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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名单 

（共 159 名） 

   

北京市（3 名） 

陈姗 （女） 海淀区五一小学校长 

柳茹 （女） 北海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郭福  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天津市（3 名） 

陈蔷 （女） 和平区第五幼儿园园长、党支部副书记 

郭琳 （女）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学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常凤奎  宝坻区第五中学副校长 

河北省（7 名） 

冯俊新  滦南县第一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刘少坤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系主任 

李翠林 （女） 河北师范大学管理干部 

张瑞荣 （女） 魏县第一中学校长 

陈桂林  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回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郭秀琴 （女） 石家庄市维明路小学校长 

曹德章  涞水县赵各庄学区总校校长 

山西省（5 名） 

王平 （女） 忻州市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 

陈晶 （女） 侯马市紫金山街小学校长 

罗建国  盂县第一中学校长 

姚瑞勇  垣曲中学校长 

温娟 （女） 山西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分团委书记 

内蒙古自治区（4 名） 

王亚兰 （女，蒙古族）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镇第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李秀芬 （女）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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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山  内蒙古民族大学教务处处长 

温荔清 （女） 赤峰二中国际实验学校校长 

辽宁省（6 名） 

邓华 （女） 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校长 

任东霞 （女） 鞍山市华育外国语实验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刘喜彦 （女，满族） 本溪市第十二中学校长 

李振权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校长 

张颂娟 （女）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建筑工程系党总支书记 

武桂梅 （女） 辽宁职业学院心理健康教研室主任 

吉林省（4 名） 

肖利敏 （女） 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副校长 

佟鑫 （女，满族） 吉林农业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兼学工办主任 

姜世香 （女，满族） 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姚丽华 （女） 梅河口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黑龙江省（5 名） 

马书彬  黑河市第五小学校长 

王利辉  鸡东县第二中学副校长 

周瑛 （女） 哈尔滨市风华中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高俊芬 （女） 伊春林业学校学生科副科长 

谭旭红 （女） 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上海市（3 名） 

李凡 （女） 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处）思政工作办公室主任 

张帆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电子工业学校）中专部副主

任 

徐晓唯 （女） 大宁国际小学校长 

江苏省（8 名） 

王文英 （女） 太仓市高新区第二小学校长 

刘婷 （女） 徐州市青年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李昆益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素质教育与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 

李楠 （女）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学生科科长 

金党琴 （女）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孟富林  句容市后白中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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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忠  姜堰第二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臧雷  连云港市教育局副局长 

浙江省（5 名） 

邓加富  青田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沈忠华  杭州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 

郭连清  仙居中学校长 

蔡小雄  杭州高级中学校长 

熊德华 （女） 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中心小学党委书记、校长 

安徽省（6 名） 

卞光文  
安徽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党

委书记 

方建福  宣城市教研室主任 

郑桂元  蚌埠高新实验学校校长 

费广海  合肥市南门小学校长 

徐晓蓉 （女）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副园长 

高兰 （女） 六安市城北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福建省（5 名） 

王心晨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院长 

刘炳河  漳平市教育局副局长 

欧捷  南平市高级中学校长 

郑伟山  莆田第六中学副校长 

蔡世水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副校长 

江西省（5 名） 

尤琳 （女）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刘小图  新余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揭志刚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学教研室主任、外科学总论教研室

主任 

赖晓辉 （女） 兴国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薛开明  遂川县戴家埔中心小学校长 

山东省（10 名） 

于晓明  山东师范大学财务处处长 

王立华 （女） 莒南县第一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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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强  济南市胜利大街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牛少健  淄博市淄川区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飞  枣庄市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李岩  济宁市第一中学校长 

杨国营  广饶县广饶街道颜徐学校校长 

陈颂军  烟台市祥和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鹿爱龙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董斌  惠民县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河南省（10 名） 

王焕银 （女） 濮阳市华龙区第一中学校长 

刘现营  郸城县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玉美 （女） 新乡市第十中学校长 

李立峰  河南省幼儿师范学校校长、党委副书记 

杨曦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处长 

谷松雅 （女） 舞钢市第一小学校长 

宋光彩  滑县第六高级中学党总支书记 

张琳 （女） 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文科一室副主任 

韩玉奎  济源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韩松  郑州市中原区郑州市第一中学校长 

湖北省（6 名） 

冯发柱  宜昌市西陵区教育局副局长 

吕学文  宜城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李大春  荆州市荆州区教育局党组副书记 

何欢  蕲春县第二实验中学校长 

郭方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 

黄政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 

湖南省（7 名） 

石金先 （苗族） 凤凰县沱江镇箭道坪小学校长 

卢波  岳阳市岳阳楼区白杨坡小学校长 

孟玲 （女） 南县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袁红梅 （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校心理中心主任 

曹汉庆 （女）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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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树茗  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燕立国  桃源县第一中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广东省（9 名） 

王磊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原副院长、临床研究中心机构主任、外

五科主任 

朱华伟  深圳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刘子增  紫金县紫城中学校长 

汤剑文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肖起清  肇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周晖 （女）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副校长 

黄进添  惠州市华罗庚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彭娅 （女）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校长 

蔡艳玲 （女） 连州市连州中学教研处副主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5 名） 

汤志华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农贵 （壮族）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系分团委书记 

吴天元  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校长助理兼学生科科长 

陆铭中  来宾市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姚秋芳 （女） 玉林市福绵区新桥镇中心小学副校长 

海南省（2 名） 

吕锐 （女） 三亚市第九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钱芳 （女） 海南省机关幼儿园副园长 

重庆市（3 名） 

田祥平  南开中学校长 

张令兵 （土家族） 黔江区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戴德侨  北碚区复兴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四川省（9 名） 

冯渝  广安友谊中学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 

杨尚薇 （女）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张平原  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张鲲  绵阳市游仙区慈济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林观乾  凉山州民族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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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平  兴文第二中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涂刚  南充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宾亚君 （女） 资阳市雁江区马鞍九年义务教育学校校长 

康国政  西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贵州省（4 名） 

龙安波 （侗族） 榕江县水尾水族乡中心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欧阳 （女）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辅导员 

郑龙 （白族） 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小学校长 

覃弘 （女） 贵阳市南明区尚义路小学校长 

云南省（5 名） 

兰元青 （女） 云南省圆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刘从才  永胜县第一中学副校长 

刘应波 （女）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工商与信息学院副院长 

陆利增 （白族） 鹤庆县六合初级中学校长 

陈新  云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 

西藏自治区（2 名） 

肖斌  日喀则市教育局师资管理科干部 

格桑占堆 （藏族）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部副主任 

陕西省（5 名） 

刘兴锋  商南县鹿城中学校长 

李剑利  西北大学教务处处长 

杨安平  宁强县铁锁关镇初级中学校长 

杨建平  咸阳市秦都区职业教育中心校长 

陈象岚 （女） 陕西省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园长 

甘肃省（3 名） 

司大刚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水利与电力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

记、副院长 

何生玉  武威市凉州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孟学蕴 （女） 镇原县幼儿园园长 

青海省（2 名） 

叶庆华  青海省教育信息中心技术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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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进  海东市第三中学校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2 名） 

张波  宁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 

周晓玲 （女，回族） 吴忠市利通区第十五小学校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 名） 

闫红梅 （女） 吉木萨尔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杨璇  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张培 （女） 新疆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辅导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 名） 

高妍 （女） 塔里木大学学生工作部（处）教育管理科副科长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2 名） 

姚丽红 （女） 中部战区空军保障部幼儿园园长 

操红武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军事理论创新与作战实验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