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冬梅个人介绍
秦皇岛市第七中学
一、基本情况：
侯冬梅 女 1973 年 12 月出生，汉族， 双本科，教育学学士学位，河北师范
大学，秦皇岛市第七中学，初中英语，从事班主任工作 20 年，2014 年主持海港
区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积极参加市教育局开展的市骨干教师“名师送课工程”
，
“千节优质课送教下乡”“送教导学”等活动，区名师工作室“送课下乡”，区
骨干教师“送教导学”等活动，到农村学校送课达 20 多节，并有五年农村任教
经历，曾担任“国培计划-河北省农村中小学学科教师远程培训辅导教师；金考
卷“特约河北中考专家顾问团”；被聘为河北省猜题卷“天星教育中考专家顾问
团”。
二、荣誉奖励情况：
曾荣获河北省学科名师、河北省骨干教师，秦皇岛市学科名师、秦皇岛市
级优秀教师、秦皇岛市骨干教师、秦皇岛市教育科研先进教师，海港区英语学
科带头人、学科名师、海港区骨干教师等 24 项荣誉奖励。
1、1996 年《初一英语第六课》评为市级二等奖；
2、2002 年《全国中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技能大赛》市级二等奖；
3、2003 年被市教育委员会评为“2003 年先进班集体”；
4、2004 年《A Traffic Accident 》获市级优质课二等奖；
5、2005 年 《 The Necklace(教学课)公开课 》荣获河北省创新教育成果三等奖；
6、2005 年《A Traffic Accident》课件荣获 2005 年河北省中小学外语教学优秀
创新成果三等奖；
7、2007 年《Unit 7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课件获秦皇岛市多媒体教
育软件评比活动中获基础教育组二等奖；
8、2008 年《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评为市新课
程创新教学设计二等奖；
9、2008 年被市教育学会评为“市级教育科研先进教师”；
10、2009 年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中被授予 “优秀教师奖”
省级：
11、2009 年《English Drama Festival 》在“河北省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
动 ”中获市级三等奖；
12、2011 年被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工委授予 “市级优
秀教师”；
13、2012 年被市教育局授予 “市级骨干教师”称号;
14、2013 年在市教育局开展的“义务支教进百村”活动中，《I’d like some
noodles》，被评为市级优质课
15、2013 年授予河北省中小学和幼儿园骨干教师；
16、2013 年获得省级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考官资格；
17、2013 年被评选为秦皇岛市焦艳秋名师工作室成员之一；
18、2014 年市级初中英语学科名师；
19、2014 年在“名师送课工程”所讲的《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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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市级优质课；
20、2014 年在抚宁进修学校为秦皇岛市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做《新教材解读》
主题讲座；
21、2014 年在市教育局开展的“名师送课工程”活动中《Singapore 》，被评为
市级优质课;
22、2015 年市级骨干教师；
23、2015 年被市教育局评为市级优秀骨干教师；
24、2015 年授予河北省中小学学科名师；
三、科研情况：
（一）学术论文：
1、2005 年《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表在国家二级报刊《英语周报》第 40
期；
2、2005 年《如何激发学英语的兴趣》发表在“教育与教学周刊”第 22 期第 4
版；
3、2012 年“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初中生英语水平的重要手段” 发表在《河
北教育管理》2012 年 第 1 期；
4、2012 年“想方设法心灵对接 水到渠成实现双赢”发表在省教育厅“学周刊”
第 7 期；
5、2011 学年“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发表在《河北教育管理》
第 1 期；
6、2009 年《“心理健康优势 ”的强化是英语教学成功的比由之路》发表学周
刊”第 10 期；
7、2009 年《利用特色示范班创建增强班主任的班级管理能力的研究》结题报告
发表在中国报刊“读与写”2009 年第 9 期；
8、2008 年《运用积极心态提高学生英语成绩》发表在河北教育管理第 1 期；
9、2007 年《中学英语教学中的思想品德教育》发表在〈教育与教学周刊〉第 19
期第 3 版；
（二）获奖论文：
1. 1996 年《培养学生学习英语兴趣的两点做法》评为市级论文二等奖；
2.2005 年《激发兴趣提高英语学习效益》在 2005 年度全市高中英语教育论文评
比中获市级一等奖；
3.2005 年《提高自主学习兴趣提高英语课堂效益》获河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外
语教学第九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4.2007 年《初中英语“自主、合作、创新”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获国
家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论文评选二等奖；
5.2007 年《课例报告--Where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获国家基础教育改革
和发展论文评选二等奖；
（三）学术著作：
1.2005 年在《同步备考高一英语》任副主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2005 年在《同步备考高二英语》任副主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3.2005 年在《备考先锋英语总复习》任编者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4.2007 年在《高考新思维》任主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5.2012 年“河北省著名重点中学领航中考冲刺试卷”编委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7.2013 年金考卷活页题选七上一书中任编委
延边教育出版社 ；
2

8.2013 年名师名题单元双测卷八上一书中任编委 延边教育出版社；
9.2013 年金考卷活名师名题单元双测卷九上任编委延边教育出版社；
10.2013 年《中考英语听力模拟考试河北专版》任编委 希望出版社；
11.2014 年《英语学生活动手册》九年级
河北省教育出版社；
（四）科研获奖情况:
1、 2002 年《培养兴趣是提高自主学习效果的关键》市级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一
等奖
市教育局
2、2004 年《学生健康心理是提高英语学习的关键》市级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
奖
市教委教研室 ；
3、2005 年《A Traffic Accident》课件河北省中小学外语教学优秀创新成果三
等奖
省中小学外语教学
4、2005 年《初中“英语自主学习”课堂教学初探》荣获第一届“河北省基础教
育课程优秀论文三等奖
省教育厅、教育科学研究所
5、2005 年《学生健康的心理对英语学习效果影响的研究》评为创新教育课题研
究成果三等奖
全国中小学创新能力发展检测项目组
6、2005 年《A Traffic Accident 教学设计》评为创新教育中小学发展检测评价
课题研究成果三等奖
全国中小学创新能力发展检测项目组
7、2005 年《Travel Spotlight Paris 》(课件)评为创新教育中小学发展检测
评价课题研究成果三等奖
全国中小学创新能力发展检测项目组
8、2008 年《Unit 7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课件》在省“十一五”教育
技术规划课题成果三等奖
省电化教育管理
9、2008 年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子课题《利用特色示范班创建增强班主
任的班级管理能力的研究与实践（研究方案）》被评为课题结验成果
全
国“创新教学策略研究与实践”总课题组
10、2008 年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子课题《利用特色示范班创建增强班
主 任 的 班 级 管 理 能 力 的 研 究 与 实 践 （ 研 究 报 告 ）》 被 评 为 课 题 结 验 成 果
全国“创新教学策略研究与实践”总课题组
四、教育专长：
（一）教学专长：
1、初中英语语感
2、初中英语微课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3、初中生学习策略的研究
4、小组合作学习
5、心理健康教育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6、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建设
（二）班主任管理：
1、习惯养成教育
2、特色示范班创建
3、家校互动
五、典型示范课：
听说课— Unit 9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
六、典型专题培训：
1、巧用心理健康教育手段优化中学英语教学
2、想方设法心灵对接 水到渠成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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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教材解读
4、微课制作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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