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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7年教师作课名单 

 

序号 学段 姓名 单位 课题 证书编号 

1 学前教育 赵军燕 大名县第三幼儿园 有趣的影子 171515001 

2 学前教育 董庆霞 政府机关实验幼儿园（泓韵园） 卷炮仗 171515002 

3 学前教育 李  欣 鸡泽县幼儿园 小老鼠和泡泡糖 171515003 

4 小学 赵  静 经开区世纪路小学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71515004 

5 小学 叶  华 邯山区滏河学校 认识周长    171515005 

6 小学 王  雪 丛台区曙光小学 小数的意义 171515006 

7 小学 牛晓坤 邯山区明珠实验小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171515007 

8 小学 李肖白 丛台区丛阳小学 《圆的认识》 171515008 

9 小学 王  琳 复兴区百花小学 《探索乐园》 171515009 

10 小学 李  蕾 邯山区渚河路小学 田园四季歌 171515010 

11 小学 李海红 复兴区百花小学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171515011 

12 小学 宋  萌 邯山区教研室 雪地里的小画家 171515012 

13 小学 白  静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木兰从军 171515013 

14 小学 郑鑫瑜 复兴区百花小学 我是什么 171515014 

15 小学 桑源晨 邯山区兴华小学 Red Yellow Blue Green 171515015 

16 小学 李嫣然   邯山区美的小学 Left and Right 171515016 

17 小学 张  励 丛台区和平小学 Again，Please 171515017 

18 小学 穆雪梅   丛台区逸夫小学 Having Fun Together 171515018 

19 小学 袁慧敏   复兴区复兴小学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171515019 

20 小学 马雯彦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讲课  Doctor Duck 171515020 

21 小学 刘晓毅   邯山区实验小学 Left and Right 171515021 

22 小学 冯玲玲 丛台区广安小学 上课了 171515022 

23 小学 任  炜 丛台区实验小学 玩得真开心 171515023 

24 小学 王雪婷 邯山区渚河路小学 美丽的冬天 171515024 

25 小学 何利华 复兴区复兴路小学 快乐过新年 171515025 

26 小学 李  静 丛台区曙光小学 文字的形成与演变 171515026 

27 小学 程菲菲 复兴区光华小学 风的形成 171515027 

28 小学 李  鹏 邯山区育德小学 电铃响叮当 171515028 

29 小学 范  燕 邯山区光明南小学 动与静 171515029 

30 小学 李  敏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快乐过新年 171515030 

31 小学 王丽珍 邯山区火磨小学 美丽的冬天 171515031 

32 初中 周  莹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散步 171515032 

33 初中 赵  瑞 邯郸市第十一中学 课题学习 最短路径问题 171515033 

34 初中 王  玉 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课题学习 最短路径问题 171515034 

35 初中 张宁馨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What’s Your Advice? 171515035 

36 初中 吕雪锋 临漳县第三中学 What’s Your Advice? 17151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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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初中 申换萍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 171515037 

38 初中 张  浩 成安一中 美国南北战争 171515038 

39 初中 崔建如 邯郸市育华中学 地图的阅读 171515039 

40 初中 史  培 邯郸市凌云中学 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 171515040 

41 初中 焦  敏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青春有格 171515041 

42 初中 张丽雪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敬畏生命 171515042 

43 初中 郝丽辉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 171515043 

44 初中 田晓静 肥乡区第三中学 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 171515044 

45 初中 郝卫亮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

科学 
171515045 

46 初中 郭进谦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植物体的结构层次 171515046 

47 初中 郑  真 邯郸市汉光中学 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 171515047 

48 初中 唐娟娟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等腰三角形 171515048 

49 初中 李  超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The Study of Living Things 171515049 

50 初中 李立业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三国鼎立 171515050 

51 初中 刘  程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南校） 金属的化学性质 171515051 

52 初中 张劲松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病毒 171515052 

53 初中 张国森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Staying Safe in an 

Earthquake 
171515053 

54 初中 韩永丽 邯郸市汉光中学 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 171515054 

55 高中 王  粲 邯郸市第三中学 念奴娇 . 赤壁怀古 171515055 

56 高中 李金国 邯郸市第三中学 函数的单调性与导数 171515056 

57 高中 张  芳 邯郸市第三中学 Customs and culture 171515057 

58 高中 宋晓平 邯郸市第三中学 动力学综合应用 171515058 

59 高中 李志仙 邯郸市第三中学 晶胞中的计算 171515059 

60 高中 殷帅涛 邯郸市第三中学 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 171515060 

61 高中 关  敏 邯郸市第三中学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171515061 

62 高中 秦  旭 邯郸市二中 走近苏轼 171515062 

63 高中 杨会刚 魏县一中 平均变化率 171515063 

64 高中 郅武强 武安一中 平均变化率 171515064 

65 高中 吴志梅 邯郸三中 平均变化率 171515065 

66 高中 商云云 邯郸一中 报刊阅读课 171515066 

67 高中 边  薇 邯郸四中 报刊阅读课 171515067 

68 高中 郝明娟 武安一中 报刊阅读课 171515068 

69 高中 刘  鹏 邯郸一中 镁的制取及应用 171515069 

70 高中 王春雷 涉县一中 镁的制取及应用 171515070 

71 高中 冀向飞 武安一中 镁的制取及应用 171515071 

72 高中 孙署虹 武安市第一中学 新时代的劳动者 171515072 

73 高中 宋向春 邯郸市第三中学 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 17151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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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高中 连亚良 武安一中 常见的天气系统 171515074 

75 高中 周再龙 涉县一中 青藏地区 171515075 

76 高中 王  云 邯郸市一中 城市新区的可持续发展 171515076 

77 高中 周建新 邯郸市二中 我和古诗有个约会 171515077 

78 高中 秦  旭 邯郸市二中 走近苏轼 171515078 

79 美术 周  正 涉县五中 平行透视 171515079 

80 美术 秦智香 邯郸市十中 静物构图 171515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