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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基〔2021〕367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21年河南省中小学“书香校园、

书香班级”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厅直属实验学校：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广大师生养成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中小学“书香校园、书香班级”评选活动的通知》（教办基〔2021〕

178号）要求，经过学校和班级申请、各地遴选推荐、省级评审

公示等程序，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宁小学等 47所学校被认定为河南

省中小学“书香校园”，登封市北区小学六（6）班等 72个班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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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为河南省中小学“书香班级”，现予以公布。

希望获奖的学校和班级珍惜荣誉，不断进取，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各地各校要不断做实做细做好“书香校园、书香班级”

建设工作，确保学校阅读活动开展序列化、主题化、系统化和常

态化，将活动覆盖到每个班级、每个学生、每个家庭，切实把“书

香校园、书香班级”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进而推动全民

阅读工作。

附件：1.2021年河南省中小学“书香校园”名单

2.2021年河南省中小学“书香班级”名单

2021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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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河南省中小学“书香校园”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1 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宁小学

2 登封市书院河路小学

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4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5 开封市第三十三中学

6 开封市化建小学

7 洛阳市第五十六中学

8 汝阳县城关镇东街小学

9 洛阳市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

10 平顶山市卫东区雷锋小学

11 叶县第五小学

12 平顶山市第九中学

13 林州市第九中学

14 汤阴县光华小学

15 鹤壁市桃源小学

16 鹤壁市明志小学

17 新乡市第一中学

18 新乡市外国语小学

19 辉县市文昌小学

20 焦作市东环小学

21 焦作市解放区映湖路小学

22 濮阳市华龙区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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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23 清丰县和义路小学

24 南乐县第一高级中学

25 许昌市光明路小学

26 长葛市新区实验学校

27 许昌市毓秀路小学

28 漯河市第二实验中学

29 漯河市郾城区郾城小学

30 卢氏县实验小学

31 灵宝市大王镇第一初级中学

32 南阳市第十二小学校

33 南阳市第十四小学校

34 南阳市姜营小学

35 商丘市第一中学

36 商丘市第二实验小学

37 信阳市羊山新区第五小学

38 息县第三小学

39 周口市五一路小学

40 平舆县第二初级中学

41 驻马店市第二十四小学

42 济源市轵城镇实验中学

43 巩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44 兰考县惠民小学

45 滑县城关镇滑台路小学

46 河南宏力学校

47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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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河南省中小学“书香班级”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班级 班主任

1 登封市北区小学 六（6）班 申俊霞

2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二实验小学 五（6）班 魏国英

3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六（6）班 王靓

4 郑州市二七区兴华街第二小学 五（3）班 刘凌

5 郑州中学 八（9）班 马泽东

6 郑州市第六初级中学 八（10）班 牛淑娟

7 开封市静宜中学 八（5）班 王璐

8 开封市第五中学 高二（8）班 马艳丽

9 杞县大同小学 五（3）班 李露露

10 开封市开封县街小学 六（12）班 朱志林

11 开封市金明中学 八（10）班 陈芬

12 洛阳市实验小学 二（5）班 马永正

13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机车小学 四（5）班 虎倩

14 洛阳市涧西区中信小学 三（1）班 贾青青

15 洛阳市孟津区第一实验小学 四（5）班 吕娅煜

16 平顶山市第十四中学 七（9）班 杜杉杉

17 宝丰县香山路小学 五（3）班 李萌萌

18 平顶山市新华区实验小学 五（2）班 赵珂漫

19 平顶山市新城区闫口小学 三（1）班 郭叶萍

20 安阳市中华园小学 三（8）班 郜秀清

21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2020级 4班 高华华

22 浚县长丰小学 六（2）班 苏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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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班级 班主任

23 鹤壁市鹤翔小学 六（8）班 关珍珍

24 新乡市育才小学 五（2）班 韩平乐

25 延津县胜利路小学 一（4）班 张志芳

26 新乡市第十中学 2020级 10班 靳成会

27 新乡市新区小学 四（6）班 张娟

28 焦作市实验小学 六（5）班 朱利红

29 焦作市东环小学 三（4）班 王贝贝

30 博爱县许良镇泗沟学校 九（8）班 刘安琪

31 濮阳市绿城小学 四（2）班 宋瑞阁

32 濮阳市第三小学 四（3）班 张丽红

33 濮阳市第三中学 七（4）班 张朦朦

34 濮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三（1）班 叶丽明

35 长葛市第二小学 三（2）班 韩丽华

36 许昌实验小学 五（5）班 王丽

37 许昌市第十二中学 九（14）班 王伟松

38 漯河市郾城区郾城小学 四（4）班 樊艳丽

39 漯河市漯河小学 四（12）班 张威敏

40 灵宝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2002）班 崔金娣

41 三门峡市龙湖小学 五（1）班 余晶

42 南阳市姜营小学 三（3）班 张焕

43 方城县龙城小学 六（2）班 何秋菊

44 南阳市油田实验小学 四（3）班 岳小磊

45 南阳市油田第七中学 七（8）班 李璐

46 内乡县赵店乡中心小学 五（4）班 李晓丽

47 南阳市第三十一小学校 六（6）班 李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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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班级 班主任

48 南阳市第二十八小学校 五（3）班 尹荣燕

49 睢县实验小学 三（6）班 罗海娜

50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第八初级中学 七（1）班 林凤丽

51 虞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五（1）班 曹香芳

52 商丘市梁园区八一路小学 二（1）班 杨莹

53 夏邑县第一小学 五（6）班 董海英

54 信阳市第十三小学 五（8）班 涂雨

55 信阳市第七中学 八（7）班 余东芳

56 光山县第二完全小学 三（2）班 易林梅

57 新县首府实验学校 六（2）班 徐丹丹

58 淮滨县实验学校 七（26）班 孙玉青

59 信阳市羊山实验小学 四（6）班 冯云云

60 项城市工业路小学 五（2）班 周丹丹

61 驻马店市第二十八小学 二（4）班 闻留稳

62 济源市黄河路小学 四（8）班 琚卫锋

63 巩义市青龙山小学 六（1）班 张婉青

64 兰考县陇海路学校 八（1）班 刁慧慧

65 汝州市临汝镇回民小学 三（3）班 马婷婷

66 滑县城关镇滑台路小学 二（15）班 秦春莉

67 长垣市第三实验小学 二（2）班 王建丽

68 永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二（43）班 陈平

69 固始县第十三小学 六（3）班 胡广俊

70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八（12）班 刘恒

71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初 2003班 刘珂

72 河南省实验学校鑫苑外国语小学 四（5）班 杜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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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1年 12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