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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校级骨干教师评选结果公示 
 

为了促进我校教师队伍发展，激发教师专业水平的内驱力，2013年 1月学校校务会研究决

定评选校级骨干教师，并制定校级骨干教师评选方案，决定 2013 年 3月开始进行校级骨干教师

评选工作。经教师个人申报，学校初评委会进行材料审核评议，确定初选人员，组织部分特级

教师、市区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对入选的 26 位教师听课、议课，2013年 5月 29日召开初评

委会，经过民主评议，投票选出以下教师为校级骨干教师，任期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名单公

示如下： 

 

陈淑芳    郭海燕    李  维    林  琳    刘  梅    宋  鹂      

唐慧珍    王洪希    王静波    温立静    相慧芬    徐玉娟 

杨  欣    叶  斐    于哲君    张立军    张  嬿    邹  红      

 

2013 年度校级优秀共产党员结果公示 
 

根据理工大附中评选先进的相关规定，学校党总支于 2013年 6月面向全体教工开展了两年

一次的校级优秀共产党员的评选活动，依据网上投票结果，经学校党总支委员会讨论研究决定，

授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为人师表、正直正气、乐于奉献的 10 位教工为 2013 年

度校级优秀党员荣誉称号，并予以表彰。名单公布如下： 

 

白咏梅    姜  郁    张  桐    王洪希    朱新谦     

黄华伟    张春鸿    孙  冬    王  雱    唱京京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个人，能继续影响和带动广大党员教师，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开拓创

新，为学校健康和谐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校级先进个人评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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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学年度北京市基础教育科研优秀论文”评选结果 
 

我校共报送 21 篇论文，其中 9 篇文章获奖，获奖率：43% 。 

 
1 汪德华 课堂教学的主旋律  有效对话 一等奖 

2 张国春 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的实践与探索 一等奖 

3 张雅玲 
改革中求创新，从实处促进学生主动发展 

——浅谈“主动发展”理念在学生自主管理与学习中的实践 

二等奖 

 

4 樊丽英 优化课堂提问，营造高效课堂 二等奖 

5 张  红 借人生规划之举措  促生命质量之提升 三等奖 

6 杨静玲 用独立与合作的策略提升讲评课的有效性 三等奖 

7 袁  聪 例谈语文学科技能与中考题型的对应 三等奖 

8 陶晓颖 让学生喜欢上数学 三等奖 

9 王  琼 思维导图在初三新授课读写中的应用 三等奖 

 

 

关于 “减负增效”主题征文 

 

本学期初，区教委为了贯彻落实北京市教委颁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八项

减负措施，要求区教科所开展了海淀区中小学“减负增效”主题征文活动。

经过专家认真评审，获奖征文奖项已经确定。本次活动共收到征文 1400 余

篇，共评选出获奖文章 617 篇，总获奖率 44%。我校共报送 6 篇文章，其 

中 4 篇获奖。获奖率：67%。 

 
1 樊丽英 理工附中 让语文作业焕发青春 一等奖 

2 王琼 理工附中 
复式分层同堂合作 提高初三英语阅读

试题讲评效率 
一等奖 

3 袁聪 理工附中 激发孩子学习兴趣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等奖 

4 
张国春   

严水冬 
理工附中 教师是减负第一责任人 三等奖 

 

教师文章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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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 2012 年教师阅读工程“做智慧教师”主题征文评选结果 

理工附中教师获奖一览表（校长作业） 

 

1 张春鸿 理工附中 营造有序课堂――读《课堂密码》有感 一等奖 

2 陈岗 理工附中 《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读后感 一等奖 

3 杨眉 理工附中 合作激发活力合作促进成长 一等奖 

4 
张雅玲 理工附中 

“理解你的学生”，有效教育教学的关

键 
一等奖 

5 丁静 理工附中 对管理者的思考 一等奖 

6 高艳芬 理工附中 理解学生——《有效教学方法》读后感 一等奖 

7 
耿红 理工附中 

编织一条美丽的“问题链”——读《有

效教学方法》有感 
一等奖 

8 
郭海燕 理工附中 

坚守语文的阅读阵地——浅谈语文阅读

的有效教学读《有效教学方法》有感 
一等奖 

9 黄华伟 理工附中 读《有效教学方法》有感 一等奖 

10 
李静 理工附中 

在博物馆发现历史——读《有效教学方

法》后的教学实践 
一等奖 

11 陈国良 理工附中 《有效教学方法》读后感 二等奖 

12 黑俊颖 理工附中 《有效教学方法》读书笔记 二等奖 

13 刘红 理工附中 读《有效教学方法》有感 二等奖 

14 
刘峥嵘 理工附中 

实施有效的教  落实有效的学——《有

效教学方法》的思考 
二等奖 

15 
杨静琳 理工附中 

读《高效学习----我们所知道的理解性教

学》有感 
二等奖 

16 陈德收 理工附中 高效语文教学思考 二等奖 

17 
王艳秋 理工附中 

让学生感觉到学习的快乐和成长的幸福

——读《帕夫雷什中学》有感 
二等奖 

18 孙娜 理工附中 读《有效教学方法》的一点心得 三等奖 

19 王申奎 理工附中 《有效教学方法》——读书心得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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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郗玲玲 理工附中 

课堂有效提问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及案例

分析 
三等奖 

21 肖骁 理工附中 读《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有感 三等奖 

22 严水冬 理工附中 读《有效教学方法》有感 三等奖 

23 杨惠 理工附中 读《有效教学方法》的心得体会 三等奖 

24 沈洪博 理工附中 《有效教学方法》读书笔记 三等奖 

25 崔广平 理工附中 《有效教学方法》读后感 三等奖 

26 
杨欣 理工附中 

找到一把钥匙——读《教育心理学》所

想到的 
三等奖 

27 
袁聪 理工附中 

教文育人——以《背影》教学为例浅说

“有效教学 
三等奖 

28 
臧倩一 理工附中 

读《有效教学方法》的启示——在对外

汉语课堂教学中需要遵守的原则 
三等奖 

29 
马立秋 理工附中 

追求有效教师、有效教学、有效课堂 ---

读《有效教学方法》有感 
三等奖 

30 
李维 理工附中 

“直接教学策略”在《波的衍射和干涉》

中的应用读--《有效教学方法》有感 
三等奖 

31 
章艳 理工附中 

创设激情洋溢的课堂教学——读《有效

教学方法》有感 
三等奖 

 

北京市“智慧征文获奖名单” 

2012 年《我的教育故事》（校长作业） 

 

1 孟娜 理工大学附中 我和我的教师职业 二等奖 

2 
朱瑞林 理工大学附中 走在教育的路上，行程给我无穷

的力量 

二等奖 

3 
徐培 理工大学附中 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每个学生

的心 

二等奖 

4 侯家峰 理工大学附中 与“个性学生”打交道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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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丁强 理工大学附中 我的体育教学故事 二等奖 

6 张晓静 理工大学附中 我和我的六班 二等奖 

7 张雅玲 理工大学附中 给足阳光，让他们更灿烂 二等奖 

8 李娜 理工大学附中 爱，然后教 三等奖 

9 黄华伟 理工大学附中 把爱装进学生心里 三等奖 

10 
林琳 理工大学附中 在“困境学生”身上寻找教育的

价值 

三等奖 

11 杨欣 理工大学附中 找到一把钥匙 三等奖 

12 
汪德华 理工大学附中 “非智力型数学学困生”转化个

案 

三等奖 

13 
陈川 理工大学附中 我的教育成长故事之冒险任命

班长 

三等奖 

14 李维 理工大学附中 真诚是沟通的桥梁 三等奖 

15 张桐 理工大学附中 教师应用谈话方式与学生沟通 三等奖 

16 徐玉娟 理工大学附中 小小便签条 三等奖 

17 李东东 理工大学附中 在物理模型中体会做人的道理 三等奖 

18 高燕 理工大学附中 我和学生的短信情缘 三等奖 

19 宋美虹 理工大学附中 最无力的语言是呵斥 三等奖 

 

《海淀教育》发表文章 

 

1 王阳 理工附中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 8 班 2013-2 

2 孙娜 理工附中 激发正能量 引导学生实践自我教育 2013-2 

 

《阅读成就名师》发表文章 

1 丁静 理工附中 对管理者的思考 区级 

2 黄华伟 理工附中 读《有效教学方法》有感 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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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的实践与探索 

张国春 

【摘要】 

    教育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应对知识经济挑战、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也是衡

量教育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在基础教育领域，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教育

资源整合与共享，推进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应用，促进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已成为世界很多国家教育

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实践方向。但就目前的形式而言，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存在很多问题，如资源

分配不均衡、信息孤岛、数字化软件操作繁琐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

置、区域共享，各个学校必须根据自身情况以及发展需要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步伐，采用先进的信息

技术构建数字校园，在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抢占先机，才能使学校立于不败之地。本文以北京理

工大学附属中学数字校园建设为例，从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分析、整体规划设计、建设初期

的部分成果到下一步建设的展望这四个方面浅谈一下我们对数字校园建设的初步实践与探索。 

 

1. 引言 

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具

有革命性的影响”，需要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并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

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三个方面提出了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基本任务。
【1】【2】 

数字校园建设是学校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并且其建设使用频率极高，是现代化学校建

设和现代综合性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校园的建设水平最能体现一个学校整体的办学水平

以及一个学校的形象和地位。当前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对教育事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教育所

处的环境、教育所采用的模式到教育所持有的理念、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都在这场变革中发生着变

化。 

    随着北京市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从最初的铺设教育教学网络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普及，到

相应的教育科研、网络办公、学生素质评价等综合系统的开发应用,完成了从规模普及向整合应用的

转型。如何将信息技术有效地应用于教育教学，大力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和管

理效能，服务和引领教育发展，将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建于 1950 年，1980 年被认定为海淀区重点中学，2004 年成为北京市示

“2012—2013 学年度北京市基础教育科研优秀论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