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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陈娟 性
别 女 出生

年月
1970-03-

11
第一学历
及 学 位 中专/无 毕业时间 1989-07

单  位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评 审 依 据
学历及学位 大学/无 毕业时间 1999-06

任教时间
及 教 龄

1989-07
30 任教学科 语文 专业工作

年    限 30 班主任
年  限 28 辅导员

等工作年限

薄弱学校
或农村学
校任教情

况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承担主要工作任务 职务

1989-08-1992-07 临沂市河东区太平街道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教学 教师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承担主要工作任务 职务

1989-08-1992-07 临沂市河东区太平街道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教学、班
主任 教师

1992-08-1994-07 山东省临沂教育学院 学习 学生

1994-09-2006-07 山东省临沂市育成小学 小学语文教学，班
主任 教师

2006-08-至今 山东省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初中语文教学，班
主任 教师

近五年
继续
教育
情况

起止时间 培训学分 主要学习内容

2013-08-2014-09 149 山东省中小学万名骨干教师培训等

2014-10-2015-12 443 山东省临沂市国民教育领导干部高级研修班等
⋯⋯

2016-01-2016-12 226 北京师范大学沂蒙名校高级研修班等⋯⋯

2017-01-2017-12 176 《创新型人才开发》（2017年公需课）等⋯⋯

2018-01-2018-12 172 《新时期形势政策研读》（2018公需课）等⋯⋯

2019-01-2019-12 331 山东省省级集中培训项目优秀传统文化骨干教师
培训等⋯⋯

毕业院校及
专      业 山东省临沂师范学校,普师 现 专 业

技术职务 中小学高级教师 获得资格
时    间 2009-08 首聘时间

及 年 限 2013-12,三年

毕业院校及
专      业 山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 现兼任行

政 职 务
行政职务
任职时间

最后聘任
时间及聘
任总年限

2017-01至2020-
01,六年

0 教师资格种
类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学校所在地

城市 乡镇 农村 薄弱

√

任现职以来完成课堂教学工作情况

起止时间 讲授课程名称 学生人数 周学时数 总学时数

2013-09~2014-07 初中语文 106 19 380

2014-09~2015-07 初中语文 56 15 300

2015-09~2016-07 初中语文 50 13 260

2016-09~2017-07 初中语文 98 19 380

2017-09~2018-07 初中语文 50 15 300

2018-09~2019-07 初中语文 49 13 260

2019-09~至今 初中语文 95 19 380

任现职以来担任班主任或指导（辅导）社团工作情况

起止时间 班级及人数 成绩效果

2013-09~2014-07 八�一  八�二,106 校突出贡献奖 校优秀成绩奖  校优秀班主任  最受欢迎教师

2014-09~2015-07 九�一,56 校优秀教师  校优秀班主任  最受欢迎老师

2015-09~2016-07 七�一,50 临沂市优秀教学成绩奖  校优秀成绩奖 校优秀班主任

2016-09~2017-07 八�一,50 校优秀成绩奖  校优秀班主任

2017-09~2018-07 九�一,50 山东省特级教师  校优秀班主任

2018-09~2019-07 七�一,49 校优秀班主任  校优秀教育工作者

2019-09~至今 七.一  八.一,95 校优秀班主任  临沂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   临沂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任现职以来获得县级以上综合、德育、师德奖励情况（限3项）

时间 项目 等级 位次 批准机关

2017-08 山东省特级教师 省级 1/1 山东省教育厅

2019-07 临沂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 市级 1/1 临沂市教育局

2019-11 临沂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市级 1/1 临沂市人民政府

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获奖情况(限3项)

时间 项目 等级 位次 批准机关

2015-12 临沂市教学质量奖 市级 1/1 临沂市教育局人事科 临沂市教
育科学研究中心

2016-03 优秀教学质量奖 市直 1/1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2017-02 优秀教学质量奖 市直 1/1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任现职以来发表、出版的代表性论文、著作及编写教材、作品情况（限3项）

时间 题目 本人撰写部
分及字数 报刊或出版社 位次 备注

2019-04 《对“班级监控全方位覆盖”的思考》 3243 《教学与管理》 1/1

2019-07 《课间圈养的困囿与突破》 5938 《内蒙古教育》综
合版 1/1

2019-09 《俺们班的“劳动育人”》 5198 《内蒙古教育》综
合版 1/1

任现职以来完成教科研项目（包括校本教研）及获奖情况（限报3项）

时间 项目 等级 位次 批准部门

2014-07 180°创新作文活动训练系列 省级 1/1 山东省省级教学成
果评审委员会

2015-08 临沂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中学语文课堂“体验式作文”的探索与研
究》 市级 1/2 临沂市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01 临沂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班级主题教育活动体系构建研究》 市级 2/2 临沂市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任现职以来县级及以上公开课、示范课、专题讲座情况(限3项)

时间 科目 课题 范围 组织机构 评议意
见

2017-01 初中语文 《湖心亭看雪》 市直 临沂第三十
九中学

别具匠
心

2018-10 语文 《180°创新作文活动》 全国

全国小学名
师工作室联
盟 新作文杂

志社

一致好
评

2019-04 初中语文 《窗外是一幅画》 全国 新作文杂志
社

一致好
评

任现职以来指导课外教学实践活动及指导实验教学、信息技术建设(限3项)

起止时间 名称 内容 效果

2014-08~2014-09 2014年第二届“同题擂台”比赛 《课堂内外�创新作文》（初
中版） 金奖

2017-10~2017-11 2017年山东省“山东新华杯”中小学
国防知识竞赛

2017年山东省“山东新华杯
”中小学国防知识竞赛 初中组“最佳指导教师”

2018-05~2018-06 第十七届“新作文杯”中小学生放
胆作文大赛

“新作文杯”中小学生放胆作
文大赛 初中组优秀指导奖

任现职以来的政治思想表现、教育、教学及教研能力、工作成绩和履行职责等情况总结

一．教师师德及班级管理。课堂教学30年、做班主任28年，坚持尊重、陪伴、唤醒的教育理念，坚持做学生生
命成长的重要他人，带出了一大批进入清华、复旦及国外一流学府深造的学生，连续28年被评为校优秀班主任
，2009年被评为临沂市十佳教书育人标兵，2013年被评为临沂市十佳班主任。2019年被评为临沂市中小学优秀
班主任。              二．教育教学及教研科研。工作中实践“读书、思考、写作”的理念，坚持每日读书、每月发
一文。坚持编辑“班级日志”，每月一本，已60多本。多次举办省市级公开课。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
200多篇，仅2019年就在《教学与管理》《内蒙古教育》《教师博览》等中文核心、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文
章35篇，成为《班主任之友》的封面人物和年度作者，成为《教师博览》的封二人物。著、编《一个特级教师
的十二堂作文体验课》《体验作文》《作文医院》等15册书籍；其中《180°创新作文活动训练序列》在《课
堂内外？创新作文》连载，2014年被评为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主持市课题《中学语文课堂“体验式作
文”的探索与研究》已结题，参研三个省市级课题结题，两次获临沂市教科研成果一等奖。                   三．教学
成绩与荣誉获得。与学生共学习同成长。所带班级和学科总评连年全校第一， 2009年中考全市第一，连续三
届均获得临沂市优秀教学奖。2019年11月被评为临沂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9年7月被评为临沂市中
小学优秀班主任， 2017年8月被评为山东省特级教师，2013年被评为临沂市十佳班主任，2012年被评为山东省
教育科研先进个人，2011年举行省级公开课，2010年被评为“全省中学语文教学与研究优秀教师”，2009年9月
被评为“沂蒙名师”，同年还被评为“临沂市教学能手”“临沂市教科研能手”“临沂市十佳教书育人标兵
”，指导学生获全国作文大赛一等奖、特等奖十余次，所创的文学社被评为全国中小学校园“核心文学社”。
四．教育影响与师生成长。多年班主任生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他们的共性是学习习惯优良、品性阳光
善良、工作积极担当。李长河，复旦学生会主席，复旦双学士双硕士双博士；李昊元，2012年进入清华物理系
，2016年获得清华大学“叶企孙奖”，同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克劳林�罗伯特攻读
硕博；黄泰榕，2018年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王小云教授攻读硕博。“成长体验”的带班理念和“体
验作文”的教学理念影响了一大批老师和学生，体现理念的《一位特级教师的十二堂作文体验课》已出版，《
体验作文》等书籍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有关作文教学和班级管理的经验，先后在全市小学、中学教师作交流
，2013年为全市校长培训班作专题讲座，受邀在市内外50多所学校做汇报交流。2018年，成为临沂市首批名师
工作室主持人（初中语文仅一人）

诚信承诺:

本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任现职以来各年度
考核结果

2018，合格; 2017，合格; 2016，合格;
2015，优秀;

2014，优秀; 2013，合格;

学校（单位）综合评价意见

单位审核人签字：                               （公章）

学校（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任现职以来师德考
核情况

 2014优秀  2015优秀  2016优秀  2017优秀
2018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