 核心成员。参与国家级课题《学

生学业水平城乡差异及对策研究》，此内容的论文获北京市

论文评比一等奖。是北京市课题《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分析与

评价反馈系统学业水平测试》《小学英语阅读教学能力提升

研究与实施推广》《首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标准的研究

与实践》等核心组成员。西城区十三五重点课题《小学阶段

多学科贯通的教学实践研究》核心组成员。所撰写的论文《故

事课上，通过设计阅读活动培养小学生的阅读策略初探》、

《如何在小学英语课堂上渗透文化意识初探》、《培养小学高

年级学生利用思维导图做阅读笔记的研究》等刊登在全国核

心期刊《中小学外教教学》《中国教师》上。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小学英语教学关键问题实践研究》一书的作者之一。

《义务教育阶段小学英语学业标准与评价》一书的主要编写

者之一。指导的教师多次荣获国家、市、区教学评比一二等

奖。 

 



 

 
胡秀荣，女，汉族，1973 年 2 月出生，教龄 28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班主任年限 3 年。 

2004 年至 2017 年连续五届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西城

区南区小学道德与法治、品德与社会兼职教研员；2018 年 9

月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入选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于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在 北京师范大学 培养基地进行培训，已完成

学习任务，经考核合格，准予毕业；市教育委员会 2016年度

委托项目“市对区县教育补助-课程改革-北京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核心素养标准体系的建构与实施”学科组核心成员；

撰写的论文《利用问题解决方式提升生命与安全意识》，在

2017-2018 年度北京市道德与法治（品德与社会）论文评优

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在北京教育学院举办的市骨品德与社会

学科培训中撰写的论文《品德与社会教学中民族文化认同感

的培养》被评为优秀成果；《各具特色的交通工具》一课教学

设计在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色示范课堂”建

设活动中获得一等奖；执教的品德与生活（社会）学科《不

同地域的服装》优质录像课，由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

录用；在市级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培训小学品德学科项目

中承担《哺育我们的母亲河》的研究课任务；指导的《生活

处处有规则》一课在 2016年北京市小学品德与生活（社会）

学科教学现场评优活动中获得一等奖；编写《品德与公民》

教材、教师用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撰写的课例及分析

发表在《义务教育阶段 学业标准与评价：品德与社会》上。 



甄奕主要业绩 

甄奕，男，汉族，生于 1980 年 9月，教龄 20 年，高级

教师职称，现任教小学科学学科，现任教学副主任、科学教

研组长，班主任年限 20年。 

曾被评聘为：全国青少年载人航天科普活动——航天员

太空授课活动专家、全国十佳科技辅导员、北师大与重庆市

江北区共建项目“名师工作坊”专家、中国少年科学院“小

院士”课题研究活动全国优秀科技教师、中国青少年科技辅

导员协会高级科技辅导员、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优秀教练

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sail基金学术顾问；北京市中小

学生金鹏科技论坛活动优秀辅导员、北京中小学生植物栽培

大赛优秀辅导教师、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项目优秀学

员。 

   曾获：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立项、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小学之能

事眼角学习通的构建与应用实践研究”子课题立项、中国教

育学会论文征集和评选活动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科研专项课题优秀案例、全国小学科学优秀教学设计案

例；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北京市教育

学会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会论文评优一等奖、北京市中小学生

科技创客创新教育研讨活动论文一等奖、北京市小学科学录

像课评优二等奖、北京市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北京市课外校外教育十二五科研规划课题成果二等奖、被聘

为义务教育小学《科学》（一至六年级）教科书编委、多篇文

章发表在《科学课》《中小学教材教法》上、《北京市少年科

学院“小院士”课题评选：学生实践手册》等书已出版。 



 
于青，女，民族：汉，出生年月 1972.05，教龄:29年，

高级教师，现任小学科学，班主任年限 5 年 

1.2018 年十九届北京市太空种子种植论文组  优秀辅导员 

2.2017 年北京市学生机器人智能大赛  优秀辅导员 

3.2018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环境教育活动  优秀辅导员 

4.2016 年北京市学生机器人智能大赛  优秀辅导员 

5.2018 年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6.2019 年西城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先进个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2017 执教《盐到哪里去了》小学全国名师教学观摩课 

2.2018 执教《水》第六届小学科学（教科版）优秀课评比活

动中荣获一等奖 

3.2018 撰写《巧用小口诀 培养好习惯》刊登“科学课”杂

志 

4.2018 作为编写人员参与“人教.鄂教版”教师教学用书编

写 

5.2015 执教《光的折射》北京市小学科学教学评优课一等奖 

6.2016《初探科学教学中如何应用建模理论助力学生思维发

展》 北京市科学教学研究会论文评选一等奖 

7.2018 《科学课上提升学生提问技巧的实践研究》北京市教

育学会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会论文评优活动一等奖 

8.2019 《初探形成性评价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案例研

究——以科学实践展示课为例》 北京市 2019 年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教师典型案例一等奖 

9.2016——2019负责并完成区教师专项课题《学科实践活动

中发展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实践研究》优秀结题。 



张军主要业绩 

 
张军，女，汉族，1974 年 2 月出生，教龄 28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科学。 

曾获得主要荣誉称号有：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课

题研究成果全国展示交流评为“全国优秀科技教师”；北京市

科学学科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西城区第十

四、十五届“科技园丁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有：获得“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声音的变化》部级优课；执教《声音的变

化》在“中国教育学会 2015年度课堂教学展示与观摩”课堂

教学优质课评比中获得二等奖；《让一年级科学课充满童趣》

获得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并发表在《科学课》杂志中；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

成果评选中，提交的《北京小学“快乐科学动动动”》被评为

二等奖；任首师大版《科学》教材编委；任《基于人教鄂教

版小学科学教材的学习性评价实践研究》课题组核心组成员；

参与教育科学出版社《科学》电子教材配套微课数字资源的

编制工作，主编《科学微课数字资源》（三-六年级上下册）；

“达芬奇的创意制作”、“鲁班的创意制作”发表在《追寻大

师的科创印迹》一书中，并任《追寻大师的科创印迹》编委

之一；在首都原创课程辅助资源征集评选中《电》评为一等

奖；在“我的教学解惑智慧行”项目中，主讲的《践行教学

策略，提升专业素养》课程由国家级培训项目课程录用；主

讲的“作业改革实践技法”系列课程之“运用有效的评价策

略促学生科学学习的成长”、“小学科学作业的实践探究”专

题课程资料，已经由教育部“国培计划”项目录用。 



 
乔辰，男，汉，1989 年 1 月出生，教龄 10 年，一级教

师，现任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学科主管以及党支部宣传委员。

曾获荣誉称号： 

1.课例《文件夹的使用》在第四届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优质课

展评活动中荣获特等奖 

2.微课《像素与分辨率》在“2015 年全国 V 大赛—教育教学

研究成果征集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3.教学设计《Scratch 第一课》荣获第十一届全国信息技术

教学案例大赛小学组二等奖 

4.在北京市数字学校信息技术学科义务教育课程录制工作

中，受聘为四年级上册主讲教师 

5.微课《Scratch 中的坐标》在北京市信息技术学科微课评

比中荣获一等奖，并入选教学资源库 

6.2016 年北京市“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冠军 

7.北京市第一届“京教杯”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荣

获一等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论文《浅谈小学信息技术有效性教学》在“第四届全国小

学信息技术学科教学研讨会”中荣获二等奖 

2.论文《小学 Scratch课堂教学方法研究》在北京市信息技

术学科教学论文教学案例评选中获得一等奖 

3. 文章《让学生在项目适合学习中学会问题研究》发表于《北

京教育》6 月刊 

4.论文《少儿编程教育的实践研究》获创造教育研究会 2019

年学术论文二等奖 



王淑洁主要业绩 
     

王淑洁，女，汉族，1966 年 5 月出生，教龄 35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小学六年级音乐及学校艺术团工作。   

曾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小学市级学科带头

人、北京市小学市级骨干教师、北京市西城区霍懋征奖获

得者、北京市西城区优秀教师等称号。  

五年内主持、参与了 3个国家级课题研究、主持了 2

个市区级课题研究；被聘为中央教科所艺术教育研究中心

专家组成员；国家《艺术》教材一至六年级编委，第九册

副主编；《艺术》教材（修订版）一至九年级音乐监制；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中小学教师网络研究”项目授

课专家。承担国家级、市区级公开课、研究课 31次；北京

市骨干教师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 12 次；西城区中小学线上

学习平台课程的录制及审核 12节。参与教育部线上学习平

台音乐课程的备课与审核 32 节；指挥金帆管乐团获得全国

一等奖 2 次、市级金奖 2 次；指挥、指导合唱团获市区级

一等奖 6 次。担任市区级“启航杯”、“西城杯”、“风采

杯”等小学课堂教学评优活动评委 8 次，担任北京市新教

师音乐培训项目班教学指导教师 6 次，担任西城区教育系

统新入职人员培训音乐学科指导教师 3次。 

2012年至今，一直担任西城区小学音乐兼职教研员。

撰写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新课标小学生百科全

书》上下卷中音乐部分；指导完成了人民出版社“人人传

唱”项目系列丛书中的音乐合唱作品；出版了专著《小学

音乐欣赏教学》。 

 



许春燕主要业绩 
许春燕，女，汉族，1975 年 2 月出生，教龄 27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小学音乐学科。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骨干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西

城区先进教师，西城区学生艺术节合唱展演最佳指导教师奖，

北京市学生艺术节合唱展演最佳指导教师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6 年 3 月，课例《第二课农家乐<赶圩归来啊哩哩>》

被评为教育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优课”。 

2017 年 1月，课例《第 1 课 朝夕—聆听 渔舟唱晚》被

评为教育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优课”。 

2018 年 6 月由中央电化教育馆组织的“‘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部级‘优课’教研专题”工作，主讲的“制

作多媒体课件 真正做到从学生实际出发 彻底解决学生演

唱问题”，发布在国家给予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上供全国教师

学习和交流。 

2020年教育部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中国教育电视台

“同上一堂课”课程资源建设录制五年级音乐课四节《歌唱

二小放牛郎 》、《晨景》、《渔舟唱晚》、《嘎达梅林》。 

2015 年 11 月在首都特色优质原创课程辅助资源评选活

动中，提交的两篇教学案例《金孔雀轻轻跳》和《赶圩归来

啊哩哩》均被评为一等奖。 

2018 年 5 月指导的校级合唱荣获北京市第二十一届学

生艺术节金奖。 

2019 年 6 月教学设计及课例《快乐的回旋》，在“2019

年北京市基础教育优质课堂教学设计评选”中获二等奖。 

2016 年 1月，编写校本教材《走进民族音乐》。 



王琛琛主要业绩 

 
姓名：王琛琛 性别：女 民族：汉 出生年月：1976.08

教龄:22年  职称：高级教师   现任教学段学科：小学音乐  

班主任年限：22年副班主任及学校艺术社团 

曾获荣誉称号：全国“学科德育精品课程”部级评审专

家；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兼职教研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近五年参加国家级

教学展示 2 次，分别为 2016 年在国培计划培训中的公开课

《赛马》展示以及 2019 年国民音乐教育大会中进行说课展

示。国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 2篇，分别为论文《关于如何利

用音乐学科活动提高学生核心素养》发表在 2017年 3 月《中

小学音乐教育》中，论文《音乐学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初探》

发表在 2017 年 6月《中国音乐教育》上。近五年参加市级教

学录像课评比获一等奖 4 次；参加市级案例评比分别获一等

奖 1 篇，三等奖 1 篇；论文撰写获市级评选一等奖 1 篇，二

等奖 3 篇，三等奖 1 篇；近五年进行市级教学展示活动 25

次，区级教学展示 6 次。 



徐颖，女，汉族，1972 年 2月，教龄：29 年，职称：高

级，体育、二年级，班主任年限（副班主任：28年）。 

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8 年北京市第十届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荣获西城区优秀教练员；2017 年被评为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7 年北京市第十二届民

族健身操舞大赛中荣获“优秀教练员”；2015——2016 学年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分院小学教研室体育学科兼职教研员；

2016——2017 学年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分院小学教研室体育

学科兼职教研员；2016——2017学年区体育学科跨校教研组

组长；2017年担任西城南区小学体育、科学、艺术学科青年

教师基本功展示活动评委；2018——2019学年北京市西城区

教育研修学院宣武分院小学教研室体育学科兼职教研员；

2019——2020 学年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部体育

学科兼职教研员；2020 年在西城区中小学线上学习平台课程

录制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国家级：2019 年《小学足球教程》（一、二年级）北京体

育大学出版社编委；2019 年《小学足球教程》（三、四年级）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编委；2016年《学生的兴趣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关键》在教育部“UDS”合作学校自主发展行动计划项

目案例撰写二等奖；北京市骨干开放课 2018-05各种方式的

接力跑与游戏；2018-06 跳跃与游戏——跳竹竿；2018-10 小

学二年级小足球：传地滚球游戏；2018-12 奥运知识介绍；

2019-05 落实两个《标准》，展开有效的球类教学；2019-06

落实两个《标准》，开展有效课堂教学——民族民间体育活动；

2019-11 低年级 300——500 米走跑交替；2019-12 我们与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贾萌主要业绩 
贾萌，女，汉，1982 年 12 月，教龄 12 年，高级教师，

现任教六年级体育，教学副主任。 

曾获荣誉称号：中央电化教育馆重点课题全国教师协同

发展研讨会中荣获十大解课能手称号；中国教育技术学会中

小学专业委员会课例评审专家；教育部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国家级培训县级送培项目指导专家；北京市教育学院 “国培

计划” 实践指导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西城区中小学体育评

优课征集与评选活动评委；西城区研修学院小学体育部兼职

教研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教育部一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学校体育与体育教师培训项目” 现场展示课；全

国“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无线微录仪的课堂教学综

合创新应用研究》课题负责人；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教育

现代化 2035 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开发研”棒垒球课题副

组长；论文《趣味+真实情境提高篮球教学质量》被中国学校

体育杂志 2019年 08 期刊用；论文《多媒体技术在篮球教学

中的运用》被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会刊《E教中国》第 5617期

C4 版刊用；《应变-求变---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新思路》

一书中小篮球四年级大单元设计部分撰写；北京市原创课征

集评选一等奖；指导李爽、许岚参加北京市中小学优秀体育

课例征集与评选获一等奖；指导马晓雪获北京市首届“启航

杯”二等奖；西城区第十五届学校卫生保健论文评选中获得

优秀论文一等奖；西城区中小学校园足球等教学课例征集及

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指导史博轩获“西城杯”区级阶段

一等奖。 



 
陈郴良，男，汉族，1974 年 6月出生， 1997 年 7 月毕

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后加入北京小学体育教师队伍，现从教 23

年，2015年被评为高级教师，现除担任小学六年级体育与健

康的教学以外，还承担教学副主任的工作。 

他挚爱小学体育教育事业，勤奋工作。曾先后获荣全国

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北京市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区优秀教师

等荣誉称号；获得的荣誉称号如下：2018年在北京市第三届

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比赛中，被评为“优秀教练员”；2019年

获得西城区中小学武术比赛“优秀教练员”；2020被评为“北

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9 年 9 月他带领的团队

北京小学体育组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集体。 

他教学基本功扎实，肯于钻研，勇于实践，连续被聘为

区兼职教研员承担指导青年教师的工作。曾荣获北京市教学

基本功大赛一等奖，撰写的论文在市区评选中取得优异成绩。

2015年撰写的论文《以小学生发展质量为核心的学校体育模

式创新性研究》荣获北京市第十一届中小学体育科学论文报

告会论文征集评选二等奖；2018 年 12 月，论文《培育体育

精神，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体育教育》在北京市学校体育科

学大会获三等奖；2015 年 10 月，合作完成的课题《以学生

发展质量为核心的个性化教育创新性研究》成果，荣获北京

市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 年 11

月，担任副主编编辑的《小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

试实操手册》由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 

 

 



冯小杰主要业绩 
冯小杰，男，汉族，1965年 12月出生，教龄 36年，

高级教师职称，现任教五年级体育与健康，现任教学主任

职务，任校足球队教练（视同班主任工作）36 年。 

荣誉称号：2015年 6 月，获得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促进学校体育教育和课外体育活动”西部边远地区

实地调研活动中承担实践指导专家工作；2015 年 9 月，担

任北京教育学院小学体育班“国培计划”体育美育骨干教

师培训项目实践指导教师；2015年 9 月，担任北京国际田

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国内技术官员；2004 起连续被评为北京

市骨干教师；连续多年担任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

学部体育学科兼职教研员；连续多年担任西城区中小学体

育优秀课例征集与评选活动、西城区小学体育教师教学技

能考核活动评委等。 

教学、论著：2015 年 4 月浙江杭州“千课万人”示范

课；2016年 4 月北京市中小学学科德育精品课堂评优课；

任北京市骨干教师以来，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教学实

践活动示范课十余节；自 2015年主持区教研活动培训、示

范课十余节次。2015 年 1月科研课题《新媒体环境下青少

年运动处方智能服务系统的研发与应用》核心成员；2015

年 5 月科研课题《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学科教师培训课程

标准》核心成员；2016 年 2月《中小学专兼职体育教师培

训指导手册》上、下培训组织管理篇编委；2017年 1 月

《合作学习理论与体育合作学习实践》一书专著；2017 年

5 月论文《融合德育的体育教学实践》获北京市二等奖；

2018 年 10 月科研课题《学科核心素养视阈下小学生运动能

力的发展策略研究》子课题《运动能力发展与安全锻炼》

课题负责人等。 
 



何雪主要业绩 

 
何雪，女，汉族，1970 年 2月，32 年教龄，其中，担任

班主任年限 20年。高级教师，现任西城区小学体育与健康学

科研修员。 

北京市优秀教师；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学校体育

与体育教师培训项目”指导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授课专

家；《中国教师报》教育专家；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技

能考核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小学优秀体育教学课例评

审专家；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评估专家；北京市

中小学体育学科“千人百课”评审专家；北京市中小学第一

届“京教杯”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优秀指导教师；

“UNICEF”杯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云南弥勒县

指导教师；西城区名师。 

著有《体育教学实践研究》教学专著。参与编写《小学

体育与健康》五-六年级（全一册）教师用书，《小学体育教

学教师用书》。多次承担中国教师网远程培训以及人民教育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教师培训工作。参与部、市、区级

多项课题的研究。曾在第二届中国体育科学大会、中国教育

学会“全国著名小学办学成果”等活动中做现场教学展示课。 

 

 

 

 

 

 



吴宁主要业绩 
吴宁，女，汉族，1971 年 1月出生，30 年教龄，高级教

师，现任教小学二、三年级美术学科，班主任年限 23 年。 

曾获荣誉称号：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安全童行”项目优秀指导教师

（2018）；第四批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2016）；北京

市红领巾“我的藏书票”项目优秀指导教师；北京市西城区

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5、2020）；西城区少先队系统优秀志

愿辅导员（2016）；西城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辅导教师

（2014-2019）；兼职教研员（5年）。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共计 44 项： 

3 个教学录像课例被评为教育部级“优课”；1个研究成

果在“第八届全国美术教育教学优秀研究成果评选活动”中

获二等奖；1 个研究成果获北京市基教研三等奖；主持 1 个

市级课题已结题；主持 1个区级课题已结题被评为优秀等级；

6篇论文、案例获得北京市基教研论文一等奖；10余个课件、

微课、案例等获北京市基教研相关比赛二、三等奖；6 项原

创课件及微课获“北京市首都特色优质原创课程资源”一等

奖；10 余篇教学论文、案例获区级奖项。 

重要论著、编写教材、讲座、经验交流共计 43 项： 

作为《义务教育教科书 美术》及《义务教育教科书 美

术 教参》（人美社）编委编写教材及教参；《聋校义务教育教

科书 美术》（人教社）编委；《多种媒材绘画表现技法》（河

北美术出版社）副主编；论文发表于《中国中小学美术》；4

篇文章及 8件本人辅导的学生作品发表于《现代教育报》；10

余个教学课例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国培计划”教育部中小

学骨干教师远程培训项目选用。 



李轶琳主要业绩 

 
李轶琳，女，汉族，1973 年 2 月出生，教龄 30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小学二、四、五年级美术，任 1 年班主任，

29 年副班主任。 

曾获荣誉称号：1.被聘请为 2015-2020学年区教育研修

学院小学部美术兼职教研员。2.2015-2019年担任“西城杯”

小学课堂教学评优活动“校际阶段”评委工作。3.2016年荣

获“童心同梦杯”摄影绘画大赛优秀辅导员。4.2019 在西城

区学生科技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

评比中荣获优秀辅导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1.2018年在新型面

授小班化教学项目中，被邀请作为“小学美术全国班第一期”

的课程专家参与培训工作，并做主题为《小学美术教学课件

的案例分析》的专题讲座。2.2016-2018 作为专家多次参与

全国中小学继续教育网“国培计划”培训项目。3.课例《动

态之美》《中国杂技》被教育部中小学骨干教师远程培训项目

培训课程录制或教学课例选用。4. 2016—2019参加北京市中

小学教师开放性实践活动做市级研究课 13节。5. 2015年撰

写的论文《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人物创作绘画能力》

获北京市第七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6. 2016

制作的《好看的线条》等 5 个课件，在人美社出版的《义务

教育教科书 美术》中作为学习资源使用。7. 2017年在北京

市教师核心素养提升论文评比中获得一等奖。8. 2020 年在

“第二届美福杯暨中小学美术教师慧课展示、论文征集活动”

评选中获得一等奖。9. 2020年参与人教社聋校教材编写计划

于 2020年及 2021 年出版。 



王爱东主要业绩 
王爱东，女，汉族，1968 年 11月出生，教龄 32年，高

级教师职称，现任小学美术教师，副书记，班主任年限 5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5 年 4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2017 年

12 月北京市骨干教师；2015 年 9 月西城区宣武分院小学教

研室美术学科兼职教研员；2016年 9 月西城区宣武分院小学

教研室美术学科兼职教研员；2016 年 11 月西城区教育系统

社区教育“十百千”工程先进个人；2017年 9 月西城区教育

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2018 年 10 月西城区宣武分院小学教

研室美术学科兼职教研员；2019年 7 月西城区第二届“七彩

梦想”作品展优秀辅导教师；西城区第三届“七彩梦想”作

品展优秀辅导教师；2019 年 10 月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小学

部美术学科兼职教研员；2020 年 9 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

育工作者等。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6 年 7 月教育

部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案例一等奖；2017年

6 月教育部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案例一等奖；

2017 年 12 月首都原创课程辅助资源征集评选教学案例一等

奖；2015 年 6 月北京市民族教育学会教育科研课题一等奖；

2015 年 8 月北京市“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2015 年 10 月北京市中小学《京美杯》征文一等奖；2016年

10 月北京市中小学《京美杯》征文二等奖；2016年 11 月北

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 年 11 月北京

市中小学 “京美杯”征文二等奖；2019 年 11月北京市中小

学第《京美杯》征文二等奖；2016 年 3 月《主题 9 欣赏中国

雕版印刷技艺》载入《探索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活

动手册》（红旗出版社）。 



张红主要业绩 

 
姓名：张红，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70.01，

教龄:32 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小学美术，现行政职

务：小学部科任学科室主任，班主任年限 5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5 年被聘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继教网

“国培计划”专家；2018年被聘为教育部中小学骨干教师远

程培训项目专题课程主持专家；2007、2010、2013、2017连

续四届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6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

统优秀教师；2019——2020 学年度在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考

核中被评为优秀。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2 年参加小学

《写字》1——12 册教材的编写；2013 年参加义务教育教科

书美术教学参考用书（全国教材）1——12 册编写工作，任

编委；2013 年参加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教学参考用书（北京

教材）1——12册编写工作，任编委；2018年参加《创意立

体纸艺》1——6年级教材编写；2014 年参加《小学美术课堂

教学策略研究》撰写做编委；2016 年承担市级课题“在小学

民间美术教学中创作形式与表现材料的创新研究”，现已结

题；2015 年承担区级课题“加强书法教师队伍的研究”，现

已结题并获得“十二五”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7年

《拓印树叶真有趣》在北京市教师素养提升论文评比中获一

等奖；2020 年《信息时代让教研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得以延伸

和拓展》在北京市第二届福美杯暨中小学教师论文展示中获

一等奖。2017 获北京市“京教杯”优秀指导奖；2018 获北京

市“启航杯”指导教师一等奖；2017 年“美术课堂教学中的

微课设计与应用”获西城区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 



马强主要业绩 
马强，男，汉族，1969年 11月出生，教龄 30年，高级

教师，小学书法，现任教学副主任。 

2014年 1月被评为 2014-2016年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

头人；2018 年 1 月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9 年 6 月、

2020 年 9月，连续两年赴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支教。 

2013 年 9月，专著《学生书法入门》由和平出版社出版，

全国发行；2016年 7 月，参加“义务教育 3-6年级《书法教

学指导》”的编审工作，教育部审定，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全国发行；2019 年 1 月论文《以迁移理论促进小学写字教

学》、2020 年 1 月论文《试谈写字能力培养的基本路径》在

人民美术出版社《书法教育》刊载；2018年 11月，论文《写

字的起步》获得北京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北京教

育学会中小学美育分会三等奖；2019 年 11 月论文《学生写

字技能的提升，必然促进学生思维发展》获北京市教育学会

学习与思维研究会一等奖；2019 年 12 月，担任北京市书法

教师三笔字比赛评委；2020 年 6月《基于书法文化跨学科整

合课程的构建与实施》被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中心立项；

2020 年 7 月《小学中低年级硬笔书写技能提质增效教学研

究》理立项为 2020 年度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个人为课

题负责人；2015年 11 月，“书法家马强”刊载《西城画报》；

2016 年 11 月“育才少年书法教育基地”报道在《北京晚报》；

2015年至今，担任小学书法兼职教研员工作；2015 年至今，

指导西城、东城、海淀的书法教师 8 人通过听课备课指导的

方式，教师进步显著，获得相应奖项；多次承担市区评委工

作；大兴区书法基地校顾问。 
 



金梅主要业绩 

 
金梅，女，满族，1970.11出生，教龄 28年，高级教师

职称，现任西城区小学书法学科研修员，班主任年限 22年。 

2015.09获北京市第三届中小学生书法作品评比优秀组

织奖（个人）；2015-2016学年度考核优秀；2016.09 获北

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表彰；2018.03被评为北京市

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2019.12 获北京师范大学“京师杯”全国书法教育实验

区教学成果展优秀论文奖、优秀教学设计奖；2018 参与国家

级课题《小学语文教学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研究》

书法语文学科整合研究。2018.05 获北京市 2017-2018 学年

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2018.9 和 2019.9 指

导的教学设计连续获得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

一等奖。2015.11论著《小学语文课例研修的 8个实践策略》

获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5论文

获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成果评选一等奖；2019.7撰写

的书法教学课例获 2019 西城区案例评审一等奖；2019.9 微

课题研究获西城区优秀微课题评审一等奖。2015.11 主编的

小学书法教材《书法练习指导》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全国发行；

2019.07 主编的中学书法教材《书法与鉴赏》由教育科学出

版社全国发行。2018.06 专著《初学书法 100 问》由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20.06 手书的硬笔书法字帖《初中必

背古诗文硬笔字帖》、《高中必背古诗文硬笔字帖》由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11 书法教育论文《先识字后学拼

音的写字指导应对》发表于《基础教育课程》杂志。  



 
闻迪，男，满族，1978年 11月出生，教龄 23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信息技术学科。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先进教师，西

城区考核记功奖，西城区第十五届科技教育园丁奖，西城区

第十四届优秀科技辅导员奖。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8 年 9 月，作品《避障机器人》，在中国教育技术协

会中小学委员会组织的“2018 年信息技术应用成果征集活动”

中，荣获一等奖 

2015 年 10 月，论文《在智能机器人教学中提高学生的

科技创新能力》在 2015 年北京市小学电化教育专业委员会

第十六届年会“三优”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2016 年 9 月，论文《“翻转课堂”在小学程序设计教学

中的初步尝试》获北京市第五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

成果一等奖 

2016 年 10 月，论文《让小学信息技术科美起来》荣获

北京市中小学第九届《京美杯》征文一等奖 

2019 年 5月，课例《Scratch中选择结构程序设计》在

2019年北京市信息技术学科教学评优课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2019 年 11 月，论文《基于 STEAM 理念的中小学机器人

教学探究》获北京市 2018—2019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论文一等奖 

2019 年 6月，论文《浅谈虚拟现实（VR）技术在小学科

学教学中的应用》荣获西城区“十三五”教育技术应用研究

课题阶段成果评比活动一等奖 



马坚主要业绩 

 
马坚，女，汉族，1969 年 10月出生，31年教龄，中学

高级职称，现任小学 3-4 年级信息技术学科教学工作。 

连续多届被评为北京市学科骨干教师、2018-2019 年被

聘为区学科兼职教研员。 

   曾承担人教社《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读本主编及编写工

作、研究课获北京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一等奖、2016

年至 2019 年共承担“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教学实践活

动”12 节研究课、为 2016、2018 年两次承担区新入职学科

教师岗前培训指导教师任务、2020 年 3-5月疫情期间录制区

在线课程 4节。 

 

 
 
 
 
 
 
 
 
 
 
 
 
 
 



韩平主要业绩 

 
姓名：韩平，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67 年

1 月，教龄：35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小

学劳动技术，现行政职务：无，班主任年限：8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6 年 11 月，被聘为全国中小学“学

科德育精品课程”部级评审专家；2016 年 12 月，被聘为“一

师一优课”省级评审工作评委；2001 年 7月，被评为北京市

小学市级中青年骨干教师；2004年至今，连续五届被评为北

京市级骨干教师；2008年 6 月，被聘为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小学劳动技术学科兼职教研员；2018年 6月、

2020 年 9 月，被聘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提升”

项目专家。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5 年 9月，论文

《在理性思考中品赏技术课味道》获北京市小学劳动技术教

育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2017 年 3 月，论文《小学劳技课上

培养学生心智技能的途径与方法》刊登于北京教育出版社的

《先行研究 丰富教研》（刊号 ISBN 978-7-5522-9269-5）；

2020 年 4 月，论文《真问题驱动下的小学劳技课程设计》、

《以“木工”为切入点 狠抓教师基本功》发表在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的《实践 走在理论之前——西城研修一体十年回顾》。

2013 年，参与编写了北京市义务教育教科书《劳动技术》、

《教师指导用书》、《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学科德育指导

纲要（修订）》、《北京市小学教师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培训

手册》、北京市《学科能力标准与教学指南》；2020 年 8 月，

教科书《劳动教育》（1-6年级 共 12 册）在北京理工大学出

版社出版，本人任主编。 



黄旭升主要业绩 

 
姓名：黄旭升，性别：男，民族：汉，出生年月：1972.11，

教龄：29，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小学综合实

践活动，现行政职务：无，班主任年限：11年。 

曾获荣誉称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综合实

践活动学科理事；第六届综合实践活动管理与研究学术委员

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学术委员；

全国中小学“学科德育精品课程” 征集展示活动部级评审专

家；2007 年、2010 年、2013年、2017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

教师；北京市教育学会综合实践活动研究会第五届副秘书长；

西城区学校课程建设优秀成果评审特聘专家。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西城区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学生评价方案的研究与实施》获中国教育学会教育

管理分会 2016 年全国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辅导教师在全

国学术年会评优课评比中 4 次获一等奖；《学校实践活动课

程构成与管理策略分析》获 2019 北京市中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优秀论文及案例评选获一等奖；辅导教师 7 人在北京市教

学设计评选中获得一等奖；《先行研究 丰富研修》作者，北

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教育出版社；《综合实践活动》副主编、

分册主编，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教育出版社；《设计思维与

创新教育》编写组成员，科学出版社；《实践走在理论之前》

作者，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教育出版社。 

 

 

 

 



刘亚宁主要业绩 

 
刘亚宁，女，汉，出生年月:1976年 11 月，教龄:25 年，

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小学心理，现行政职务:无，

班主任年限:25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5.7-2017.12 连续两届评为北京市市级骨干教师。 

2015.12 北京市“十二五”培训荣获优秀辅导教师称号。 

2015-2020 学年北京市西城区生涯指导中心小学心理学科兼

职教研员。 

2016.12 聘为北京市“成均杯”心理优课大赛总决赛评委。 

2018.5 入选北京市心理健康名师发展研究室成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5．6-2019.5 参与编写《传统游戏的心理学探索》《青少

年性健康及预防艾滋病教育教案集》《沟通无界限朋友遍天

下》书籍，承担分册编辑和撰写任务，已出版。 

2015．9 《有趣的感觉》获得北京市教学设计评选一等奖。 

2016.5 《运用创造性教育语言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心理品

质》 获北京市论文一等奖。 

2017.3 北京市西城区金秋杯课堂展示一等奖。 

2018.10 《浅谈无条件接纳情绪有条件接纳行为的探索》获

北京市论文评比三等奖。 

2019.9 《家校沟通中创造性运用心理技术打造立德树人的

镜子》获北京市论文二等奖。  

2015．10-2020.5 北京市骨干教师展示课 12节，空中课堂、

西城区教研录课、现场课 7节。 

2018．5 《认识情绪小人和紧张在一起》西城区论文三等奖。 
 



王青主要业绩 

 
王青，男，汉族，1970 年 4 月出生，教龄 29 年，高级

教师，现任教小学三至六年级校本课《葫芦艺术》。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骨干教师，2015年被北京民间文

艺家协会聘为优秀传统文化校园导师，2019年在北京市筹备

和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中，做出积极

的贡献，2016 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19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2019 年被评

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20年被评为北京市西

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8 年在河北省阜平县台峪学校荣

获“特殊贡献奖”， 2020年在河北省阜平县台峪学校荣获“优

秀支教教师”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7 年 10 月，论

文《废旧葫芦促师生在“葫芦艺术”中再发展》获“全国教

师教育学会综合实践活动学科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评比 “一等奖”。2016年 9 月，论文《开发课程资源促“葫

芦艺术”再发展》获北京市第五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

究成果“一等奖”。2018 年 6 月，论文《选择恰当的教学内

容与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书写能力》获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

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6 年 7 月，论著《葫

芦雕刻与制作》出版，刊号：ISBN 978-7-307-18244-8，武

汉大学出版社。2018 年-2019年，编写三至六年级校本课《葫

芦艺术》练习册一套，共计四册。 

 

 

 



褚潇主要业绩 

 
褚潇，女，汉族，1980年 10月出生，教龄 21年，职称

高级教师，现任教学前教育，现任北京市北海幼儿园教学副

园长，班主任年限 8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4 年,获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市优秀

教师；2018年,获北京市骨干教师；2017年,获西城区教育系

统“十佳女教师”；2017、2019年,分别获西城区第四届、第

五届学前名师工作室突出贡献奖；2016 年,获北京市西城区

教育系统优秀集体。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8.12,成果研究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9.11,课题在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展出; 
2015.08 ,论文获北京市第七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二等奖 2017.05 ,文章发表《学前教育》；2018.09 ,文章发

表《东方教育》2018.09总第 172期，并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2019年文章发表《中国教师》2019.06 总第 313期；2020.02 ,

文章发表《中国教师》2020.02 总第 321 期；2015.11,主持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2015.11,科研成果获西城区

十二五优秀成果一等奖；2020.06, 参与北京市教育学会十

三五课题结题;2016.06—2017.11,承担北京市十二五规划

重点关注课题子课题研究任务；2017.05,参与北京出版集团

芳草教育出版社书籍编写；2015.08, 论文获北京市第七届

“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9.11,论文获北京

市 2018-2019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二等

奖;2016.01,论文获西城区幼儿园十二五继续教育优秀成果

二等奖。 



王欣欣主要业绩

王欣欣，女，汉族，1979 年 3 月出生，教龄 23 年，职

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前教育，现任北京市北海幼儿园主任，

班主任年限 10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7 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18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5 年，荣获首都师范大学优

秀指导教师;2015、2016 年，分别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

秀教师；2016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集体；2017年，

获得第四届学前名师工作室表彰。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6.11，论文获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 2016 年年会”论文征集活动二等

奖;2020.06主持的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三五”研究课

题已获准结题（两项）；2020.06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西城区陈

立名师工作室承担的北京市教育学会“十三五”科研课题已

顺利结题；2017.05，参与了北京市出版集团京版芳草教育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出版的《幼儿园可操作性学习新方案升

级版 语言表达》的编写;2019.08，在中国发明协会学前创新

教育分会建国 70 周年学前创新教育成果征集优秀案例评选

中荣获一等奖;2015.08，论文获北京市第七届“京研杯”教

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5.12，课例荣获北京市“十二五”时

期幼儿教师培训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12，征文在“第七届

读、用《北京教育丛书》征文活动”评选中荣获一等

奖;2019.12，论文在北京市幼教师资培训中心举办的幼儿园

干部教师协同培训论坛上获得一等奖;2015.12，学习故事在

西城区 2015 年学前教育“幼儿学习故事”征文评选中获一等

奖;2015.10，获第三届“西城杯”教学评优活动一等奖。 



史昂主要业绩 

 
史昂，女，汉族，1984 年 8 月出生，教龄 13 年，职称

一级教师，现任教学前教育，无行政职务，班主任年限 10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7．04 及 2018.12 分别获得首都师范

大学实习优秀指导教师称号；2019 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

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8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

头人；2016、2019、2020年,分别获得西城区个人考核优秀；

2017、2019、2020 年,所在大班组分别获得西城区优秀集体

称号。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9.12，荣获全国

第二届“两寻找 三研究”活动玩具与游戏类成果一等奖； 

2019.01，论文获北京市学前儿童保教工作者协会征文一等

奖； 2017.09，案例获北京市教育学会第八届“京研杯”教

育教学成果三等奖；2016.10-2019.06，主持北京市学前教育

研究会“十三五”重点课题，并于 2020.09获得西城区教育

委员会教育教学成果三等奖；2019.10 获北京市西城区第五

届“西城杯”一等奖；2016.12，论文在西城区科研月学前教

育征文评二等奖；2018.9，论文获西城区教育学会第 21 届教

育征文二等奖；2018.12，论文在西城区科研月学前教育征文

二等奖；2019.09，论文在西城区第 22 届征文评比中荣获二

等奖；2019.12，案例获西城区幼儿园优秀游戏案例二等奖； 

2017.06，文章刊登于《学前教育》；2019年，教育案例收录

于《幼儿园课程资源丛书（社会）》；2020.02，文章发表于《中

国教师》；2016.10,文章获西城区教育学会第十九届教育征

文三等奖。 

 



赵燕燕主要业绩 

 
姓名：赵燕燕，性别：女，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82

年 3 月，教龄：20 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

学前教育，现行政职务：保教主任，班主任年限：14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8 年 2 月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称

号；2015 年 11 月至今聘为西城区学前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2018 年 9 月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

2019 年 11 月被评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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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月主持北

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二五”重点课题《通过绘本阅读活

动培养幼儿自主阅读的兴趣和能力》评为优秀课题；2017年

5 月《通过绘本赏读活动提高中班幼儿阅读理解能力的策略》

获市优秀论文一等奖；2019 年 12 月《探索支持小班幼儿在

角色区自主游戏的策略研究》获市学术论文评审一等奖；

2020 年 6月主持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三五”重点课题

《绘本多角度赏读对提高幼儿阅读理解能力的策略研究》评

为优秀课题；2017 年 12 月《让少人问津的美工区“活起来”》

获区科研月征文一等奖；2018 年 9 月《我是超级蛋糕师》获

区教育征文一等奖；2018 年 12 月《机器人总动员》获区科

研月征文一等奖。 

 



 
赵桂芝，女，汉族，1970 年 4月出生，32 年教龄，高级

教师，现任学前教育学科，班主任年限 21年。 

曾获荣誉：2017区“优秀集体”，2017区“我心中的的

好老师”， 2018、2019 两次区“优秀教师”，区“学科带头

人”，受聘为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教育实践指导教师，

受聘为区“两寻找三研究”优秀研究案例征集活动评委，2019

获西城区幼教系统第五届“西城杯”实践评优“特等奖”。 

曾获主要奖项和论著：案例《北极熊的礼物—到童话书

里的北极去》、《越玩越好玩儿的磁力片》分获中国教育装备

首届“两寻找、三研究”成果案例一等奖和二等奖，《巧用微

信群》获学前教育杂志社第三届征文一等奖。《借助戏剧活动

促进中班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尝试》获北京市第八届“京研杯”

一等奖，《戏剧活动中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支持策略研究》获市

教育学会创造教育研究会 2019 年学术论文评审一等奖。课

题《以促进幼儿主动学习为目标的园本‘活动课程’的实践

研究》获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回归幼儿表演区

活动本来的样子》获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二等奖，《巧

用戏剧活动帮助小班幼儿提高社会能力》获北京市首届“教

师专业能力”二等奖，《帝企鹅的日记》获市幼儿科普协会征

文二等奖，其他 2 篇论文、案例获西城区一等奖，5 篇获西

城区二等奖。2016 参加西城区教委社区教育科组织的《西城

区学前家庭教育读本》编写工作，2020任广西北海德育教材

《幼儿实践活动手册》执行副主编。《什么样的回顾形式更适

宜》和《家长工作赢在主动》分别发表在《学前教育》杂志

2016.12总第 576 期，2018.01总第 600期。 



魏芳主要业绩 
姓名:魏芳，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1977年 10

月，教龄：24 年，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学前

教育，现行政职务：副园长，班主任年限：13 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9年参加国庆 70周年活动;2017年获

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2017 年获北京市骨干教师称号；2016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7年被评为西城区学

前教育优秀学习共同体先进个人；2018 年被评为西城区科研

管理先进工作者、西城区教育系统创建学习型学校先进个人；

2019 年被评为西城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2019 年被评为西

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9 年获西城区年度考核“记功”

奖励。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5 年《自然化主

题活动的实践研究》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 2015 年学术年

会征文中被评为一等奖；2019年文章“前后勤一体化形成教

育合力”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2016年课题《自然化主

题活动的实践研究》被评为北京市教育学会学前教育研究会

优秀课题，研究报告获北京市第五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

研究成果一等奖；2017年论文《有效跟进支持教师的专业成

长》获北京市第八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2019年论文《尚洁文化育人体系的建构与探索》获北京市首

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20 年课题

《发挥幼儿、教师主体作用，完善自然化教育园本课程的研

究》被评为优秀课题。2015年课题《自然化主题活动的实践

研究》获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6

年教育故事《我到底改变了什么》获西城区 2016年第十九届

教育征文一等奖。 

 
 



蒋小燕主要业绩 
蒋小燕，女，汉族，1981 年 9 月出生，教龄 15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于学前学段学前教育学科，现行政职务副园

长，班主任年限 7 年。 

曾荣获第十三届宋庆龄幼儿教育奖（国家级）、北京市优

秀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

西城区教育系统创建学习型学校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教育教学成果《构建园本教师网络研修平台的有效策

略》、《母鸡萝丝去散步——以绘本阅读活动促幼儿多元表达》

获全国一等奖，《通过绘本阅读活动培养幼儿情绪识别能力》

获全国二等奖。《微信公众平台在幼儿园中的应用》获北京市

一等奖，《通过表演游戏促进中班幼儿自主阅读能力提高的

研究》、《情境体验游戏在幼儿故事教学中的应用初探》、《构

建新型家园关系，共促幼儿健康成长》、《“融合共通”家园家

园文化成就美好童年》均获北京市二等奖。《一篇“借鉴”来

的教案》、《关注新旧经验转换，提升教研活动质量》、《幼儿

园开展角色区游戏的新尝试》获西城区一等奖。《教研活动中

的思与变》等获西城区二等奖。独立主持的课题研究成果

《STEAM 教育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的实践研究》获西城区教

育教学成果三等奖。作为副主编编写了《家园共育手册》（小

班）、《家园共育手册》（中班）、《家园共育手册》（大班）三

册书籍。作为副主编编写了《爱的故事》一书。独立编写了

《多彩的自然》、《有趣的自然》两册幼儿普通话用书。 

 
 
 
 



翟颖主要业绩 
 

翟颖,女,汉族, 1976 年 8 月出生,教龄：25 年,职称为

高级教师，现任教学前教育，现行行政职务为保教主任，班

主任年限 25 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18 年 1月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2、2014年—2016 年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教学带头人。 

3、2017 年 9 月被评为 2016—2017 学年度西城区教育系统

“考核优秀”。 

4、2019 年 9月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 

5、2019 年 9 月被评为 2018—2019 学年度西城区教育系统

“师德考核优秀”。 

6、2019 年 9 月被评为 2018—2019 学年度西城区教育系统

“考核优秀”。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2017年 6 月案例《和钮钮相扣在一起的日子》获全国“两

寻找、三研究”活动中获一等奖。北京市“两寻找、三研究”

活动中获特等奖。 

2、2016 年 9月论文《促骨干教师专业引领能力的实践研究》

获北京市第五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北

京市 2016—2017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 

3、2017 年 1 月案例《秋游去》获北京市幼儿园优秀教育活

动案例评选一等奖。 

4、2020 年 6 月课题《利用益智区游戏材料促进幼儿思维发

展的实践研究》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三五立项课题结题，

并获优秀课题。 



李楠主要业绩 
李楠,女,汉族, 1985 年 8月出生,教龄：16年，职称为

高级教师，现任教学前教育，现行政职务为保教主任，班主

任年限 16年。 

曾获荣誉称号： 

1. 2018 年 1月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 

2. 2017年 11月任北京市教委对口支援和田专家送教团成员。 

3. 2014-2016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 

4. 2015-2017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5. 2019 年 10 月被聘为西城区区级兼职教研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 2016年 6月《语言活动中幼儿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2017

年 5 月《棋手的挑战》发表于全国幼教期刊《学前教育》。 

2. 2017 年 6月《奇鸡连连—棋手的挑战》《贝贝的“五颜六

色”》荣获全国首届“两寻找”“三研究”活动优秀成果一

等奖。 

3. 2019 年 12 月《方寸之中见智慧——折叠的奥秘》获第二

届全国“两寻找”“三研究”活动优秀成果一等奖。 

4. 2018年 5月《幼儿园成长期教师培养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获北京市 2017-2018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

一等奖。 

5. 2017 年 9 月《从一个玩具出发解读幼儿在游戏中的学习

与发展》获北京市第八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

等奖。 

6. 2019 年 11 月《基于游戏的自然角活动指导初探》获北京

市 2018-2019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 

7. 2020年 6月作为主持人承担的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十

三五”立项课题《解读大班幼儿自主游戏行为表现及支持

策略的研究》结题并被评为优秀课题。 

8. 2015年 10月获北京市幼儿教师教育活动展示评选一等奖。 

 



兰茜主要业绩 
 

兰茜，女，汉族，1988 年 6 月出生，教龄 14 年，一级教师，学

前教育学科，现任幼儿园副书记、副园长。 

曾获荣誉称号:2014 年被评为西城区骨干教师、西城区优秀教

师;2015 年被评为西城区优秀教师、西城区十大志愿者、西城好

人;2017 年被评为西城区学科带头人;2018 年被评为西城区第三届百

名英才、西城区青年岗位能手;2019 年被聘为西城区兼职教研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2015 年获北京市幼儿教师教

育活动展示评选二等奖;2015 年获北京市西城区西城杯幼儿教师半日

评优特等奖;2018 年被聘为北京市幼儿教师全员专项培训区级管理员，

并作为北京市优秀教师代表参加北京电视台《非常向上》节目，分享

工作经验;主持“自然化主题活动的实践研究”课题研究工作，该课题

成为“十二五”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及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立项课

题。研究成果获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研究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学前教

育研究会优秀课题奖、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结题报告获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 2015 年学术论文评选一等奖;主持

“提升青年教师自然化主题活动实施能力的研究”课题研究工作,该

课题立项“十三五”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重点课题，获得北京市学

前教育研究会优秀课题成果奖;论文《翻翻转猜猜看》获得全国首届

“两寻找三研究”童书研究一等奖；《半日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调

查研究》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担任论著《幼儿园

班长工作指南》编委工作。 

 

 

 

 



陈莉老师主要业绩 

陈莉老师，女，汉族，出生于 74 年 4 月，教龄 28 年，

高级教师，现任西城区三义里第一幼儿园中班教师，担任班

主任工作 27 年。 

长期担任教研组长、班长工作，2018 和 2019 年连续两

届获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4 年、2018年连续两届被

评为北京市市级骨干教师。2015年以来，连续担任教师资格

认定国考北京市幼儿园考生的面试工作主考官。2015 年参加

第三届“西城杯”幼儿教师半日评优活动并获特等奖，同年，

西城区行政和教研部门为陈莉老师成立了“陈莉工作室”，陈

莉老师任工作室主持人。2016 年 10 月，西城区教委面向全

区幼儿园组织召开了“陈莉教学思想研讨会”。2017 年，陈

莉工作室获西城区名师工作室突出贡献奖。 

陈莉老师善于实践，乐于钻研，在幼儿音乐教育方面形

成了教学特色。主持市级课题 1项、参与 4项全国、市区级

课题，所主持的课题《在自发艺术活动中提升幼儿音乐素养

的实践研究》获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优秀课题奖。所撰写

的论文 2 篇获市区级一等奖、13篇获二、三等奖。文章《顺

应需要 释放天性》《观察需要“在一起”》等发表在《学前教

育》《幼儿教育》上。参与《发现儿童的力量》《做优秀的保

教管理者》《音乐是我好朋友》《芳草教案集》等多部书籍、

课程教材的编写工作。多次承担市区级研究观摩活动任务，

在西城区新教师培训活动中任讲师，作为师带徒负责人指导

本园教师班鑫、张莹老师参加西城杯教学评优活动，分别获

得特等奖。 

 

 



陈琳主要业绩 
姓名：陈琳性别：女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74 年 8 月教龄：

27 年 

职称：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学期教育现行政职务：幼

儿园副园长班主任年限：27年 

曾获荣誉称号： 

国家级： 

2017 年 教育公益项目——精准扶贫:农村学前教育定点帮

扶计划导师 

2018年 全国“幼儿园优秀游戏活动案例征集”区级评审 

市级： 

2017年 北京教育学院教师培训研修项目指导教师 

2018年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实践指导教师 

2018年 北京市幼儿园特级教师工作室——邹平工作室成员 

2020年 门头沟一幼集团“燃梦”青年教师工作室导师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国家级： 

2015.11《幼儿园主题活动课程经典案例》（小、中、大）世

图音像出版社 

2016.04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展幼儿园园级主题活动实

践》 

2016.0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幼儿园教师工作指南》 

2017.05中国农业出版社《做优秀的保教管理者》 

2019.07学前教育《我是新时代的背景娃》 

市级： 

2015.08《创园本……》北京市教育学会“京研杯”研究成果

一等奖 

2016.10 担任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三五”重点课题、

北京市规划课题《主题活动中幼儿关键经验与教师支持策略

的实践研究》课题负责人，该课题于 2020.6 获北京市教育学

会优秀课题 



米娜，女，回族， 1978 年 7月出生，教龄 23年，高级

教师，任教学前教育，现任职副园长，任职班主任 22 年。 

曾荣获北京市骨干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西城区优秀

共产党员、西城区学前教育学科带头人、西城区优秀教师、

西城区青联委员、原宣武区先进教师、师德之星、希望之星

等荣誉称号。被聘为中国教师教育网特聘专家，西城区名师

工作室主持人、多次在区级评优活动、征文评选活动中担任

评委。在北京市筹备和服务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庆祝活动中做出积极贡献。 

个人论文《幼儿园一日生活渗透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

参评北京市教师“基本功与智慧”教育教学研究成果获一等

奖；《传承民族文化的幼儿主题探究活动课程》获北京市基础

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深化园本课程研究，促进儿童真实

发展》获北京市“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幼

儿园开展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获西城区第 23 届征文评比

一等奖等。文章《面向青年教师，开展根的教育》刊登在《学

前教育》杂志上。曾参与《教学有方：幼儿园教学活动设计

与实施》、《当幼儿遇上足球》、《做优秀的保教管理者》、《幼

儿园业务管理工作实操手册》、《多民族文化在民族幼儿园中

的和谐发展》等书籍编写。个人参加原宣武区幼儿教师教育

教学评优活动获一等奖。有一项个人立项特别关注课题正在

研究中，参与多项市区级课题研究均为核心组成员，带领教

师们开展研究。多次承担市、区、园三级教师培训工作；多

次承担市、区级园本教研开放展示活动；培养指导青年教师

参加国家、市、区级评优活动、论文评选均获一、二等奖；

多次组织承担幼儿园开放、接待、展示活动。 



 
韩鸫，女，汉族 1976 年 11月出生，23 年教龄，高级教

师，学前教育学科，保教主任职务，班主任年限 18 年。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骨干教师；2015年北京市西城区

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2019年度考核记功人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研究案例在第二届

“两寻找 三研究”评选中获全国一等奖；教学实录在“2018

年信息技术应用成果征集活动”中获“整合课教育活动实录

组”一等奖；论文在第十六届“当代杯”全国幼儿教师职业

技能大赛获一等奖；论文获北京市第八届“京研杯”教育教

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论文获北京市 2017－2018 学年度基础

教育科学研究一等奖；论文获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教

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论文获北京市 2018－2019 学年度

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一等奖；论文获北京市教育学会创造教育

研究会 2019 学术论文评审一等奖；在西城区教育学会 2018

－2019 年度“坚持立德树人与深化教育创新”优秀微课题评

审中获得“一等奖”；主持课题被评为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

“十三五”滚动课题“优秀课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书籍

《童心画语》第 1 册、第 2册；作为副主编编写《开展幼儿

园园级主题活动的实践》书籍；作为编委编写人民教育出版

社《幼儿园课程资源丛书－幼儿园美术教育资源（绘画）》书

籍；文章《小班幼儿绘画特点的调查分析》发表在《学前教

育》杂志 2016年 2 月期刊；文章《微课－让分离不再焦虑》

发表在《学前教育》杂志 2019年 7、8月刊中；文章《幼儿

园开展幼小衔接双向互动的探索与实践》发表在《学前教育》

杂志 4月刊中。 



于静主要业绩 
于静，女，汉族，1971年 12月出生，教龄 29年，高级

教师，学前教育学科，担任保教主任，班主任 25年。 

曾获荣誉称号：连续三届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

区模范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连续三届担

任西城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并获优秀师傅称号;特聘为 

“精准扶贫：农村学前教育定点帮扶计划”导师、首都师范

大学学前教育学院教育实践导师,在国务院扶贫办和教育部

共同启动的“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中，特聘为“学前学会

普通话”行动帮扶专家。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本人主持“十三五”

立项课题《开展多元化游戏分享环节的实践研究》；作为课题

核心成员参加了《幼儿园开展园级主题活动的策略研究》课

题成果荣获北京市西城区“十二五”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论文《促进教师开展班级体育活动的安全意识和组织能

力的实践研究》获北京市 2016-2017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

究优秀论文一等奖。论文《同想同做同成长-幼儿园班级家长

会新思路》获北京市第六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一等奖。论文《幼儿园班级家长会中的新思路、新尝试、新

收获》获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

等奖。论文《实现幼有所育，办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获北京

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参加北

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发展研究院编写学前学会普通话幼儿

用书《幼儿语言教育-第一级-相亲相爱是一家》，语文出版社

出版。文章《追梦路上爱相随》在宣武教育杂志发表。文章

《班长如何接新班》在《幼儿园班长工作研修手册》一书中

发表。文章《如何指导教师开好家长会》和中班室内体育游

戏案例《推滚乐》在《做优秀的保教管理者——幼儿园保教

管理实用手册》一书中发表。撰写案例点评《用心陪伴是最

好的教育》在《幼儿园里的“三研究”玩具篇》一书中发表。 

 



齐彤主要业绩 

    齐彤，女，汉族，1983 年 3 月出生，教龄 16 年，高级

教师职称，学前教育学科，担任保教主任，班主任 13 年。 

曾获荣誉称号： 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十

佳女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所在班组被评为

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集体、特聘为“精准扶贫：农村学前教

育定点帮扶计划”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教育实

践导师、西城区区级兼职教研员。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本人主持中国教育

学会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三五”滚动研究课题“建筑区游戏

中幼儿自主游戏的观察及教师支持策略的研究”完成结题、

同时该课题获得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三五”立项课

题结题，并被评为优秀课题、案例《中班体育活动：轮胎游

戏乐趣多》获“中国梦x全国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选大赛”一

等奖、论文《建筑区游戏中幼儿自主游戏的价值所在》获第

十六届“当代杯”全国幼儿教师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案例

《记忆大比拼—拔毛运动会》获第二届“两寻找、三研究”

活动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互动体验式教研开启教研新方

式》获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

奖、论文《STEM教育理念在幼儿园主题教学中的运用》获北

京市 2018-2019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

主讲《戏剧表演--国王的礼物》获北京市首届科研课题研究

录像课（教学基本功）一等奖、“微课”《有趣的对称》荣

获西城区第十八届中小学师生电脑作品大赛（教师组）二等

奖。文章《开展幼儿园大班科学区域游戏的新思路》获西城

区学前教育征文一等奖、文章《楼房搭建记》表发在《幼教

100》期刊。 



刘婷主要业绩 
 

刘婷，女，汉族，1969 年 2 月出生，教龄 33 年，高级

职称，学前教育，现行保教主任，班主任年限 27年。 

2015.09 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7

年度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信息宣传先进个

人”2019.07被评为西城我“我心中的好老师”。 

课题：《结合“学习故事”理念对幼儿园课程资源创造性开发

与利用的研究》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三五”研究课题，

课题编号 07107，评为优秀课题。论文：《尊重需要，焕发学

习内驱力，在教与学中促进儿童整体发展》《以“学习故事”

理念为基石建构以“学”定“教”的园本课程的实践与研究》

《借助“学习故事”理念建构以“学”定“教育”的园本课

程的实践与研究》《不忘初心，立德树人，做志存高远的幼儿

教师》《创设支持幼儿主动学习环境的园本教研》，分别获中

国学前教育学会、北京市教育学会、市区“京研杯”等论文

评选一等奖。论著：《发现儿童的力量》副主编，《成长在路

上之教学有方：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编者；《幼

儿园区域游戏活动的组织与指导-游戏即学习》编审及第三

章作者；《做优秀的保教管理者-幼儿园保教管理实用手册》

编者，《幼儿园家长工作指南》编者，《幼儿园教师工作指南》

编者。《基于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园本教研活动指导手册》（北

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第三章-基于主动学习的环境创设

园本研究》编者。《今天你玩得好吗》《今天你过得好吗》《火

箭男孩》《发现儿童的力量，展现园本教研的魅力》《为什么

写和怎么写“学习故事”》分别刊登于《学前教育》《早期教

育》《宣武教育》。 

  

 

 



肖蕾主要业绩 
肖蕾，女，汉族，1989 年 7 月出生，教龄 13 年，一级

教师，现任教学前教育学段，现行政职务保教主任，班主任

年限 9年。 

曾获荣誉称号 

2015年-2017年连续三年被评为西城区“优秀教师” 

2015年被评为西城区第三届名师工作室“优秀徒弟” 

2017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科研高级研修班“优秀学员” 

2019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2019年被评为西城区创新型学校建设“先进个人”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2016 年论文《浅谈多种教育手段整合在幼儿教育中的实践》

获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 2016 年论文评审“二等奖” 

2019 年文章《阅读 VS 游戏，不一样的霸王龙》获中国教育

装备协会第二届“两寻找“”三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7年文章《揭秘的故事》获北京市“两寻找、三研究”活

动中获得“一等奖” 

2015 年论文《开展创造教育促进幼儿园民俗体育游戏发展》

北京市教育学会创造教育研究会 2015年学术论文“二等奖” 

2019年论文《在民俗主题系列活动中，促进幼儿主动学习的

教育研究》获北京市教育学会基础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        

2019年论文《创造性开展早期阅读活动，促进幼儿主动学习》

北京市教育学会创造教育研究会 2019年学术论文“一等奖” 

2015年获西城区“西城杯”半日评优活动“一等奖” 

2016-2019 年参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幼儿创造思维课程》、《国

学经典课程》小班、中班、大班教师指导用书编写，编委。 

2019年参与北师大出版社“美丽中国”主题课程编写。 



 
李海霞，女，汉族，1982 年 9 月生人，教龄 12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学科为学前教育，西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 

曾获荣誉称号：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

教育工作者、西城区科研管理先进工作者。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主要奖项： 

（1）2018年 12月，实践研究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 

（2）2018 年 4月，实践研究成果获 2017 年北京市基础

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3）2018 年 10 月，论文“以课程为载体建构新型家园

共育系统”获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论文征集二等奖； 

（4）2019 年 6 月，论文“以主题性科学探究活动支持

幼儿多元发展的实践探索”获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5）2015 年 11月，研究成果“幼儿自主发展课程——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实践研究”获西城区教育教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 

论著： 

（1）2017 年 6 月，文章“主题游戏支持幼儿深度学习

的探索”发表于《学前教育》； 

（2）2017 年 4 月，论著《成就教师》由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本人为编委）。 

 



丁文月主要业绩 
 

丁文月，女，蒙古族，1977 年 12 月出生，教龄 16 年，

高级教师，现任教学前教育学科，班主任年限 5年。 

曾获荣誉称号：2016.10.28，第三届北京市“辛勤育苗”

学前教育工作先进个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2016.05.20，担任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

资格认证机构组织的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考试考官工作；

2018.09, 被聘为“北京市学前教育兼职教研员”；

2020.09.01，被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督导室

聘为“北京市幼儿园办园质量督导评估专家”；两次学年度

工作中考核优秀，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西城区第五、六两

届学前名师工作室主持人；2018-2019 学年度被评为院级先

进工作者；20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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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作为课题核心

成员及结题报告主要撰写人，课题《基于在职幼儿教师需求

的培训内容和方式探索》获 2017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本人作为第一主持人的课题《幼

儿学习品质培养的教师支持策略研究》获 2020 年北京市西

城区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2015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

参与的 7 部著作的编写工作，其中 1 部书籍为副主编，3 部

书籍为编委及作者，1部书籍为编委。2部书籍为作者。有 7

篇文章发表于《学前教育》杂志；2015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在国家级论文评选活动中，7篇论文获奖，其中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4篇，三等奖 2 篇。在市级论文评选活动中，有

9 篇论文获奖，其中一等奖 3篇，二等奖 4 篇，三等奖 2篇。 

 



陈甜天主要业绩 

 
陈甜天，女，汉族，1982 年 2月出生，北师大中文系本

科，首师大心理学院教育硕士，高级教师，特教教龄 16年，

其中担任聋校教学 12年，普校融合教育驻点支持教师 4年，

一直坚守在教育教学一线。曾任聋校高中语文教师、教研组

长、班主任。现为普校驻点支持教师，担任特需生语文和心

理辅导、教师和家长咨询工作。班主任年限 10年。 

曾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先后被聘

为区首席班主任、区学科带头人、区首批全职驻点支持教师，

及市特殊教育盲聋教研组、区“学习特殊需要”和“自闭症

儿童干预”教研组教研员。作为支持教师代表，被市特教中

心子课题选为核心成员。所带的 2016届高三（1）班被评为

区先进班集体，多次获校“我心中的好老师”称号。 

   任教的 2016 届两个班高考本科率 100%。几年来，共干

预特需生 19 名，上课 2100多节；教师咨询四十多人，共 560

余次；家长咨询二十多人，共 440 余次。特需生进步显著，

工作获得高度认可。在完成 1000个小时干预，通过了全球考

试后，2019年取得了认证副行为分析师证书。近五年，共 17

篇教育教学文章获奖或发表，其中 7 篇获得市区级一等奖，

在市及以上级别正式刊物发表 5篇。承担区及以上级别研究

课、公开课 11 节，区级以上讲座 9 次。指导青年教师十余

人。曾 2次主持市级课题，一项获区“十二五”教育教学成

果一等奖，另一项课题在区教师论坛做了主题发言。曾 7 次

参与市级以上课题，以第一核心成员参与的市规划办课题被

评为“优”；以第一核心成员参与的教育部重点课题，现已完

成 4 万字的语料标注，贡献突出。 



吕强主要业绩 

 
吕强，女，汉族，1981 年 8 月出生，教龄至今 17 年，

中学高级教师，现任北京启喑实验学校高中二年级英语教师，

班主任年限 14年。 

曾被聘为国家通用手语标准研究课题组成员，北京联合

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实习指导教师。2018-2020

年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2018-2021 年被聘为北京市盲聋

教育教研组教研员。曾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我

心中的好老师”。2014-2016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学系统学科教

学带头人。2016年至今被聘为西城区巡回指导教师，2016 年

被聘为西城区“学习问题”教研组兼职教研员（聘期半年）。 

主编的教材《职业高中（英语）上下册》曾获全国特殊

教育校本课程教材类二等奖。论文《我校聋生英语单词复习

情况的调查报告》、《聋校英语语音教学中汉语拼音标注法的

应用》、《“道”听“图”说——思维导图在聋校高三英语语法

复习中的应用》获市级一等奖。微课《Module 8 Grammar: 

频度副词》获市级一等奖。课件《语法：定语从句》获市级

二等奖。2012年所带班级获得西城区先进班级体称号。负责

的区级课题《影响聋生英语单词记忆的因素与干预研究》获

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获得“优秀”课题组称号。研究报告《影

响聋生英语单词记忆的因素与干预研究》收录于《新课程改

革的实践与探索——西城区“十二五优秀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之二》，论文《汉语言障碍对聋生英语学习影响的研究》收录

于《聋生汉语言学习问题及各学科汉语言能力培养》。个人撰

写的论文、案例、课件、教学设计分别在各级各类评选中还

均有获奖。 



程文捷主要业绩 
程文捷，女，汉族，1967 年 10月，教龄 30年，高级教

师，现任初中教学段综合学科（特殊教育），现行政职务副校

长，班主任年限 12 年。 

2018.09 获 2018年度“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2001.10  

北京市特殊教育工作先进个人,2010.09 北京市西城区优秀

园丁，2006.11 西城区“十五”科研先进工作者，被评为

2018——2021 年度市级骨干教师。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培智学校综合课程开发与实践》

的核心成员。2016 年 6 月担任了《培智学校义务教育生活数

学课程标准(2016 年版)》的评审专家，参加了《培智学校义

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生活数学》和教参的编写，是分册主编和

核心作者。2017 年 7 月，经教育部推荐，受聘担任 “国培

计划（2017）”——教育部中小学骨干教师远程培训专题课程

主持专家。2020年 6 月在北京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春季学期延期开学期间指导了《戴口罩》等多个微视频，发

布在北京市特殊教育资源网上。是“十三五”市级课题，《利

用培智学校资源，探索学前融合教育新模式的研究》的核心

成员。完成市残联立项的课题《特教学校双学籍学生融合实

践研究》研究。独立撰写的《融合教育对促进普特幼儿交往

能力的探索》获西城区教育学会论文的三等奖。还担任西城

区第三届“全纳杯”课堂教学评优活动的评委。从 2017 年

起，分别在北京、福州、哈密等 10多个城市的培智学校义务

教育生活数学课标培训活动中，作专题讲座。 

 
 
 



王玉玲主要业绩 
 

王玉玲，女，汉族，1978 年 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教

龄 16 年，高级教师。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学院特殊教育学科教

师，小学、初中、高中学段。曾任 7 年特教班主任。近五年

任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新课标与教材评审专家，西城区职称考

核特殊教育组组长、骨干教师履职考核特殊教育组组长。 

近五年曾获全国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北京市中小学紫禁

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北京市骨干教师、北京市盲聋教研

组教研员、西城区百名英才突出贡献人才、西城区教育系统

优秀教师、社区教育十百千工程先进个人等荣誉。 

近五年研究成果: 

1.课题 15项。其中主持国家级 2项、市级 3项。主持的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鉴定结果为优秀，作为优秀项目报上展

示；主持的教育部重点课题是唯一针对义务教育阶段聋生的

语料库课题研究。 

2.发表文章 27 篇（全国核心 2 篇）。论文获国家、市、

区级奖 16篇，其中北京市一等奖 14 篇。（3）专著 2 部。其

一作为西城区唯一代表入选北京市哲社成果参评第二轮；其

二为国内目前唯一涵盖各类特殊学生“学习”问题的教师指

导用书。 

 
 
 
 
 
 



郭斌主要业绩 
郭斌，女，汉族，1980 年 9 月出生，教龄 17 年，职称

为高级教师，现任教学段学科为中学群众活动，现行政职务
为活动部主任，班主任年限 17年。 
一、曾获荣誉称号 

1.国家级 
2017 年 12 月   全国少年儿童“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

人”主题教育活动三十周年“双有”活动作出积极贡献 
2.市级 
2019 年 10 月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

政府授予北京市筹备和服务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庆祝活动中做出积极贡献 

3.区级 
2018 年 03 月   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 
2018 年 09 月   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 
2019 年 04 月   被西城区建设文明委员会、西城区文明

市民学校总校评为西城区文明市民学校“优秀教师、优秀管
理工作者” 
 二、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国家级 
2018 年 4 月杂志《少先队活动》论著《“少儿雅集”的春

夏秋冬》   
2016 年 3 月论著《校外青少年群众活动——传统节日》武

汉大学出版社 
2.市级 
2016年任北京教育学会重点课题核心成员，课题《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外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策略研究》 
北京市课外、校外教育“十三五”科研规划课题《校外

教育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途径的研究》
  2017 年 10 月获北京市教育学会校外教育研究会，优秀
开题报告一等奖 

2016 年 10 月论文《活动育人——谈如何发挥校外群众
活动育人功能》获北京市中小学第九届《京美杯》征文一等
奖 

2019 年 6 月论文《“意动茶空间”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获北京市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王汝梅主要业绩 

 
王汝梅，女，白族，1975 年 3 月出生，教龄 24 年，高

级教师，现任宣武少年宫少儿财商项目教师、教科研室主任，

班主任年限 20年。 

王汝梅老师曾评为全国中青年社区教育教学新秀、首都

市民学习之星、首届北京市校外教科研先进个人；连续三届

评为市级骨干教师、连续五次年度考核区级优秀、连续两次

评为西城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连续两次评为西城区优

秀科研室主任、连续两年评为西城区文明市民学校优秀教师。 

王汝梅老师主持的研究成果曾获国家教育教学成果二

等奖、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撰写的论文，2 篇发表

在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中国校外教育》，18篇获奖，其中 1篇

获第五届全国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兴趣小组活动研讨活动征

文二等奖，6篇分获第七届“京研杯”征文评选、第八届“京

研杯”征文评选、北京首届“教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研究

成果评选、北京市校外教育 2018年“三个一”征文活动、第

七届北京校外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征文评选活动、北京创造

教育研究会 2019年学术年会征文活动一等奖；主编《家庭理

财》《家庭财产规划》等 5 本教材正式出版，主编学材、教学

大纲获市区奖项 15 项； 2 次在全国进行专题讲座，5 次在

市区进行主题发言，7 次承担市级公开课，发挥了引领示范

作用。 

 
 
 
 



姜宝宏主要业绩
 

姜宝宏，男，汉族，1967 年 9 月出生，教龄 32 年，高

级教师，现任教初中美术，班主任年限 23年。 

2019．4 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六届中

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作品中学甲组指导二等奖。

2017．12 北京市教委主办的北京阳光少年艺术节指导金奖。

2019．3 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北京赛区艺术作

品指导一等奖。2019．12 北京市教委主办的北京阳光少年艺

术节指导金奖。2015．9 获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称号。

2018．3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学科带头人。 

2017.3 和 2019.10 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论

著《名家画工笔金鱼》、《国画入门技法教程》两书。2018.10

与王海伶、李秀娥合著《儿童写意花鸟画——墨趣》一书由

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并获北京市第六届校外教育活动资料

评选一等奖。2015.11 与杨秀苓共同主编的《行走在研究的

路上》一书由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2016.4 北京市十二五教

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结合地域文化元素开发校外教育活动

的实践研究》完成结题，该课题同时获得北京市校外市级课

题评选一等奖。2015.11 和 2018.12 活动案例《心识手绘话

脸谱》获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宫主题案例评选三等奖，北京市

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二等奖。2018.10 论文《水墨

园林综合活动系列研究——天坛写生与体验》获北京市校外

“三个一”征文活动一等奖。论文《校外国画山水教材编写

原则初探》《水墨园林教学在校外美术教育中的可行性研究》

分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十二届京美杯一等奖。《陶然国画苑》

项目在 2018 年被评为首批北京市校外优质特色项目。 



王芳娜主要业绩 

 
王芳娜，女， 1977 年 5 月 28 日出生，教龄 19年，高

级教师，现任北京市宣武少年宫声乐、合唱教师，班主任年

限 19 年。 

    2016年，被评为全国少年宫协骨干教师。2017 年，被北

京市教委评为北京市校外兼职教研员。2018 年，被评为北京

市西城区“学科带头人”。2015、2017、2019年，分别被北京

市教委评为北京市阳光艺术节“最佳指挥奖”、“优秀指导教

师”。2017 年，被北京市学生活动管理中心评为“优秀辅导

奖”。2016、2017、2018、2020年，分别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

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17 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我

心中的好老师”。 

2016年，撰写论文获得全国少年儿童“双有”主题教育

理论研讨论文评选“二等奖”。2017 年、2018年，撰写论文

发表于《人民论坛》、《中国校外教育》等全国核心期刊。2020

年，负责课题在北京市课外、校外教育“十三五”科研规划

课题结题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2016—2020 年，撰写

论文、案例多次荣获市级评选“一等奖”。2020 年，教学成

果荣获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成果评比“二等奖”。2018 年，

在校外教师基本功评展活动中，荣获市级“一等奖”，区级“一

等奖”。2018 年，录制教学微课，荣获教师信息化交流活动

评选全国三等级，市级二等奖，区级“一等奖。”2018、2019

年，编写教材《古诗词合唱作品分析及排练建议》、《少年宫

阳光合唱团梯队训练系列教程》。2019 年，微课题研究在西

城区教育学会优秀微课题评选中荣获一等奖。2020 年，在西

城区教育学会第 23 届优秀微课题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许静，女，汉族，出生于 1970年 5 月，教龄 30年，高
级教师，现任小学美术教师，教研副主任，班主任年限 15年。 
曾获荣誉称号： 
1.2017 年 5月 聘请为北京市校外教育兼职教研员 
2.2017 年北京市学科骨干教师 
3.2016、2017 年分别参加中国侨办“中华文化大乐园”日本

营、意大利营才艺教学活动获才艺教师称号  
4.西城区中学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
员会评审委员 
5.2016 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6.2019 年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我心中的好老师” 
7.2017 年西城区教育系统社区教育“十百千”工程先进个人 
（西城区教育委员会颁发） 
8.2015 年、2018年分别被评为西城区文明市民优秀学员（西 
城区文明市民学校总校颁发）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 
1.北京市课外、校外教育十三五科研规划课题优秀开题报告 
2.北京市校外教育“三个一”优质项目评选《笔情墨趣》被
评为市级优质项目（精品项目） 
3.2017 年 3月课程论著《笔情墨趣》获北京市第五届校外教 
育活动资料评选一等奖、北京市社区教育特色课程教学大纲 
和教材一等奖   
4.2018 年 10月《悟之墨语》获北京市第六届校外教育活动 
资料评选一等奖  
5. 2017 年 10月论文《地域资源琉璃厂》编入《核心素养视
角下的儿童美术教育》  
6.2015 年 11月第九届全国少儿美术教育研讨会论文 《携手 
传统文化体验水墨情趣》获二等奖                     
7.2016 年 10 月第十届全国少儿美术教育研讨会论文《利用
博物馆资源打造校外好课堂》获一等奖                           
8.2015 年 12月《精美的创意贺卡》辅导方案获北京市“童 
行奖”贺卡设计案例一等奖         
9.2016 年 10月论文《携手传统文化 体验水墨情趣》获北京 
教育教学年会学术年会一等奖    
10.2017 年 9 月论文《视觉阅读打造国画好课堂》获北京市
第八届“京研杯”研究成果获二等奖 
11.2019 年 6 月论文《打造优质国画课堂》获北京市首届教
师专业能力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张俊菊，女，汉族，出生于 1965 年 4 月，教龄 31 年，

高级教师，现任教校外教育，兼环保生物教研组组长，连续

19 年担任“博物空间”辅导教师。 

曾获荣誉称号：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名师、全国十佳

优秀科技辅导员、中国科协高级科技辅导员及优秀会员个人、

“环球自然日”全国十佳优秀自然科学辅导教师及全国模范

教师、中国少年科学院优秀科技教师。连续五届北京市骨干

教师、北京市校外教育先进个人、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北

京市十佳科技辅导员等。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西城区

科技园丁奖等。 

   曾获教育教学主要奖项和重要论著：以“科技创新教育”

为主题，在亚洲教育论坛、“环球自然日”贝林论坛及亚洲

K*BOT 创新教育论坛发表 4 次演讲；撰写的论文及方案获 7

项全国奖、10余项市级奖；策划“博物空间之科创星活动”，

被评为北京市校外教育“三个一”精品类优质项目；主持北

京市校外“十三五”科研课题“基于城宫计划的学区青少年

科技创新团队培养策略研究”；主编《玩定向学科学》教材，

出版并获北京市校外教育活动资料评选一等奖；主编《窗边

四季花》校本教材，获区特色课程教材评选优秀奖；主编《博

物空间活动》教师指导手册；参编《蓝天小使者在行动》、《教

与学的艺术》、《科学思维与科学研究》等书；指导学生撰写

百余篇科技论文，获 INTEL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等国际奖 20

余项、全国奖 30余项、市级奖 200 余项，向高校输送数十名

优秀科技特长生。 
 



鞠海虹主要业绩 

 
鞠海虹，女，汉族，1968 年 4 月，教龄 31 年，中学高

级教师，现任教高中旅游地理学科，兼任培训中心副主任，

班主任年限 10年。 

被聘为 2017 年、2019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旅游服务类

专业“创新杯”教师信息化教学说课大赛评审专家；2016-

2017年国家旅游局“万名旅游英才计划”项目负责人；2018-

2019年北京市旅游外语创新团队带头人；2018-2020 年北京

市骨干教师。 

参与的研究成果《北京地区旅游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实践

探索》于 2016 年 6 月获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教指委第一届

外语教学成果特等奖；参与的教学设计《传统民居——探秘

北京四合院》于 2016 年 11 月获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大赛教

学设计比赛二等奖及市赛二等奖；本人主持的《“四位一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获 2017 年北京市职业

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及区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自 2015

年 6 月至今所撰写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效能感影响因

素的研究》等 15篇论文，获市级论文评选一等奖 4 篇、二等

奖 2 篇、三等奖 4 篇，区级一等奖 2 篇、二等奖 4 篇、三等

奖 2 篇；编写的课程纲要获区级一等奖。主编的教材《中国

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概况》（中职版）、《航线地理》与参编教

材《中国旅游地理实务》（英文版）已由高教出版社出版；担

任主编与高教出版社签订《中国民族民俗》、《中国旅游客源

地》（第二版）、《航线地理》（第二版）出版合同 3份。参编

《高等职业院校体育与体育大类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规程研

究（英语类专业）》一书，由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出版。 



邱悦主要业绩 

 
邱悦，女，汉，1978 年 8 月，教龄 18 年，高级教师，

现任教职高、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现任影视教研组组长，

班主任年限 11年。 

曾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学科带头人，荣获西

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3 次，在西城区职业教育进社区示范

项目中被评为优秀教师。 

曾赴赤峰建筑工程学校做交流发言，承担区级示范课和

说课展示 3次，区级交流讲座和培训 5 次；说课、课程纲要、

教学作品获国家级奖项 2项、市级奖项 5项、区级奖项 9项；

主持国家级专项课题的二级子课题《中职校数字媒体技术应

用专业基于“工作室教学模式”个性化学习的教学实践研究》，

参研国家级立项课题《形象设计专业“内美外靓”面向社区

课程及资源开发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市级科技专项

《“机器人技术应用”课程开发科学探索实验》、市级立项课

题《首都核心区中职“一点五线”办学模式的实践研究》；论

文、教学成果获国家级奖项 10项、市级奖项 12项、区级奖

项 10 项，两篇论文入选了国家级期刊《学校教育研究》杂志

和《西城区中等职业教育科研活动成果论文汇编》，参与编写

的市课改教材《多媒体网络技术》，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跨校指导区级公开课 5人次，指导本校骨干教师完成市区级

示范课、评优课和公开课 9人次；辅导学生在技能竞赛中获

国家级奖项 5项、市级奖项 50项、区级奖项 9项，本人获得

市级 10项、区级 4 项“优秀辅导教师”称号；承担区计算机

学科兼职教研员工作，担任专家评委市级 2次、区级 11次，

2 次获区学生技能竞赛“优秀组织策划奖”。 



路远主要业绩 

 
路远，女，汉，1975 年 2 月，教龄 23 年，高级教师，

现任教职高、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现任专业主任，班主

任年限 3 年。 

西城区学科带头人，先后被评为中职校专业骨干教师国

家级培训“优秀学员”、北京市职业院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北京市中职校技术技能比赛“优秀工作者”、西城区教育系统

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党员和西城区社区教育先

进个人。 

对口帮扶河北省张北县职教中心支教，跨省市做公开课

和培训讲座，承担区级示范课 4次、区级讲座 3次。主持国

家级专项课题二级子课题《基于 STEAM教育理念的个性化学

习教学实践研究》和北京市科技专项《“机器人技术应用”课

程开发科学探索实验室》，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市级立项课题

《首都核心区中职“一点五线”办学模式的实践研究》、区级

课题《混合式教学在职高网页制作软件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主编教材《Linux 基础教程》、《多媒体网络技术》和参编教

材《电子工程制图》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说课、教学

作品等获国家级奖项 1项、市级奖项 1项，论文、教学成果

获国家级奖项 2项、市级奖项 2项、区级奖项 3项。跨校指

导区级公开课 4 人次、教学竞赛 20 余人次，指导本校骨干

教师市区级示范课、评优课和公开课 11人次。辅导学生获市

级比赛一等奖 2次、二等奖 1次，被评为市级“优秀指导教

师”2 次。担任北京市职教学会电子与信息技术专委会常务

理事，担任全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决赛裁判、区

级中小学电脑作品大赛机器人赛项裁判和专家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