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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树林

刘淑珍

光 荣 榜

为了树立和表彰献身教育事业并作

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典型，形成尊师重

教的良好社会风气，北京市朝阳区委教工

委、区教委、区教育工会经与区人力社保

局研究，认真研究制定了朝阳区人民教师

奖的评选办法， 严格按照推荐、 审核、审

定、 公示等程序开展了有关推选工作，共

推选出 “朝阳区教育特殊贡献奖”

2

名、“朝阳

区人民教师奖”

10

名、“朝阳区人民教师提名

奖”

10

名、“朝阳区教育突出贡献奖”

10

名、“朝

阳区教育突出贡献提名奖”

10

名。

[

按 语

]

一、“北京市人民教师奖”公示人选名单：

王 苹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二、“朝阳区教育特殊贡献奖”评选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芯兰 北京市星河实验学校

郝又明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

三、“朝阳区人民教师奖”评选名单（按

姓氏笔划排序）：

孔德英 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

刘建坡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

刘乃忠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芦德芹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一幼儿园

任炜东 北京市日坛中学

吴 莹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郑丹娜 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

高 萍 北京市朝阳区教研中心

曹 晶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西里小学

魏淑娟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

四、“朝阳区人民教师提名奖” 评选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

刘 敏 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

向 军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

许美琳 北京市朝阳区教研中心

陈 洪 北京市第十七中学

谷莉莉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第一小学

宋友山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

吴卫东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张 洁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张 龙 北京市芳草地国际学校

赵丛笑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第二幼儿园

五、“朝阳区教育突出贡献奖” 评选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 骏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

于渊莘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一幼儿园

田树林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刘淑珍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

李 军 北京市工业大学附中

陈立华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

苏国华 北京市芳草地富力又一城学校

赵 欣 北京市日坛中学

张德庆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祖雪媛 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小学

六、“朝阳区教育突出贡献提名奖”评选名

单（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 彪 北京中学

代宝刚 北京市北苑中学

刘 飞 北京市芳草地国际学校

刘彦弟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齐振军 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汉龙 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

陈春红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中心小学

孟 夏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中心小学

钟亚利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三小学

徐立芬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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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军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特级教师， 政治教研组组长， 朝阳区第十

三、 十四届人大代表， 朝阳区十二届政协委员， 北京市第十一次

党代会党代表。 曾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优秀中小学德育课

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师德标兵、 北

京市巾帼之星、 北京金牌教师、 北京市中学市级学科带头人、 北

京市紫禁杯特级奖、

2005

年感动朝阳十大新闻人物、 朝阳区专业

技术和管理拔尖人才、 朝阳区教育系统年度人物、 朝阳区优秀共

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称号。

北京市朝阳区星河实验小学校长兼书记。

1992

年被选为中共

十四大代表并荣获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称号；

2002

年被选为中

共十六大代表；

1985

年获五一劳动奖章；

199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

1994

年荣获 “全国中小学中青年教师十杰” 称号；

1988

年

被授予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2004

年荣获 “首都杰出人才提

名奖”；

1993

年荣获 “北京市共产党员十杰” 和 “北京市人民教

师十佳” 称号；

1997

年荣获首都精神文明奖章。 她创造了马芯兰

教学法。

王 苹 马芯兰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校长、 书记。

1998

年， 她创建了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

校 。

14

年来 ， 她进行课程管理 、 教材 、

教法、 招生等多方面的改革探索， 在教

育教学上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她坚持

“品格第一” 的教育， 注重 “有教无类”，

以教育家的智慧和魄力推进素质教育 ；

她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以教育家的眼

光高瞻远瞩， 成就了新世纪许多青年人

的理想， 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012

年

5

月， 她成为

2011

年度 “感动朝阳”

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郝又明

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教师。

2010

年

6

月

主持的朝阳区“十一五”重点课题《在初中

一年级开设科学探究课的研究》，获得朝阳

区 “十一五” 规划课题优秀课题成果奖，

2011

年

1

月该课题获得了朝阳区教育教学

最高荣誉———朝阳区第六届教育教学优秀

成果奖，

2011

年

11

月获得北京市课程建设

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1

年

11

月获得朝阳区

校本课程优秀成果奖。

曾获全国特色教育优秀教师、北京市级

学科带头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

教师、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等荣誉。

孔德英

现任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副校长 。

自

2005

年至今曾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个人 、

全国师德先进个人、 全国十佳中学班主

任 、 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 、

北京市师德标兵、 朝阳区教育年度人物

等荣誉称号。 在实际工作中， 她将每个

学生 “当作成长中的生命”， 不求一步到

位， 只求每天进步一点点。 确立 “每个

孩子都是宝” 的思想， 接纳每一个孩子。

她用爱心使每一个处于劳教边缘的学生成

为社会的建设者、 合格的公民。

刘建坡

现任朝阳区劲松第一幼儿园保教主

任。 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北

京市人民教师、北京市学科带头人、朝阳

区“技术、学科带头人”及教育年度人物等

殊荣。

28

年的幼教生涯，形成了个人的游

戏教学特色。

2007

年，朝阳区教委为其举

办个人游戏教学研讨会。 在全国省市刊物

中发表文章

50

多篇，十多篇论文获市级论

文一等奖。先后应邀为全国园长、骨干教师

作经验介绍等

60

余场。 她所主持的两项市

级课题分别获北京市优秀课题成果奖。 出

版了个人专著《游戏的魅力》。

芦德芹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副校长。 在班

主任工作中， 他大胆尝试信息技术与教育

工作整合， 开创出一系列适合现代德育的

新模式。 多年实践证明， 这些新模式的应

用不仅化解了师生的矛盾、 减轻了班主任

的工作量， 还增强了学生的自信。 这项研

究成果先后在市区及全国

50

余所学校交

流， 直接受益教师达

8000

多人。 他先后荣

获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班主任、 北京

市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优秀教师、 北京市

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 北京市师德标

兵等荣誉称号。

刘乃忠

北京市日坛中学教师， 朝阳区教研中

心副主任。 曾获全国模范教师、 北京市先

进工作者、 北京市特级教师、 北京市优秀

教师、 北京市中小学优秀共产党员、 朝阳

区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等

20

余项荣誉称

号。 他创新教学方法， 在物理教学中作出

成效。 在教学中， 他善于抓住物理学科的

逻辑主线， 创设引人入胜的情景， 设计发

人深省的问题， 营造有效思维的课堂； 借

助物理模型， 在问题解决中提高学生思维

能力。 他把对物理学科的热爱与理解融入

教学， 发挥物理学科的科学教育功能。

任炜东

北京市朝阳区教研中心小学教研室

主任。 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 “北京市

劳模”、 “北京市先进教师”、 “北京市

小学数学特级教师”， 是 “朝阳区名师”，

“朝阳区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 其主持

的 《创新教研工作模式， 促进区域学校

均衡发展》 研究成果， 被北京市人民政

府授予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所撰写

的多篇论文曾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科学研

究优秀论文一等奖。 指导数学教师参加

评优课， 获得全国课题一等奖

6

节， 北京

市一等奖

5

节。

高 萍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金融商贸专业集

群专业主任。 曾荣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优秀教师、 北京市学科带头人、 北

京市职业院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朝阳区

学术技术带头人、 朝阳区五一劳动奖章、

朝阳教育年度人物等称号。 朝阳区第十

四、 十五届人大代表， 并被授予 “联系选

民好代表” 称号。 作为北京市职教学会金

融事务专业委员会理事、 全国中等职业学

校财经类教材编审委员会理事， 曾主持、

参与多项国家、 市区级课题研究， 主编

《银行柜面业务处理》 等中职教材。

吴 莹

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教师。 在班主

任工作和语文教学中取得突出成绩。 她的

教育教学工作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 自

2007

年始， 两次被评定为朝阳区小学语文

学科和班主任工作两个方面的带头人 ；

2007

年被评为北京市

10

位孟二冬式的优秀

教师之一；

2007

年， 她还被教育部授予全

国优秀班主任 、 全国模范教师的称号 ；

2010

年她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同

年还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员。 通过多年的

努力， 她的 “全接纳， 慢引导” 教育理念

也逐渐形成。

郑丹娜

现任朝阳区实验小学副校长。

1995

年

就参加数学教改实验，承担多节市级研究

课及现场观摩课，为数学教改实验作出一

定贡献。 先后参与区教委“名师讲堂”、市

教委“名师同步课程资源”的录制工作。 撰

写的多篇论文获市区一等奖，担任副主编

的论著曾获第三届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

成果二等奖。 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中

小学优秀班主任、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

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中小学优秀共产党

员等多项荣誉称号，连续三届被评为北京

市小学数学学科带头人。

魏淑娟

新源西里小学教师。 在特教班体育教

育教学、康复训练以及特奥运动普及和运

动员培养工作中，取得了大量具有推广价

值的经验和成果。 在第十二届上海世界夏

季特殊奥运会上， 率领

5

名学生在柔道项

目上一举夺得

3

枚金牌、

1

枚铜牌和一个第

四名的优异成绩。 在第五届全国特奥会

上， 指导学生取得柔道项目两枚金牌、轮

滑项目一金一银的佳绩。

2008

年

9

月被选

为第十三届残奥会火炬手。 曾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首都“十大教育年度人物”、

北京市“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

曹 晶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学区党总支书

记、 管委会主任、 呼家楼中心小学校长。

多年来， 他倡导 “文化办学”， 在 “创设

适合每一个学生发展的教育” 理念引领

下， 逐渐提出 “回归教育本真， 为学生的

成长服务、 为学生全面发展服务、 为学生

未来服务” 的育人理念。 先后获得全国

“三八红旗手”、 全国十佳小学校长、 全国

学校管理创新典范校长、 全国学校规范化

管理杰出校长、 全国校园文化建设示范校

长、 北京市劳模、 首都劳动奖章、 北京市

杰出校长等称号。

马 骏

朝阳区劲松第一幼儿园园长。在幼儿园

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课程建设中充分

发挥园长领导力， 培养出北京市特级教师、

市区学科骨干、优秀青年教师多名，充分发

挥了市级示范作用。 先后主编了《主题活动

和角色游戏相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幼儿园

角色性主题游戏的理论与实践》两本书。 数

篇论文获市级优秀论文一等奖。曾获全国优

秀校长、北京市杰出校长、朝阳区专业技术、

管理拔尖人才、区三八红旗手、教育年度人

物、劳动奖章获得者等众多殊荣。

于渊莘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校长兼党总支副书

记。 在

30

年的教育生涯中，从教师到校长，

走出了一串教师、学科专家、成长中教育家

的坚实脚印。 特别是

2004

年任北京八十中

学校长以来，跳出高考升学桎梏，从生命这

一教育原点问题出发，创新办学理念，追求

“让生命因教育而精彩”， 建构了理论与实

践的桥梁， 使先进的教育理念在八十中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曾获北京市中学市级

学科带头人、全国十佳中学校长、北京市杰

出校长、全国教育科研杰出管理者等称号。

田树林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党总支书记。在她

的努力下，学校逐渐形成了“让每个人都能

生存和发展”的办学理念和“为首都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

务”的办学思想。 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办学

理念和正确的办学思想为引领，学校才保持

稳定持续发展。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她不

断总结，形成了特有的管理特色。 曾获首都

精神文明建设奖、 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

科学技术管理人才等荣誉称号。

刘淑珍

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小学校长。 她提

出“尊重”的核心办学理念，将可持续发展

教育与学校文化有机融合， 构建了 “探究

合作 包容 超越”育人目标体系。在管理

中倡导“知真情、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

尊重教师差异，因人施管、因人施导，形成

了“人文、开放、探究、自行”的管理特点和

独特的办学特色。 曾获全国学校管理创新

典范校长、全国学校规范化管理杰出校长、

全国特色教育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杰出校

长、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等荣誉称号。

祖雪媛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校长。 曾获全国中

小学科研兴校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杰出校

长、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他大胆改革

创新，坚持“个性化”的办学理念，用教育思

想引领学校发展； 坚持素质教育的办学理

想，使学生个性发展得以实现坚持“为孩子

们办学”的教育理想，让理想的教育辐射朝

阳；坚持“科学、内涵”发展之路，使学校的

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先

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 全国体育工作先进

校、北京市德育工作先进校等荣誉。

张德庆

北京市日坛中学校长。 曾获全国优秀

校长、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北京市杰出

校长、朝阳区学术技术带头人、朝阳区优秀

共产党员、朝阳劳动奖章、朝阳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先进个人、 朝阳区文明朝阳人标

兵、朝阳区教育劳动奖章、朝阳区教育系统

优秀共产党员等

50

余项荣誉称号；主持《学

校精细化管理操作策略研究》等课题研究，

《新课程背景下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

研究》 获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特等奖，《新课

程背景下历史的教与学》获北京市一等奖。

赵 欣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校长。参加数学

教改实验，承担马芯兰教改实验教学录像课

100

多节，并在市、区及更大范围内开展教学

经验交流

20

余场， 取得了优秀的实验成果。

发表多篇论文和科研报告，并数次获得国家

和市级一等奖。 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

市经济技术创新标兵、北京市城乡中小学手

拉手先进个人、朝阳区政府“首届科教兴区

青年杯先进个人”、朝阳教育劳动奖章、朝阳

区优秀共产党员标兵等荣誉称号，连续三届

被评为北京市小学数学学科带头人。

陈立华

芳草地富力又一城学校校长， 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全国小公民道德建

设实践创新活动先进个人、全国创新管理改

革杰出校长、北京市杰出校长、北京市“三

八”红旗手称号。她提出了“将学校建成师生

的学习乐园和精神家园”、“让幸福的教师培

养出幸福的学生”等一系列办学理念。 虽然

富力分校建校只有

3

年，但却实现了超常规、

跨越式发展。 学校先后被评为“朝阳区校园

文化建设窗口校”、“朝阳区特色品牌校”等，

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苏国华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曾经荣

获全国优秀校长、北京市杰出校长、首都精

神文明奖、北京体育工作先进个人、朝阳区

劳动奖章获得者、 朝阳区教育年度人物等

诸多奖励，在担任工大附中校长期间，他提

出“育人为本、尊重个性、和谐发展”的办学

理念， 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推进新课程改

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开展课堂教学

改革，加强学校文化建设，使学校从一所普

通中学成长为北京市示范高中， 走出了一

条“内涵式”的发展之路。

李 军

2012年北京市朝阳区优秀教师风采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