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安阳市2021年度中小学先进班集体名单
一、先进班集体名单（713个）

单 位  班级 班主任

1. 县 （ 市 、 区) ) 普通中小学 （574 个 ）

序号 安阳县（45个）

1 安阳县白璧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6）班 张素英

2 安阳县白璧镇第二初级中学 九（2）班 李艳芬

3 安阳县白璧镇白璧集中心小学 六（4）班 魏艳新

4 安阳县白璧镇北白璧中心小学 五（3）班 王晓琳

5 北大新世纪附属实验学校安阳分校 九（3）班 赵静

6 安阳县北郭乡北郭店小学 三（1）班 闫凤云

7 安阳县北郭乡第一初级中学 七（2）班 李玲

8 安阳县北郭乡第一初级中学 八（5）班 孟海军

9 安阳县崔家桥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1）班 杨荣杰

10 安阳县崔家桥镇康宋村小学 三（1）班 程广丽

11 安阳县崔家桥镇中海初级中学 八（2）班 杨丽伟

12 安阳县韩陵镇李家山小学 四（1）班 华飞飞

13 安阳县韩陵镇初级中学 七（5）班 郭爱青

14 安阳县韩陵镇初级中学 八（5）班 牛桂红

15 安阳县吕村镇李河干小学 一（1）班 牛慧丽

16 安阳县吕村镇张中上共青希望小学 六（2）班 许焕英

17 安阳县吕村镇第二初级中学 九（12）班 关海叶

18 安阳县吕村镇第二初级中学 九（13）班 冯国灏

19 安阳县瓦店乡后曲店中心小学 六（1）班 张庆林

20 安阳县瓦店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1）班 薛玉霞

21 安阳县瓦店乡第二初级中学 九（3）班 张合英

22 安阳县第二高级中学附属初中 八（1）班 郝艳娟

23 安阳县第二高级中学附属初中 九（6）班 王敏



24 安阳县永和乡赵奇小学 九（1）班 李军伟

25 安阳县永和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12）班 张晶芬

26 安阳县永和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2）班 楚淑霞

27 安阳示范区飞翔中学 九（9）班 李鑫英
杰

28 安阳县高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三）班 常艳芬

29 安阳县高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七（三）班 奚红军

30 安阳县高庄镇第三初级中学 八（一）班 王海燕

31 安阳县辛村镇崔李高利小学 三（1）班 王伟

32 安阳县辛村镇张太保小学 二（1）班 王艳艳

33 安阳县辛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5）班 雷敬娜

34 安阳县辛村镇第二初级中学 九（1）班 曹艳霞

35 安阳县高级中学 高一(15)班 韩艳清

36 安阳县高级中学 高二(13)班 马艳芬

37 安阳县高级中学 高三(9)班 崔红梅

38 安阳县高级中学 高三(21)班 李亭枝

39 安阳县实验中学 高一（7）班 李红艳

40 安阳县实验中学 高二（16）班 张嘉

41 安阳县实验中学 高三(19)班 王中华

42 安阳县实验中学 高三(8)班 王清俊

43 安阳县安阳市安东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13）班 宋晨曦

44 安阳县安阳市安东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一（5）班 张志岗

45 安阳县第七中学 高一（6）班 敦书静

序号 林州市（110个）

1 林州市黄华镇第四初级中学 九（6）班 秦苏莉

2 林州市黄华镇二龙庙学校 五（1）班 王伏军

3 林州市黄华镇付水洼学校 二（3）班 张军青

4 林州市合涧镇第一初级中学 七（2）班 牛小丽

5 林州市合涧镇第二初级中学 六（3）班 崔小梅

6 林州市合涧镇第三初级中学 九（2）班 董建芳



7 林州市桂林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2）班 李肄萃

8 林州市原康镇中心小学 一（1）班 秦玉贤

9 林州市原康镇第一中学 七（1）班 宋剑华

10 林州市茶店镇茶店学校 四（1）班 王建云

11 林州市茶店镇中心小学 五（4）班 郭青凤

12 林州市临淇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1）班 李彩红

13 林州市临淇镇第一初级中学 七（5）班 孙建云

14 林州市临淇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10）班 张海风

15 林州市五龙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4）班 任山青

16 林州市五龙镇石阵小学 四（1）班 徐林杰

17 林州市东姚镇伯文中心小学 四（1）班 马永强

18 林州市采桑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5）班 郝振茂

19 林州市横水镇中心小学 三（2）班 常亚飞

20 林州市横水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6）班 李军艳

21 林州市陵阳镇北陵阳学校 五（2）班 莫红艳

22 林州市河顺镇第二初级中学 八（2）班 魏瑞林

23 林州市河顺镇河顺学校 五（5）班 郝伟宏

24 林州市河顺镇杨家营学校 四年级 高洁

25 林州市东岗镇中心小学 五（2）班 王保芳

26 林州市东岗镇东卢寨学校 六（1）班 付瑞香

27 林州市任村镇井头学校 四（1）班 岳保玉

28 林州市任村镇第三初级中学 七（1）班 王培霞

29 林州市姚村镇西丰学校 七（1）班 李云芬

30 林州市姚村镇太平学校 五（1）班 路富强

31 林州市姚村镇西牛良学校 四（1）班 李晓静

32 林州市石板岩镇郭家庄小学 二（1）班 李燕

33 林州市石板岩镇石板岩小学 三（1）班 张艳萍

34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 五（8）班 李艳芳

35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 四（8）班 李振云



36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四（4）班 常虹

37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四（2）班 邓国玉

38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六（2）班 桑海霞

39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 六（5）班 张俊丽

40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 五（4）班 常林云

41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政北校 四（10）班 靳媛丽

42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政北校 三（1）班 曲晓梅

43 林州市第三小学 二（5）班 李瑞丽

44 林州市第三小学 四（8）班 王向丽

45 林州市第三小学 六（8）班 杨静

46 林州市庙前街小学 四（2）班 王海芳

47 林州市庙前街小学 二（3）班 牛彩云

48 林州市第四小学 六（8）班 郭美红

49 林州市第四小学 二（3）班 王保莲

50 林州市长安小学 二（1）班 元晓岚

51 林州市长安小学 一（1）班 李瑞芳

52 林州市第五小学 四（2）班 冯晓丽

53 林州市第五小学 四（5）班 冯林芳

54 林州市第六小学 五（1）班 赵爱青

55 林州市第六小学 一（1）班 郭晓利

56 林州市第八小学 六（3）班 黄庆艳

57 林州市第八小学 一（6）班 付俊丽

58 林州市第九小学 二（7）班 马会云

59 林州市第九小学 三（9）班 郝平

60 林州市第九小学 三（8）班 刘文梅

61 林州市桂园学校 三（5）班 申真香

62 林州市桂园学校 四（5）班 马玉青

63 林州市桂园学校 五（7）班 张爱青

64 林州市振林学校 六（3）班 王华平



65 林州市振林学校 三（3）班 郭艳慧

66 林州市第七中学 九（15）班 李彦芳

67 林州市第七中学 八（5）班 崔姗姗

68 林州市第九中学 七（1）班 张淑静

69 林州市第九中学 八（9）班 马炎

70 林州市政北中学 九（10）班 张学峰

71 林州市政北中学 九（9）班 李华

72 林州市第十中学 八（14）班 杨云

73 林州市黄华镇第六初级中学 七（1）班 王晓庆

74 林州市第十三中学 九（2）班 刘杰军

75 林州市第七小学 六（5）班 郭向利

76 林州市第七小学 三（5）班 石慧

77 林州市西街学校 九（2）班 韩俊芳

78 林州市林钢学校 六（2）班 杨永新

79 林州市龙山中学 九（4）班 郭淑芳

80 林州市龙山中学 九（6）班 苏小凤

81 林州市阜民中学 九（5）班 王超云

82 林州市阜民中学 九（7）班 王晓青

83 林州市红旗渠大道学校 四（8）班 李新云

84 林州市红旗渠大道学校 五（6）班 魏晴晴

85 林州市红旗渠大道学校 九（1）班 张鹏丽

86 林州市林虑中学 九（3）班 崔晓慧

87 林州市林虑中学 高三（2）班 蔡美红

88 林州市世纪学校 高三（8）班 魏晓瑞

89 林州市开元学校 九（1）班 牛新凤

90 林州市太行致远学校 七（1）班 杨振林

91 林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11）班 王庆阳

92 林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6）班 贾志伟

93 林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10）班 唐艳伟



94 林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5）班 张朋利

95 林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17）班 李玉明

96 林州市第二中学 高一（11）班 王庆锋

97 林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10）班 刘振杰

98 林州市第二中学 高三（3）班 方林

99 林州市第二中学 高三（8）班 梁海霞

100 林州市第三中学 高一（8）班 张军彦

101 林州市第三中学 高一（14）班 王海英

102 林州市第三中学 高三（7）班 李庆军

103 林州市第三中学 高三（4）班 元军亮

104 林州市实验中学 高一（5）班 张君芳

105 林州市实验中学 高二（14）班 贾军强

106 林州市实验中学 高三（8）班 王芳

107 林州市实验中学 高三（10）班 田磊

108 林州市实验中学 高三（11）班 石晓芳

109 林州市四新中学 高二（6）班 李剑飞

110 林州市外国语学校 高二（6）班 倪青

序号 汤阴县（53个）

1 汤阴县白营镇桃源学校 六（1）班 李现瑞

2 汤阴县菜园镇东街学校 六（3）班 申海芹

3 汤阴县德贤小学 四（2）班 秦保平

4 汤阴县伏道镇七涧小学 三（1）班 付小永

5 汤阴县古贤镇南周流学校 四（1）班 孙晨茹

6 汤阴县光华小学 五（4）班 马秀英

7 汤阴县任固镇李施济中心小学 三（1）班 赵健美

8 汤阴县文王小学 一（1）班 吴艳华

9 汤阴县文王小学 六（13）班 吕娜

10 汤阴县五陵镇镇抚寨中心学校 三（1）班 周艳军

11 汤阴县夏都小学 五（2）班 于卫华



12 汤阴县向阳路小学 一（2）班 司秀君

13 汤阴县向阳路小学 二(3)班 崔雪娇

14 汤阴县星阁路小学 五（2）班 张莉

15 汤阴县星阁路小学 六（9）班 王石利

16 汤阴县岳飞小学 四（2）班 于丽娟

17 汤阴县岳飞小学 六（5）班 李天翔

18 汤阴县政通路小学 五（6）班 李小利

19 汤阴县政通路小学 二（1）班 靳静

20 汤阴县中华路小学 一（4）班 杨杰

21 汤阴县菜园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4） 胡海强

22 汤阴县伏道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4）班 王天馨

23 汤阴县古贤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3）班 戴万雪

24 汤阴县韩庄镇第二初级中学 八（1）班 马宏宾

25 汤阴县人民路中学 九（3）班 朱洪光

26 汤阴县人民路中学 八（11）班 王瑞红

27 汤阴县实验中学 八（4）班 刘越

28 汤阴县实验中学 九（9）班 周慧娟

29 汤阴县任固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3）班 程书琪

30 汤阴县瓦岗乡第一初级中学 七（4）班 黄志鹏

31 汤阴县文王中学 八（11）班 戴雪丽

32 汤阴县文王中学 九（11）班 郎红军

33 汤阴县文星中学 七（6）班 冯云燕

34 汤阴县文星中学 九（4）班 路秀娟

35 汤阴县五陵镇第二初级中学 九（3）班 张珊珊

36 汤阴县五陵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1）班 申希英

37 汤阴县宜沟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1）班 范永恒

38 汤阴县岳飞中学 七（8）班 冯建华

39 汤阴县岳飞中学 九（7）班 贺小玲

40 汤阴县中华路中学 八（2）班 申雪峰



41 汤阴县中华路中学 七（10）班 袁纯纯

42 汤阴县第一中学（初中部） 七（3）班 许改凤

43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一1班 温莹超

44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一2班 孙用梨

45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一3班 刘彩娜

46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一15班 刘博

47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一29班 王超

48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一39班 马兰月

49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一41班 张红伟

50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二1班 李治国

51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二11班 王子龙

52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二30班 常丽娜

53 汤阴县第一中学 高三30班 裴建伟

序号 内黄县（80个）

1 内黄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3）班 张娟丽

2 内黄县城关镇第三初级中学 九（7）班 杨利芳

3 内黄县城关镇第十三中心小学 二（1）班 樊晓洁

4 内黄县城关镇第三小学 六（1）班 张爱菊

5 内黄县城关镇第三小学 三（2）班 张瑞玲

6 内黄县张龙乡第一初级中学 八（5）班 谢献美

7 内黄县张龙乡第五小学 一（1）班 樊俊霞

8 内黄县马上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7）班 李洋洋

9 内黄县马上乡第二小学 六（1）班 许继宾

10 内黄县马上乡第七小学 四（1）班 李淑红

11 内黄县东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7）班 刘福祥

12 内黄县东庄镇第二初级中学 九（4）班 王永花

13 内黄县高堤乡第九小学 二（1）班 苏珍珠

14 内黄县亳城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5）班 李小抗

15 内黄县亳城镇第一小学 六（1）班 刘红敏



16 内黄县井店镇第八小学 四（1）班 刘永刚

17 内黄县二安镇第六小学 五（1）班 韩敏

18 内黄县二安镇刘庄小学 四（1）班 徐自强

19 内黄县六村乡第一小学 四 （3）班 常路娜

20 内黄县梁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6）班 叶宇航

21 内黄县中召乡第二小学 二（1） 王永胜

22 内黄县后河镇杨固小学 一（1）班 张雪娟

23 内黄县楚旺镇第八小学 二（1）班 何海静

24 内黄县宋村乡第二小学 五（1）班 马薛芮

25 内黄县田氏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1） 李素英

26 内黄县石盘屯乡第七小学 四（2)班 周士杰

27 内黄县豆公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1）班 邢红艳

28 内黄县实验小学 二（4）班 李卉

29 内黄县实验小学 六（1）班 张俊英

30 内黄县实验小学 五（6）班 王俊英

31 内黄县实验小学 二（6）班 肖军

32 内黄县实验小学 五（3）班 吴晓叶

33 内黄县第二实验小 六（1）班 张芳霞

34 内黄县第二实验小 二（5）班 刘瑞平

35 内黄县第二实验小 二（6）班 刘霄蕴

36 内黄县第三实验小学 二（4）班 姜肖静

37 内黄县第三实验小学 六（6）班 董利平

38 内黄县第三实验小学 三（2）班 张娟

39 内黄县第三实验小学 二（10）班 杜志敏

40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六（1）班 黄利娜

41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五（1）班 李萍

42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二（8）班 闫海玲

43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一（4）班 王连芬

44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二（1）班 田艳敏



45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二（2）班 赵永红

46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三（3）班 张九丁

47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六（1）班 王颖

48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六（2）班 王社芳

49 内黄县第七实验小学 二（7）班 王敏敏

50 内黄县第七实验小学 三（1）班 马红娜

51 内黄县第七实验小学 五（7）班 王晓娜

52 内黄县第八实验小学 三（3）班 王利敏

53 内黄县第八实验小学 四（8）班 凡春霞

54 内黄县第八实验小学 五（8）班 刘翠玲

55 内黄县向阳路小学 三（7） 杜越

56 内黄县向阳路小学 三（1） 张瑞霞

57 内黄县繁阳小学 二（1）班 吴艳

58 内黄县繁阳小学 二（8）班 杨少华

59 内黄县繁阳小学 二（3）班 张晓东

60 内黄县实验中学 九（9）班 张晓丽

61 内黄县实验中学 九（5）班 秦利娜

62 内黄县实验中学 九（10）班 王曼

63 内黄县实验中学 九（24）班 张艳博

64 内黄县实验中学 九（3）班 王艳玲

65 内黄县特殊教育学校 培智四（1）班 董小嘉

66 内黄县第二高级中学 高三（5）班 王振军

67 内黄县第四高级中学 高一（7）班 王素平

68 内黄县第四高级中学 高二（3）班 孔晨娟

69 内黄县第四高级中学 高三（1）班 张慧利

70 内黄县第四高级中学 高三（17）班 苏艳红

71 内黄县第一中学 高三（29）班 王晓娟

72 内黄县第一中学 高一（39）班 陈慧丽

73 内黄县第一中学 高二（4）班 葛坤峰



74 内黄县第一中学 高三（36）班 张红敏

75 内黄县第一中学 高二（21）班 姜红安

76 内黄县第一中学 高三（19）班 陈雷 

77 内黄县第一中学 高三（31）班 刘亚州

78 内黄县第一中学 高三（12）班 董伟亮

79 内黄县第一中学 高二（29）班 张义民

80 内黄县第一中学 高三（2）班 李芹英

序号 文峰区（104个）

1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二（4）班 王文霞

2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三（3）班 耿杜娟

3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五（2）班 茹敏

4 安阳市三官庙小学 五（4）班 于伟

5 安阳市三官庙小学 五（5）班 牛晓艳

6 安阳市汪家店小学 六（3）班 黄永红

7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六（3）班 王蕊

8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六（1）班 许冰

9 安阳市文峰区育才小学 五（7）班 刘菲

10 安阳市文峰区育才小学 三（2）班 李艳飞

11 安阳市红庙街小学 六（2）班 刘艳玲

12 安阳市红庙街小学 六（7）班 李艳英

13 安阳市东门小学 五（6）班 靳小慧

14 安阳市西大街小学 六（1）班 李伟

15 安阳市建安小学 六（4）班 董志慧

16 安阳市建安小学 三（2）班 杜曼

17 安阳市大营小学 二（2）班 王芳

18 安阳市北门西小学 五（4）班 朱姗姗

19 安阳市文惠小学 六（2）班 韩冰

20 安阳市东工路小学 四（2）班 王相军

21 安阳市文峰区第二实验小学 五（1）班 赵晋樱



22 安阳市东关小学 二（1）班 常海燕

23 安阳市南关小学 四（1）班 马丽芹

24 安阳市银鹭小学 六（2）班 乔艳君

25 安阳市银鹭小学 四（4）班 李萌萌

26 安阳市西关小学 六（1）班 马爱清

27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 四（5）班 张静

28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 一（1）班 裴菲

29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南校 六（7）班 韩秀芬

30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南校 六（2）班 杨淑倩

31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 六（4）班 刘九菊

32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 四（10）班 许丹

33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小学 六（2）班 宋丽敏

34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小学 五（1）班 梁海霞

35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小学 四（5）班 郭丽颖

36 安阳高新区商颂小学 四（6）班 祖爱梅

37 安阳高新区商颂小学 二（1）班 张鑫

38 安阳市文峰区博雅小学 三（1）班 孙志娟

39 安阳市文峰区明德小学 五 (1) 班 周利德

40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黎元小学 五（1）班 王雪姣

41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东风小学 四（1）班 郜晓燕

42 安阳市飞翔学校(小学部) 二（4）班 李冰歆

43 安阳市飞翔学校(小学部) 三（7）班 刘楠

44 安阳市飞翔学校(小学部) 五（4）班 刘璐霞

45 安阳市第四中学 八（3）班 徐志琴

46 安阳市第四中学 八（5）班 张树华

47 安阳市第四中学 九（8）班 张丽

48 安阳市第五中学 七（1）班 胡艳

49 安阳市第五中学 八（22）班 韩丽萍

50 安阳市第五中学 八（18）班 许张笑



51 安阳市第五中学 八（5）班 韩扬

52 安阳市第五中学 九（9）班 盛昊

53 安阳市第五中学 九（14）班 张娜娜

54 安阳市第五中学 九（12）班 崔伟花

55 安阳市第八中学 八（2）班 刘霞

56 安阳市第八中学 八（13）班 邢雪妍

57 安阳市第八中学 九（4）班 高强

58 安阳市第八中学 九（5）班 张永超

59 安阳市第八中学 九（11）班 王珂

60 安阳市第八中学 九（14）班 张瑞

61 安阳市第八中学 九（15）班 张岩

62 安阳市第八中学 九（22）班 王晓华

63 安阳市第八中学 九（23）班 马利丹

64 安阳市第九中学 九（4）班 牛静

65 安阳市第九中学 九（3）班 曹东

66 安阳市第九中学 九（7）班 乔瑞娟

67 安阳市第九中学 七（3）班 代淑云

68 安阳市第十中学 八（4）班 吕鹏艳

69 安阳市第十中学 九（9）班 王雯丽

70 安阳市第十中学 九（10）班 杨利红

71 安阳市第十中学 九（12）班 张冰冰

72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 八（10）班 王海玉

73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 九（2）班 王兰兰

74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 九（6）班 李欢

75 安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九（2）班 张琪

76 安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九（5）班 朱旭

77 安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九（10）班 刘星

78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八（2）班 吴春花

79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九（1）班 郭静



80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九（4）班 董国艳

81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九（5）班 杨莉华

82 安阳市光华中学 九（4）班 原佳佳

83 安阳市光华中学 八（6）班 苏文宁

84 安阳市光华中学 八（9）班 张鹏飞

85 安阳市光华中学 九（2）班 张紫茵

86 安阳正一中学 七（7）班 唐洁汝

87 安阳正一中学 八（3）班 裴晓佩

88 安阳正一中学 九（2）班 张晓雪

89 安阳市昼锦中学 七（8）班 李晓珂

90 安阳市昼锦中学 七（36）班 郑小皎

91 安阳市昼锦中学 八（7）班 霍燕

92 安阳市昼锦中学 八（24）班 乔义坡

93 安阳市昼锦中学 九（5）班 陈洪娟

94 安阳市昼锦中学 九（7）班 石齐美

95 安阳市昼锦中学 九（11）班 常晓霞

96 安阳市昼锦中学 九（19）班 王黛丽

97 安阳市昼锦中学 九（22）班 杨琰

98 安阳市昼锦中学 九（34）班 李静

99 安阳市飞翔学校 九（3）班 刘爱国

100 安阳市飞翔学校 九（7）班 李冬

101 安阳市飞翔学校 九（9）班 姚晓梅

102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一中 八（1）班 朱玉英

103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一中 八（6）班 周永丽

104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二中 八（1）班 韩改英

序号 北关区（48个）

1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 四（4）班 辛朝丽

2 安阳市北关区文博源小学 五（7）班 贺丹

3 安阳市北关区文博源小学 六（10）班 陈萍



4 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三（1）班 牛丽娟

5 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三（7）班 胡瑛

6 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六（1）班 王书霞

7 安阳市永安街小学 五（4）班 刘会飒

8 安阳市灯塔路小学 二（4）班 张晓丽

9 安阳市灯塔路小学 六（6）班 赵海艳

10 安阳市健康路小学 六（2）班 安莉

11 安阳市盘庚小学 二（3）班 杨秀娟

12 安阳市盘庚小学 三（5）班 高霞

13 安阳市永安东街小学 六（6）班 王彩云

14 安阳市安阳桥小学 四（4）班 李新凤

15 安阳市胜利路小学 五（3）班 朱丽军

16 安阳市翰林小学 四（1）班 韩晓路

17 安阳市翰林小学 五（7）班 张红艳

18 安阳市中华园小学 三（1）班 谢欣欣

19 安阳市曙光小学 五（4）班 扈慧玲

20 安阳市西漳涧小学 六（1）班 王敏

21 安阳市崇义小学 六（1）班 李耀楠

22 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东方红小学 六（2）班 李美翠

23 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长青屯小学 二（1）班 王秀娟

24 安阳市北关区建业城学校 五（2）班 张爱红

25 安阳市第六中学 七（1）班 郑俊朝

26 安阳市第六中学 八（2）班 王基丹

27 安阳市第六中学 九（12）班 王玲

28 安阳市第七中学 九（1）班 李强

29 安阳市第七中学 九（20）班 李富华

30 安阳市第七中学 九（2）班 刘红梅

31 安阳市第七中学 九（13）班 冯书琴

32 安阳市第七中学 九（5）班 王志远



33 安阳市第三十四中学 九（10）班 张志军

34 安阳市第三十四中学 九（9）班 董丽

35 安阳市曙光学校 九（1）班 康瑞

36 安阳市曙光学校 九（2）班 王春霞

37 安阳市曙光学校 七（1）班 翟鑫

38 安阳市曙光学校 七（9）班 秦春荣

39 安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七（2）班 王静娜

40 安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八（9）班 冯建中

41 安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九（1）班 李红星

42 安阳市胜利中学 九（4）班 蔡军委

43 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4）班 张书莉

44 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第二初级中学 七（3）班 史艳玲

45 安阳市北关区建业城学校 九（5）班 张壮

46 安阳市北关区莲花学校 七（8）班 王亚楠

47 安阳市北关区新坐标学校 九（1）班 尚岩超

48 安阳市北关区永兴学校 高一（1）班 谢瑾

序号 殷都区（101个）

1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一(1)班 王娟娟

2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一(10)班 赵立强

3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3）班 徐军广

4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4）班 王世红

5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21）班 王瑞

6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2）班 乔翠萍

7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12）班 景翠芬

8 安阳市殷都区第二高级中学 高二（1）班 王跃军

9 安阳市殷都区第二高级中学 高三（3）班 刘保松

10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8）班 林卫霞

11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19)班 李艳莉

12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20)班 李晶晶



13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二初级中学 九（5）班 代丽君

14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三初级中学 九（3）班 宋晓庆

15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三初级中学 九（5）班 任向花

16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三初级中学 八（6）班 刘玉红

17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正心初级中学 七（7）班 王秀玉

18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正心初级中学 九（7）班 李雪贞

19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一实验中学 九（5）班 刘肖敏

20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一实验中学 八（3）班 张改霞

21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东街小学 六（1)班 牛梅松

22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南关小学 五（1）班 李娟

23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南固现小学 三（2）班 刘志红

24 安阳市殷都区正心小学 四（6）班 董瑞娟

25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许朴小学 五(2)班 向青静

26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北环路小学         五（1）班 王永卫

27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东北街小学 六（2）班 王庆平

28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蒋村第一实验小学 五（2）班 付海平

29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3）班 尚红艳

30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第二初级中学 七（1）班 吴鑫

31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都里小学 四（2）班 王伟丽

32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李珍中心小学 六（2）班 吴艳珍

33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5)班 李振娇

34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8)班 吴霄

35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第二初级中学 七（2）班 吴艳芳

36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东积善小学 五（1）班 冯静

37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东街小学 四（1）班 李芳

38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南街小学 四（2）班 牛文丽

39 安阳市殷都区伦掌镇第二初级中学 七（1）班 刘伟

40 安阳市殷都区伦掌镇第四初级中学 七（3）班 谭丽波

41 安阳市殷都区伦掌镇东柏涧小学 二（1）班 张美芳



42 安阳市殷都区伦掌镇许炉小学 五（1）班 王红娟

43 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2）班 王晓丽

44 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5）班 田凤兰

45 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第二初级中学 七（2）班 陈卫东

46 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西子针中心小学 六（2）班 韩海芹

47 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黄口中心小学 四（1）班 张玉红

48 安阳市殷都区磊口乡北山庄小学 四（1）班 刘保清

49 安阳市殷都区磊口乡第三初级中学 九(1)班 张海霞

50 安阳市殷都区磊口乡上庄小学 六（1）班 高云艳

51 安阳市殷都区磊口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1)班 袁晓莉

52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1）班 董卫华

53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第二初级中学 七（1）班 董新涛

54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第二初级中学 九（1）班 刘方超

55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第二初级中学 九（10）班 王小丹

56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西夏寒小学 一（1）班 刘丽娟

57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曲沟小学 四（3）班 张莹

58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南曲沟小学 六（3）班 杨白杨

59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1）班 张慧玲

60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5）班 宋小萌

61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第三初级中学 八（4）班 陈瑞娟

62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第三初级中学 九（1）班 李秀娟

63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实验小学 四（1）班 刘小敏

64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郭家屯小学 三（1）班 许杰

65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昌泰希望小学 六（1）班 李梦南

66 安阳市殷都区洪河屯乡第一初级中学 九（3）班 王艳红

67 安阳市殷都区洪河屯乡第二初级中学 七（1）班 李培

68 安阳市殷都区洪河屯乡第三初级中学 七（3）班 张莹

69 安阳市殷都区洪河屯乡第一中心小学 一(1)班 郭伟

70 安阳市殷都区洪河屯乡启明学校 六（2）班 马慧



71 安阳市殷都实验中学 八（2）班 秦朝君

72 安阳市殷都外国语中学 八（2）班 屈学师

73 安阳市殷都育才中学 八（1）班 韩小丹

74 安阳市安林学校 八（2）班 徐小丹

75 安阳市安林学校 五（2）班 蔡瑞艳

76 安阳市虹桥中学 九（4）班 孙苗苗

77 安阳市虹桥中学 八（4）班 赵柯楠

78 安阳市幸福中学 九（2）班 耿艳鑫

79 安阳市幸福中学 九（4）班 王晓艳

80 安阳市幸福中学 九（7）班 王君伟

81 安阳市幸福中学 九（12）班 郑瑜

82 安阳市幸福中学 八（1）班 胡雅

83 安阳市第二十一中学 九（6）班 常珂

84 安阳市第二十一中学 八（1）班 焦献丽

85 安阳市第二十一中学 八（8）班 张伟伟

86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七（7）班 徐志霞

87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八（9）班 周萍

88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九（4）班 杨林发

89 安阳市第二十五中学 九（1）班 安慧芝

90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学校 四（5）班 田玉娟

91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学校 六（2）班 裴瑞娟

92 安阳市铁西路小学 五（4）班 李小强

93 安阳市铁西路小学 一（6）班 龙素敏

94 安阳市殷都外国语中学 二（2）班 霍云丽

95 安阳市铁佛寺小学 二（2）班 屈晓磊

96 安阳市钢二路小学 五（4）班 刘伟

97 安阳市钢城小学 三（2）班 李乐荣

98 安阳市纱厂路小学 四（1）班 任留楠

99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三（6）班 徐惠



100 安阳市殷都洹滨小学 五（2）班 郭京涛

101 安阳外国语小学 四（3）班 吕莉

序号 龙安区（33个）

1 安阳市烧盆窑小学 五（1）班 侯俊玲

2 安阳市宗村小学 六（1）班 朱爱芹

3 安阳市龙安区丁郜杨小学 四（1）班 范子豪

4 安阳市龙安区第二初级中学 三（2）班 梁丽丽

5 安阳市龙安区西高平小学 六（1）班 张  怡

6 安阳市龙安区申家岗中心小学校 六（1）班 高文君

7 安阳市龙安区龙泉镇龙泉中心小学 六（1）班 牛丽杰

8 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马家小学 三（2）班 郭菊红

9 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高白塔中心小学 一（1）班 韩丽佳

10 安阳市龙安区善应镇南善应小学       四（1）班 杨冉冉

11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六（4）班 李海龙

12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一（2）班 刘文杰

13 安阳市刘家庄小学 五（2）班 任卫花

14 安阳市刘家庄小学 三（1）班 王文静

15 安阳市龙安区北田中学 八（3）班 吴丽萍

16 安阳市龙安区第二初级中学 七（3）班 李威威

17 安阳市龙安区第二初级中学 八（5）班 魏晨瑶

18 安阳市龙安区第二初级中学 九（2）班 卞肖洁

19 安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九（3）班 崔合燕

20 安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九（5）班 陈雪莲

21 安阳市第十四中学 八（5）班 任秀玲

22 安阳市第十四中学 七（2) 班 陈秀兰

23 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一中 八（3）班 王晓晓

24 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一中 九（3）班 贾爱芳

25 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第一中学 七（1）班 郑天福

26 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第二中学 九（2）班 赵保存



27 安阳市龙安区善应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5）班 常正新

28 安阳市龙安区善应镇南平中学 九（1）班 李  娟

29 安阳市第十一中学 八（6）班 王  玉

30 安阳市第十一中学 八（5）班 魏荷磊

31 安阳市新世纪中学 八（8）班 孙育红

32 安阳市新世纪中学 九（2）班 王凌姣

33 安阳市龙安区文昌实验中学 高二（4）班 宋  斌

序号 2、局直普通中学 （74个）

1 安阳市第一中学 高三（1） 张书霞

2 安阳市第一中学 高三（2） 刘璐

3 安阳市第一中学 高三（7） 张志兵

4 安阳市第一中学 高三（8） 王秋凤

5 安阳市第一中学 高三（15） 刘聃

6 安阳市第一中学 高二（1） 赵燕杰

7 安阳市第一中学 高二（9） 王雷

8 安阳市第一中学 高一（3） 陈轩

9 安阳市第一中学 高一（7） 李心如

10 安阳市新一中学 高一11班 付雨皓

11 安阳市新一中学 高一12班 于悦

12 安阳市新一中学 高一15班 郜文琪

13 安阳市新一中学 高一22班 宋慧婕

14 安阳市新一中学 高二2班 胡韵涵

15 安阳市新一中学 高二8班 刘佳茜

16 安阳市新一中学 高二17班 王一帆

17 安阳市新一中学 高二20班 董志达

18 安阳市第二中学 高一、4班 曹秀丽

19 安阳市第二中学 高一、9班 李敏

20 安阳市第二中学 高二、8班 贾艳茹

21 安阳市第二中学 高三、3班 崔海娟



22 安阳市第二中学 高三、5班 李进艳

23 安阳市第二中学 高三、8班 许迎宾

24 安阳市第二中学 高三、13班 燕敏

25 安阳市第二中学 高三、16班 周玲玲

26 安阳市第三中学 高二（1）班 吕卫青

27 安阳市第三中学 高二（3）班 许庆涛

28 安阳市第三中学 高二（9）班 王琼

29 安阳市第三中学 高三（8）班 张露

30 安阳市实验中学 高三（2）班 杨月月

31 安阳市实验中学 高三（4）班 范世宙

32 安阳市实验中学 高三（6）班 路珊珊

33 安阳市实验中学 高三（10）班 杨晋

34 安阳市实验中学 高三（11）班 宋学宗

35 安阳市实验中学 高二（1）班 郭晓芳

36 安阳市实验中学 高一（3）班 马延佳

37 安阳市实验中学 高一（16）班 史旭

38 安阳市洹北中学 高二（2）班 李佳

39 安阳市洹北中学 高二（3）班 甄君芹

40 安阳市洹北中学 高三（2）班 张利民

41 安阳市洹北中学 高三（4）班 康风彩

42 安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高一(5)班 刘会娟

43 安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高二(6)班 史志茹

44 安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高三(5)班 郭志玲

45 安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高三(6)班 赵清姣

46 安阳市开发区中学 高二（2）班 王霄

47 安阳市开发区中学 高二（3）班 纪芳伟

48 安阳市开发区中学 高二（12）班 张轶

49 安阳市开发区中学 高三（4）班 李艳芳

50 安阳市开发区中学 高三（12）班 张向玲



51 安阳市龙安中学 高三（2）班 李冰

52 安阳市龙安中学 高三（5）班 刘阳

53 安阳市龙安中学 高三（6）班 索玉敏

54 安阳市龙安中学 高三（7）班 殷立巍

55 安阳市龙安中学 高三（11）班 蔡媛媛

56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高三（1）班 马弘玉

57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高三（2）班 郜书敏

58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高三（7）班 张春来

59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高二（1）班 龚俊玲

60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高二（9）班 韩尽胜

61 安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六（1）班 张丽丽

62 安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四（4）班 马军

63 安阳正一中学 高一（7）班 李清波

64 安阳正一中学 高一（9）班 雷俊

65 安阳正一中学 高二（5）班 王俊

66 安阳正一中学 高二（7）班 琚利利

67 安阳正一中学 高三（2）班 李雷

68 安阳正一中学 高三（6）班 李莹莹

69 安阳正一中学 高三（9）班 张超楠

70 安阳市文源高中 高一（2）班 谢敬佩

71 安阳市文源高中 高二（6）班 王英祺

72 安阳市文源高中 高三（1）班 骆林霞

73 安阳市深蓝高中 高三（信心）班 石越岚

74 安阳市深蓝高中 高一（龙昊翔·敢）班 段延利

3、职业学校（65个）

序号   林州市（11个）

1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20会计事务高二（2）班 郭欣瑜

2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19建筑工程施工高三（2）班 刘生强

3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20音乐表演高二（1）班 魏利芳



4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21幼儿保育高一（2）班 元会青

5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高三（计体）班 刘永丰

6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高三计算机（3）班 范改云

7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高三计算机（6）班 郭大娉

8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高三（机电）班 田俊杰

9 林州市经济管理学校 21Z3（园艺技术）班 董开源

10 林州市经济管理学校 高二现代农艺技术（1）班 魏春荣

11 林州市经济管理学校 高三（市场营销）班 董明丽

序号 安阳县（8个）

1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19级音乐计算机2班 宋强军

2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0级学前教育3班 张亮亮

3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1级计算机2班 董安平

4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0级会计2应急班 王红敏

5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0级电子商务3班 卢红涛

6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0级音乐美术1班 窦超

7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0级种植养殖酒店班 王丁政

8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0级建筑1班 李秀鹏

序号 汤阴县（8个）

1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20级会计2班 杜春艳

2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21级电商3班 刘照军

3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21级汽修1班 史伟

4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20级计算机3班 于高萍

5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19级制药班 肖素青

6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19级学前教育3班 冯小雪

7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21级制药2班 索世林

8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21级美术班 赵娜

序号 内黄县（2个）

1 内黄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计算机1班 郭秀云

2 内黄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19音乐01班 霍广英



序号 殷都区（6个）

1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20级计算机4班 朱莉莉

2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20级无人机班 王志好

3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21级无人机1班 吉灵燕

4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21级平面设计4班 刘翠玲

5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19级计算机2班 牛瑞锋

6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19级计算机1班 李文娟

序号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2个）

1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学前4班 李姝旻

2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美术1班 王涛  

3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学前5班 胡晓攀

4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西餐一班 王凤仙

5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航空一班 匡丽虹

6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电商二班 陈莹莹

7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级数控班 李效利

8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级无人机1班 马喆

9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计算机3班 张贵艳

10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计算机2班 苏玮

11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平设3班 付艳梅

12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财会对口班 杨勇海

序号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个）

1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9级（3）班 李晨琦

序号 安阳学院（16个）

1 安阳学院 大专计算机1905班 王少欢

2 安阳学院 大专旅英1901班 郭明雪

3 安阳学院 大专视传1910班 王桂桂

4 安阳学院 大专旅游1901班 朱琰

5 安阳学院 大专网销1901班 罗梦玥

6 安阳学院 大专视传1905班 王志刚



7 安阳学院 大专学前2001班 郭欢欢

8 安阳学院 大专工造2002班 李佳兰

9 安阳学院 大专人力2001班 范雨婷

10 安阳学院 大专计算机2002班 曹明辉

11 安阳学院 大专建工2001班 李睿

12 安阳学院 大专电信2001班 秦思雨

13 安阳学院 大专计算机2008班 韩少志

14 安阳学院 大专学前2004班 王皞

15 安阳学院 中专会计2006班 薛雅慧

16 安阳学院 大专计算机2003班 杨振华

序号 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1个）

1 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19级（1）班 王双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