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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7年各项活动中作报告教师名单 

 

序号 学段 姓名 单位 报告名称 证书编号 

1 学前教育 秦艳红 广平县第一幼儿园 幼师的爱 171516001 

2 学前教育 孙文兰 峰峰矿区教师进修学校 走进游戏 走进幼儿 171516002 

3 学前教育 王云心 丛台区教体局教研室 家园共育 助力幼儿快乐成长 171516003 

4 学前教育 张园园 邯郸市第一幼儿园 浅议幼儿园活动设计 171516004 

5 学前教育 赵俊芳 邯郸市第三幼儿园 混龄民间游戏的开展 171516005 

6 小学 李宪芳 邯山区渚河路小学 推动课外阅读课程化，全面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171516006 

7 小学 刘飞飞 复兴区教研室 阅读改革提素养,区域推进共发展 171516007 

8 小学 陈彩玉 丛台区外国语小学 阅读教学有效性下的读写结合的研究 171516008 

9 小学 刘赫飞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创设情境，让学生从文本走向生活 171516009 

10 小学 王珍玉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细读文本，夯实语言训练点 171516010 

11 小学 申琳琳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补充文本，丰富学生情感体验 171516011 

12 小学 申星慧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抓住文本留白处，培养学生想象力 171516012 

13 小学 陈  玮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拓展文本，增加学生阅读积累 171516013 

14 小学 丁翡翡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巧用文本，指导学生识字方法 171516014 

15 小学 王  艳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细化文本，激发学生识字兴趣 171516015 

16 小学 周雅丽 丛台区教研室 把握概念本质，提升数学素养 171516016 

17 小学 岳焕敏 邯山区教研室 怎样提高学生逻辑推理能力 171516017 

18 小学 牛晓坤 邯山区明珠实验小学 让理性充满课堂 171516018 

19 小学 景利霞 武安市教研室 数形结合思想在概念教学中的应用 171516019 

20 小学 王  雪 丛台区曙光小学 问题引领，激活思维 171516020 

21 小学 叶  华 邯山区滏河学校 抓住概念本质构建概念 171516021 

22 小学 李  慧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谈小学生英语思维的培养 171516022 

23 小学 张秋琨 邯山区教研室 数学绘本在课堂中的作用 171516023 

24 小学 周雅丽 丛台区教研室 如何进行单元备课 171516024 

25 小学 岳焕敏 邯山区教研室 如何组织有效的数学活动 171516025 

26 小学 韩巧妹 丛台区教研室 抓住课堂的生成点 171516026 

27 小学 王  雪 丛台区曙光小学 数学模型的建立与运用 171516027 

28 小学 王  琳 复兴区百花小学 在操作中认识周长 171516028 

29 小学 牛晓坤 邯山区明珠实验小学 如何进行合理的练习设计 171516029 

30 小学 薛红军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积学花开育林中 研阅润香满校园 171516030 

31 小学 王燕芳   丛台区教研室 创设真实语境提高课堂实效 171516031 

32 小学 胡海英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学生借助图片提取文本的能力 171516032 

33 小学 李  慧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在语境中学习生词  在阅读中理解提升 171516033 

34 小学 吕  华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通过绘本阅读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171516034 

35 小学 李  晶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英语故事创编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171516035 

36 小学 王春玲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培养学生积极的阅读体验 17151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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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小学 杨晓丽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自主阅读培养学生阅读兴趣 171516037 

38 小学 陈  华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学生阅读素养的提升 171516038 

39 小学 王燕芳   丛台区教研室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语境创设 171516039 

40 小学 李  慧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以生为本，活化教材 171516040 

41 小学 张爱霞   丛台区展览路小学 聚焦阅读教学，提高核心素养 171516041 

42 小学 吴鸿燕 复兴区百花小学 部编教材<道德与法治>学科，课堂呈现初探 171516042 

43 小学 解  静 丛台区教研室 聚课堂之力助推小学生道德与法治学科素养养成 171516043 

44 小学 耿树辉 广平县教研室 基于科学探究的科学课堂评析 171516044 

45 小学 赵兰超 邯山区教研室 以点带面 以研促教 推进科学课程融合发展 171516045 

46 小学 李新萍 复兴区光华小学 学校科学课堂实施策略 171516046 

47 小学 冯  广 邯山区光农林路小学 电铃响叮当教研 171516047 

48 小学 华俊霞 邯山区育德路小学 电铃响叮当教研 171516048 

49 小学 贾  璐 邯山区光明南小学 电铃响叮当教研 171516049 

50 小学 杨进东 邯山区渚河路小学 电铃响叮当教研 171516050 

51 小学 苗红丽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电铃响叮当教研 171516051 

52 小学 曲庭萱 邯山区育德路小学 电铃响叮当教研 171516052 

53 小学 赵兰超 邯山区教研室 区域教研活动实施策略 171516053 

54 小学 冯  广 邯山区光农林路小学 优质教研促学科发展 171516054 

55 小学 陈  涛 邯山区渚河路小学 科学课堂实施评价与分析 171516055 

56 小学 冀黎明 复兴区人民小学 科学课堂案例评析 171516056 

57 小学 李  敏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部编本道德与法治教材课堂呈现研讨 171516057 

58 小学 姚  春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部编本道德与法治教材课堂呈现研讨 171516058 

59 小学 张书霞 邯山区实验小学 部编本道德与法治教材课堂呈现研讨 171516059 

60 小学 李艳敏 邯山胜利街小学 部编本道德与法治教材课堂呈现研讨 171516060 

61 小学 李思佳 邯山农林路小学 部编本道德与法治教材课堂呈现研讨 171516061 

62 小学 王光彦 邯山农林路小学 部编本道德与法治教材课堂呈现研讨 171516062 

63 小学 董中兴 邯山农林路小学 部编本道德与法治教材课堂呈现研讨 171516063 

64 小学 解  静 丛台区教研室 部编本道德与法治背景下的高年级课堂教学 171516064 

65 小学 杨艳丽 邯郸市实验小学 英语阅读教学中核心素养的培养 171516065 

66 小学 徐银增 丛台区实验小学 学生科学兴趣培养 171516066 

67 小学 王丽珍 邯山区火磨小学 部编本道德与法治背景下中高年级的课堂呈现交流 171516067 

68 小学 李振英 复兴区教研室 部编本道德与法治教材使用经验交流 171516068 

69 小学 李  慧 邯山农林路小学 小学英语阅读教学的方法和策略 171516069 

70 小学 王燕芳 丛台区教研室 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171516070 

71 小学 冀黎明 复兴区人民小学 科学课堂案例评析 171516071 

72 小学 吴丽丽 丛台区教研室 小学科学测试科学性研究 171516072 

73 小学 刘飞飞 复兴区教研室 通过网络教研 推进区域发展 171516073 

74 小学 张秋琨 邯山区教研室 加强网络教研 助推区域整体阅读有效实施 17151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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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小学 周雅丽 丛台区教研室 常见的数量关系 171516075 

76 小学 景利霞 武安市教研室 角的认识 171516076 

77 小学 周雅丽 丛台区教研室 数量关系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171516077 

78 初中 张红婷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文学情感的宣泄与渗透 171516078 

79 初中 郗静波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问题设计承载的核心价值及思维能量 171516079 

80 初中 靳  力 邯郸市第三中学 学习方式及学习状态 171516080 

81 初中 于  勇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课程资源与教学目标设定 171516081 

82 初中 张晓勇 邯郸市汉光中学 教师的教学智慧及驾驭教材的能力 171516082 

83 初中 康  玮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南

校区 
课堂结构及流程设计 171516083 

84 初中 李  方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授课之前须读懂 171516084 

85 初中 王玉茹 邯郸市育华中学 历史情景对话 171516085 

86 初中 郑红丽 邯郸市广泰中学 历史材料的选择 171516086 

87 初中 杨彦梅 邯郸市第二十八中学 史料运用的针对性 171516087 

88 初中 张小龙 邯郸市汉光中学 历史教学中的时空观念 171516088 

89 初中 王  芳 邯郸市育华中学 立足地理课堂   提高实践能力 171516089 

90 初中 祁凤飞 邯郸市凌云中学 浅谈初中地理课堂中的地理实践力 171516090 

91 初中 李海啸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践行地理核心素养   助推学生生命成长 171516091 

92 初中 王瑞波 复兴区教研室 聚焦地理课堂   落实核心素养 171516092 

93 初中 黄丽英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课堂上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思考 171516093 

94 初中 杨瑞花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在集体教研中落实学科核心素养 171516094 

95 初中 邢利民 丛台区联纺中学 聚焦课堂实践  落实学科素养 171516095 

96 初中 汪凤梅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聚焦课堂实践  落实学科素养 171516096 

97 初中 冯春荣 邯郸市育华中学 聚焦课堂实践  落实学科素养 171516097 

98 初中 杨丽华 邯郸市赵苑中学 聚焦课堂实践  落实学科素养 171516098 

99 初中 徐掌印 武安市教研室 聚焦课堂实践  落实学科素养 171516099 

100 初中 杨  艳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171516100 

101 初中 刘晓峰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核心素养下的生物课堂教学对策 171516101 

102 初中 李瑞玲 邯郸市第十一中学 研读教材巧妙设疑，落实学科素养 171516102 

103 初中 牛庞生 邯郸市汉光中学 关注生物学科的育人价值 171516103 

104 初中 刘建峰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谈等腰三角形的教学设计 171516104 

105 初中 李卫萍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挖掘教师专业潜能 成就教师职业发展 171516105 

106 初中 刘志强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实施有效提问 追求高效课堂 171516106 

107 初中 耿  杰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浅谈等腰三角形一课中的数学思想 171516107 

108 初中 邸晓茹 邯郸市二十三中南校区 浅谈等腰三角形一课中的教学策略 171516108 

109 初中 武延入 邯郸市第二十九中学 关于课堂教学中重难点的处理 171516109 

110 初中 张国森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教学目标的设定 171516110 

111 初中 王瑞茹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课堂导入的有效性 17151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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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初中 周黎平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课堂听力活动的设计 171516112 

113 初中 王彦虎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初探文本的技巧 171516113 

114 初中 文振昌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文本精读“精”在哪里？ 171516114 

115 初中 魏代君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课堂教学效果的检测方式 171516115 

116 初中 赵艳春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史料实证 171516116 

117 初中 李雪丽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立足教学实践  培养核心素养 171516117 

118 初中 韩  慧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以生为本 以学定教 内化学科素养 171516118 

119 初中 吴  宏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历史人物评价需要客观性 171516119 

120 初中 尤敬民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历史核心素养之历史理解 171516120 

121 初中 程德敬 邯郸市凌云中学 落实历史核心素养之家国情怀 171516121 

122 初中 郝丽辉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生活中的透镜》一课的<核心素养分析> 171516122 

123 初中 杨海红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生活中的透镜》一课的<教学设计分析> 171516123 

124 初中 李春燕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生活中的透镜》一课的<问题、实验设置分析> 171516124 

125 初中 任  丽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生活中的透镜》一课的<教法、学法分析> 171516125 

126 初中 赵  晏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生活中的透镜》一课的<教材分析> 171516126 

127 初中 乔聚龙 邯郸市二十三中南校区 《生活中的透镜》一课的<教师教学基本功分析> 171516127 

128 初中 张海亮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赵

都校区 
《生活中的透镜》一课的<目标的预设和达成分析> 171516128 

129 初中 张荣勤 邯郸市凌云中学 集合团队智慧    实现高效沟通 171516129 

130 初中 曹桂云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集合团队智慧    实现高效沟通 171516130 

131 初中 贺  霞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集合团队智慧    实现高效沟通 171516131 

132 初中 石  薇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集合团队智慧    实现高效沟通 171516132 

133 初中 魏志宇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集合团队智慧    实现高效沟通 171516133 

134 初中 王艳辉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赵

都校区 
集合团队智慧    实现高效沟通 171516134 

135 初中 高瑞芳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聚焦课堂教学  落实学科素养 171516135 

136 初中 张静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从教学方法评《病毒》 171516136 

137 初中 李海凤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从问题设置评《病毒》 171516137 

138 初中 娄现梅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从目标达成评《病毒》 171516138 

139 初中 杜国丽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从教材分析评《病毒》 171516139 

140 初中 闫  娜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从学生情况评《病毒》 171516140 

141 初中 于  勇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作文教学之选材立意 171516141 

142 初中 李  方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作文教学之审题命题 171516142 

143 初中 葛亚巍 邯郸市第十一中学 初中数学关于推理能力的培养 171516143 

144 初中 赵起超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初中数学复习课教学流程的研究 171516144 

145 初中 李  琦 邯郸市育华中学 小升初衔接之初一英语教学 171516145 

146 初中 丁向红 邯郸市第十一中学 初二英语阅读课型教学研讨 171516146 

147 初中 王  楠 邯郸市育华中学 部编七年级教材使用的体会与反思 171516147 

148 初中 于丽萍 邯郸市育华中学 历史教学中如何做到“论从史出”  17151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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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初中 魏沙沙 邯郸市二十七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使用经验交流 171516149 

150 初中 李  哲 工程大学附中 统编教材背景下八年级法治课堂的呈现方式交流 171516150 

151 初中 高  琳 丛台区永安学校 人教版八年级上第三章《物态变化》分析 171516151 

152 初中 柴  斌 邯郸市汉光中学 人教版八年级上第五章《透镜及其应用》分析 171516152 

153 初中 邢利民 丛台区联纺中学 提高化学教学实效性的具体策略 171516153 

154 初中 汪凤梅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2017年河北省化学中考试题分析 171516154 

155 初中 刘晓峰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生命观念在生物教学中的落实策略 171516155 

156 初中 杨  艳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理性思维在生物教学中的落实策略 171516156 

157 初中 李金玲 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从课堂思维转化看英语阅读教学 171516157 

158 高中 李世峥 魏县一中 高中数学概念课教学的有效策略 171516158 

159 高中 韩学昌 武安一中 高中数学集体备课的实践与反思 171516159 

160 高中 李金国 邯郸三中 高中数学函数与导数教学建议 171516160 

161 高中 商云云 邯郸一中 利用报刊开展读写课教学 171516161 

162 高中 范雅萍 邯郸四中 报刊阅读中词汇的处理 171516162 

163 高中 周  蓉 武安一中 使用报刊培养学生阅读微技能 171516163 

164 高中 安少伟 磁县一中 基于核心素养的物理教学思考 171516164 

165 高中 李广兴 涉县一中 优课例析—牛顿第三定律 171516165 

166 高中 张建锋 邯郸一中 优课例析—运动电荷在磁场中受到的力 171516166 

167 高中 陈爱静 武安一中 《基因在染色体上》课例评析 171516167 

168 高中 刘金景 涉县一中 浅谈教师如何说课 171516168 

169 高中 张少庆 大名一中 努力挖掘具体知识的学科意义 171516169 

170 高中 罗  刚 邯郸市第三中学南校区 体验化学探究过程提高学生科学素养 171516170 

171 高中 孟献玲 邯郸市第三中学 跨学科视域下的高中化学课例研究 171516171 

172 高中 卢现军 邯郸市第一中学 《新时代的劳动者》课例评析 171516172 

173 高中 张行军 永年区第二中学 《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课例评析 171516173 

174 高中 邵军平 武安一中 武安一中研课与评课 171516174 

175 高中 崔志强 涉县一中 《青藏地区》评课 171516175 

176 高中 王贺渠 邯郸市一中 邯郸市一中“一课一研”做法分享 171516176 

177 高中 王  颖 邯郸市四中 点评《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171516177 

178 高中 梁建忠 永年区一中 点评《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171516178 

179 高中 王海华 邯郸市一中 点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71516179 

180 高中 李哲峰 邯郸市一中 任务驱动作文特点及写作指导 171516180 

181 高中 于鹏斌 邯郸市四中 主题阅读课实施策略 171516181 

182 高中 郭素霞 邯郸市荀子中学 
《平面向量的实际背景及基本概念》教材分析及单元

教学建议 
171516182 

183 高中 豆先侠 永年区二中 《平面向量的线性运算》教材分析及单元教学建议 171516183 

184 高中 张  玮  邯郸市四中 《牛顿运动定律》教材分析及教学建议 171516184 

185 高中 宋晓平 邯郸市三中  《相互作用》教材分析及教学建议 17151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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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高中 于震玮 邯郸市四中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171516186 

187 高中 王玉坤 邯郸市二中 核心素养下化学课堂教学品质的追求 171516187 

188 高中 陈爱静 武安一中 基于高考真题的专题复习——遗传学 171516188 

189 高中 辛给元 邯郸市二中 基于高考真题的专题复习——生命活动的调节 171516189 

190 高中 何晶晶 邯郸市四中 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实施策略 171516190 

191 高中 张行军 永年区第二中学 基于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路径 171516191 

192 高中 邓  娟 邯郸市四中 指向学生核心素养的评价 171516192 

193 高中 高振英 邯郸市四中 信息化时代阅读教学的新思路 171516193 

194 高中 王  丽 邯郸市一中 “开放性问题”的教学探究 171516194 

195 高中 夏昌伟 邯郸市一中 核心素养下的教材创造性解读 171516195 

196 课题中心 曹改英 邯郸市实验小学 
小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策略研究中的五个核心问

题 
171516196 

197 课题中心 王立强 峰峰矿区教研室 深化课题研究 提升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 171516197 

198 课题中心 陶  慧  邯郸市一中 选真课题 做真研究 171516198 

199 课题中心 张园园 邯郸市第一幼儿园 让幼小衔接在绘本中启航 171516199 

200 课题中心 王云心 丛台区教研室 基于教师个人研究视角谈小课题研究的管理办法 171516200 

201 课题中心 曹燕 汉光中学 评价反思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171516201 

202 课题中心 孙明芝 邱县南辛店小学 教师如何做小课题研究 171516202 

203 课题中心 安雅俊 武安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如何进行初中思想品德教学研究 171516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