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艳玲个人介绍
保定市第三中学分校
一、基本情况
任艳玲，女，1975 年 5 月出生，汉族，
最高学历：研究生
毕业院校：河北大学
现任教学段学科：初中英语（教研组长、教务处副主任、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
作为河北省“特级教师讲学团”成员，曾到魏县、大名、辛集、河间等多
地讲学，进行经验报告和示范观摩课，作为保定市“特级教师、学科名师”讲学
团成员，曾到 15 个县讲学送教，促进了当地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在“国培计
划”——河南省中小学教师置换脱产研修项目讲授《一般过去时》公开课及讲座
《PCK 构建下的初中英语教学策略与方法的》，培训效果良好，获得国培学院一
致好评。在“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河北省培训团队置换脱产研修项目保
定学院初中英语班做专题讲座和公开课。由我主讲的“学科核心内容解析与教学
策略”系列课程之“灵活接招，平稳过渡——七年级‘小升初衔接’教学的问题
及解决策略”专题课程资料，由“河北省（2015）全员培训”项目培训课程录用。
被聘请为“国培计划（2015）——河北省名师讲学团送教下乡培训项目保定学
院初中英语培训做《课内外教学资源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专题讲座”。曾
在邯郸、保定、廊坊等地做教材培训课讲座及公开课、在廊坊、蠡县、博野、安
国做班主任培训讲座、骨干教师培训讲座等。辅导的学生参加“希望之星”、“圣
三一”、“英语能力竞赛”等，被评为优秀辅导教师。曾带郭旭、孙瑶、赵子叶等
多个实习生。保定市教师资格考试考官，保定市教师进修学校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兼职教师，莲池区优质课评选活动特邀评委。2 月底成立了初中英语任艳玲名师
工作室，教育部 2016“国培计划”——示范性教师工作坊高端研修项目主持人，
成立了直隶尚思尚诚工作坊。
二、荣誉奖励情况
2011 年 12 月被评为“河北省中小学骨干教师”称号；2013 年 5 月，被评
为“河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2013 年 8 月入选“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
第三层次人选；2014 年 3 月被授予“河北省特级教师”称号；2013 年 1 月被评
为“河北省学科名师”称号；第九届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园丁奖；保定市骨干教
师、优秀班主任、名师、师德标兵；北市区优秀职工、北市区优秀党员、北市区

教学标兵等。第五届全国中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多次获全国优质课、
论文、教学设计大赛一、二等奖。2013、2014、2015、2016 年作为“河北省特
级教师讲学团成员”，到多地讲学，2013、2014、2016 年作为保定市特级教师、
学科名师讲学团成员，到 15 个县讲学。还曾张家口沽源送课，多次在保定市中
心组活动中讲课或讲座。多次在冀教版教材培训会做课或讲座。参加保定市中考
研讨课。保定市课程整合课一等奖。多次被评为优秀辅导教师奖。
三、科研情况
1. 独自编著德育书籍《第一次这样爱孩子》，地震出版社。
2. 《谈 Touch the world 一课与信息技术的有机整合》获全国教育科研论
文、教案评优活动中获全国论文一等奖并发表在《才智》上。
3. 《Lesson 10 What Is DNA 课例》在《学苑新报》2007-2008 年度第 7 期第
6 版面发表。全国统一刊号 CN13-0037。
4. 《正确合理的利用英语课外活动》获国家级一等奖并在《少年素质教育
报·英语天地》发表。论文《承认差异，分层施教，各有所得》在《少年素质教
育报》教研版第 22 期第 3 版发表，并获一等奖。
5. 德育论文《无选择地爱 有智慧地教》发表在省级刊物《时代青年》杂志
上。论文《利用校内课程资源 提高英语口语能力》被《中学课程辅导 教学研究》
2013 年第 9 期录用。
6. 2009-2014 年，每年都参与编写《2010 年金牌教练-赢在燕赵 初中总复
习》一书。2009 年，参与编写《2010 任务型阅读》一书。2009-2014 年，每年
都参与编写《河北中考面对面》一书。2010-2014 年，参与编写《河北中考听力
特训营》、《河北中考预测卷》、《河北中考特训营》等著作。每年还参与编写《中
考模拟卷》若干套。
7. 2009 年，稿件《期末复习完形填空篇》（稿件编号为 PWY2090520）在《英
语辅导报 WY 八年期末专版第 3 期》发表， 2009 年，稿件《期末复习完形填空篇
及练习》（稿件编号为 PHJ2090822）在《英语辅导报冀教版八年期末复习专版第
3 期 》 发 表 。 2009 年 ， 稿 件 《 期 末 复 习 完 形 填 空 练 习 》（ 稿 件 编 号 为
PWY2090522）在《英语辅导报 WY 八年期末复习专版第 3 期》发表。2009 年，文
章《步步为营》发表在《学生双语报》冀教版 08-09 学年上学期第 6 期第 B3 版。
2009 年，文章《步步为营》发表在《学生双语报》冀教版 08-09 学年上学期第 13
期第 B3 版。2009 年，文章《技能进阶》发表在《学生双语报》冀教版 08-09 学
年下学期第 29 期第 B1 版。

8. 《七下测试 期中试题》和《八上测试 期中试题》在河北省网络优质教
学资源征选中，被河北远程教育网采用。
9. 编写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两本《教材详解》（七年级和九年级），当副主
编或编者。
10. 参与保定市模拟及区调研考试试卷。
11. 教案《Beauty—校本课程教学设计》在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主办的“第
六届全国中青年教师（基教）论文大赛”活动中荣获二等奖。《Find the key
words

Analyze language surroundings》 在“菁华杯”首届全国新课程中学优

质课评选活动中荣获教学设计一等奖。
12. 课件《Lesson 37 Touch the World》在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主办的“第
六届全国中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活动中获二等奖。
13. 教案《Lesson 37 Touch the World》在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主办的“第
六届全国中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活动中获二等奖。
14. 在河北省“学苑杯”首届初中英语优质课件大赛中或二等奖。
15. 英语七年级上册 3、4 单元的课件（冀教版）被河北省教育学会评为优
秀教学资源。
16.《What makes you unique?》在河北省教师教育学会第四届中小学教师
教学设计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17. 参与了冠林公司的微课录制，共录制 42 课时。
18. 课件《Food and drink》及《Touch the world》获保定市优秀成果奖。
19. 独著《英语阅读教学与学生思维品质的关系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社，2016 年 3 月中旬即将出版。
四、教学或教育管理专长
寓教于理、寓教于乐、寓教于爱。通过拓展课外阅读、英语趣配音、喜马
拉雅 FM 听故事、每日英语听力、网上作业等方式拓宽学生的学习渠道，提高了
他们的阅读能力，通过思维导图等方法的运用，培养了学生的思维品质。通过让
学生制作 PPT, Free Talk 展示，早读的名著展示等活动，锻炼了学生的胆量，提
高了他们用英语做事情的能力。利用阅读课教学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等核心素养。
五、典型示范课
1. 2009 年在保定市中考英语复习研讨会上所做的观摩课《词语运用》受到

与会教师的一致好评（400 多人参加）。
2. 2011 年在保定市教科所的组织下，去张家口沽源讲座，收到一致好评（80
人左右）。
3. 在 2012 年保定市初中英语新课标培训会中，所做的《My Neighborhood》
被评为优秀示范课（约 400 人参加）。
4. 在保定市中心教研组活动中做的《Save Our World》说课，获得一致好
评。
5.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参加“保定市学科名师、特级
教师讲学团”送教下乡活动，到定兴、涞水、涞源、高碑店、易县等 15 地送课
及讲座（2000 多人）。
6.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11 月、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参加“河
北省特级教师讲学团”送教下乡活动到辛集、邢台隆尧等 10 多个地市进行示范
公开课及报告，参训教师共 2000 左右。
7. 2014 年 5 月，所做的八年级上册《What Makes You Unique?》在保定市
冀教版教材培训会上进行了展示，获得一致好评。（600 人左右）
8. 2014 年，《现在进行时复习课》获保定市 2013 年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优
质课中学组一等奖。
9. 2014 年 9 月，在张家口阳原县做示范课两节，学术报告两场。（参训教
师 100 人左右）
10. 《Move Your Body》课，在 2015 年莲池区教师专业化成长暑期培训活
动中获得一等奖。
六、典型专题讲座、报告、培训
1.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在保定市骨干教师培训中做讲座《A cookie
sale》及讲座《新课程理念下的英语教学设计》（共 300 左右骨干教师参加）。
2. 2013 年在高阳师范进修学校为保定市骨干教师进行专题讲座《初中英语
教学策略与方法》，受到骨干教师及领导的赞扬（200 多名骨干教师参加）。
3. 2014 年被聘为保定市教师进修学校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兼职教师。
4. 在 2014 年廊坊市骨干班主任培训活动中，承担了专题讲座任务，题目
为《无选择地爱 有智慧地教》
5. 2015 年主讲的“学科核心内容解析与教学策略”系列课程“灵活接招，

平稳过度——七年级‘小升初衔接’教学的问题及解决策略”专题课程资料，由“河
北省（2015）全员培训”项目培训课程录用。
6. 为“国培计划（2015）”——河北省名师讲学团送教下乡培训项目保定
学院初中英语培训做《课内外教学资源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专题讲座。
7. 2015 年保定市初中英语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培训中担任授课教师，讲授
《初中英语教学策略与方法》课程，效果良好。
8. 2015 年，讲座《做有专业素养的教师》，在易县西陵满族初级中学暑假
教师培训中，深受教师的好评。
9. 2016 年，为“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河北省培训团队置换脱产研
修项目保定学院初中英语班做“We are with you”示范课和《PCK 建构下的初中
英语教学策略与方法》专题讲座。
10. 2016 年在所做的《拓展资源，提高英语口语能力》讲座，在莲池区学
科中心组活动中获一等奖。
11. 2016 年 11 月，为河南洛阳师范学院外语学院的国培项目进行了讲座
《PCK 构建下的初中英语教学策略与方法》及公开课《一般过去时》，收到一致
好评。（参与教师：86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