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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阳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49 个）

安阳市第二中学

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安阳市教育教研信息中心

林州市合涧镇第一初级中学

林州市河顺镇河顺学校

林州市第七中学

林州市红旗渠大道学校

林州市第一中学

林州市世纪学校

林州市第三中学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安阳县实验中学

安阳市安东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安阳县白璧镇中心学校

安阳县高庄镇崇固学校

安阳县永和乡第一初级中学

安阳县崔家桥镇第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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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县城关镇第三初级中学

内黄县二安镇第二初级中学

内黄县第二实验小学

内黄县井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内黄县实验小学

内黄县实验中学

内黄县宋村乡第三小学

汤阴县第一中学

汤阴县文星中学

汤阴县古贤镇第一初级中学

汤阴县县直机关幼儿园

汤阴县伏道镇伏道中心小学

汤阴县政通路小学

安阳市第五中学

安阳市第八中学学区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安阳市二道街幼儿园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

安阳市盘庚小学

安阳市曙光小学

安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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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梅东路小学

安阳外国语小学

安阳市钢二路小学

安阳市铁西路小学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南关小学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安阳市第十四中学

安阳市烧盆窑小学

安阳市龙安区北彰武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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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阳市优秀教师（574 人）

范靖华 （女） 安阳市第一中学

李清波 （女） 安阳市第一中学

梁冰洁 （女） 安阳市第一中学

刘显聚 （男） 安阳市第一中学

秦梦臻 （女） 安阳市第一中学

田秋藤 （女） 安阳市第一中学

王 斌 （男） 安阳市第一中学

周志平 （女） 安阳市第一中学

朱丹丹 （女） 安阳市第一中学

王慧敏 （女） 安阳市第二中学

王 娟 （女） 安阳市第二中学

张 燕 （女） 安阳市第二中学

秦国强 （男） 安阳市第二中学

宋 伟 （男） 安阳市第二中学

张荣鑫 （男） 安阳市第二中学

郭会平 （女） 安阳市第二中学

付艳军 （男） 安阳市第三中学

石 琨 （女） 安阳市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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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庆涛 （男） 安阳市第三中学

郭 丹 （女） 安阳市第三中学

张向东 （男） 安阳市第三中学

韩见清 （男） 安阳市洹北中学

姬红荣 （女） 安阳市洹北中学

马进强 （男） 安阳市洹北中学

席伟霞 （女） 安阳市洹北中学

常 江 （男）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龚 关 （男）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常 青 （女）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毛文强 （男）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李文慧 （女）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李菊霞 （女）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赵法杰 （男）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史安红 （男）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王 强 （男）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田 丰 （男）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王 琴 （女） 安阳市实验中学

赵焕英 （女） 安阳市实验中学

李永丹 （女） 安阳市实验中学

范世宙 （男） 安阳市实验中学

和志芳 （女） 安阳市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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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瑜 （女） 安阳市实验中学

刘宏博 （男） 安阳市实验中学

成占超 （男） 安阳市实验中学

韩尽胜 （男）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路会华 （女）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耿 峥 （女）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李长强 （男）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郜书敏 （女）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宫险峰 （男） 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王菁玉 （女） 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梁 静 （女） 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陈园园 （女） 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贾永杰 （男） 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刘 芳 （女） 安阳市实验幼儿园

李娜娜 （女） 安阳市实验幼儿园

翟晓琳 （女） 安阳市实验幼儿园

贾淑平 （女）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李晓佳 （女）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杜 芳 （女）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郎丹丹 （女）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付雨皓 （女） 安阳市新一中学

林海禄 （男） 安阳市新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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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帆 （女） 安阳市新一中学

郜文琪 （女） 安阳市新一中学

孟会姣 （女） 安阳市新一中学

许 研 （女） 安阳工学院

张 楠 （女） 安阳工学院

张玮玮 （女） 安阳工学院

周 莹 （女）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肖书杰 （男）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齐鑫超 （女）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孙佳明 （男）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尹晓斌 （男）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徐 超 （女）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郭学琴 （女） 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侯永红 （男） 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王双柱 （男） 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冯 佳 （男）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李 郁 （女）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武朝霞 （女）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司马超 （男） 安阳正一中学

周晓松 （男） 安阳正一中学

朱子旭 （男） 安阳正一中学

石越岚 （女） 安阳市深蓝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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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晓雁 （女）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幼儿园

陈爱红 （女）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幼儿园

陈 琳 （女）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幼儿园

黄红彦 （女）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幼儿园

张瑞娟 （女） 安阳市教育教研信息中心

靳 轩 （男） 安阳市教育教研信息中心

马卫红 （女） 安阳市职业和成人教育教学研究室

王丽娟 （女） 林州市姚村镇西张学校

张乔波 （女） 林州市姚村镇中心小学

杨军林 （男） 林州市姚村镇第三初级中学

郭江丽 （女） 林州市姚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路清遥 （女） 林州市任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岳晓芳 （女） 林州市任村镇中心小学

余振华 （男） 林州市任村镇第三初级中学

宋静芳 （女） 林州市陵阳镇陵阳学校

王志国 （男） 林州市陵阳镇陵阳学校

程江丽 （女） 林州市东姚镇中心完小

董斌琪 （女） 林州市东姚镇第一初级中学

郭栓艳 （女） 林州市东岗镇第一中学

付会平 （女） 林州市东岗镇西卢寨学校

逯 梦 （男） 林州市临淇镇第一初级中学

秦自强 （男） 林州市临淇镇第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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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云丽 （女） 林州市临淇镇第三初级中学

王晓宇 （男） 林州市临淇镇后坡学校

赵现梁 （男） 林州市临淇镇付村学校

张飞燕 （女） 林州市临淇镇临淇完小

高海波 （男） 林州市合涧镇第三初级中学

王莎莎 （女） 林州市合涧镇第一实验小学

路贵香 （女） 林州市合涧镇第一初级中学

孙智虹 （女） 林州市合涧镇第二初级中学

杨小红 （女） 林州市桂林镇桂林学校

李俊风 （女） 林州市茶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张雪婷 （女） 林州市茶店镇茶店学校

王晓红 （女） 林州市原康镇第一中学

王广兵 （男） 林州市原康镇第一中学

牛芳英 （女） 林州市采桑镇秦家坡福生小学

葛钰伟 （女） 林州市采桑镇第一初级中学

李青云 （女） 林州市第五小学

郝变苏 （女） 林州市第四小学

苏振宇 （女） 林州市长安小学

杨一坡 （男）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政北校)

任晓凤 （女） 林州市第八小学

郝晓燕 （女） 林州市振林学校

张新增 （男） 林州市横水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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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丽 （女） 林州市横水镇涧西小学

黄义会 （女） 林州市实验幼儿园

崔晓芳 （女） 林州市河顺镇第一初级中学

桑莉娟 （女） 林州市河顺镇河顺学校

桑 凯 （女） 林州市河顺镇申村献生希望小学

郝晓红 （女） 林州市黄华镇第四初级中学

王伟平 （女） 林州市黄华镇第五初级中学

方艳梅 （女） 林州市黄华镇杨水洼学校

彭志勇 （男） 林州市石板岩镇中心学校

张卓华 （男） 林州市第三小学

李荣方 （女） 林州市第三小学

李江涛 （男） 林州市西街学校

李平顺 （男） 林州市桂园学校

李晓新 （女）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

路红梅 （女）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

吴 平 （女）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南校

岳晓敏 （女） 林州市庙前街小学

冯进玉 （男）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

李素平 （女）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

杨云文 （男） 林州市政北中学

张晓利 （女） 林州市政北中学

郭向平 （女） 林州市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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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芳 （女） 林州市第七中学

岳海翠 （女） 林州市第九中学

苏 新 （女） 林州市第九中学

栗广增 （男） 林州市第九小学

冯刘燕 （女） 林州市第九小学

张 涛 （男） 林州市红旗渠大道学校

李振华 （男） 林州市第二中学

刘宏亮 （男） 林州市第二中学

付攀峰 （男） 林州市龙山中学

陈波安 （男） 林州市阜民中学

王春艳 （女） 林州市阜民中学

刘斌强 （男） 林州市实验中学

王娟丽 （女） 林州市实验中学

宋珍丽 （女） 林州市第七小学

郑素敏 （女） 林州市第十三中学

陈晶芳 （女） 林州市第十三中学

郭芳丽 （女） 林州市体育中心

侯林芳 （女） 林州市林钢学校

杨 静 （女） 林州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刘金龙 （男） 林州市第三中学

李雪荣 （女） 林州市第三中学

王爱芹 （女） 林州市第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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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云保 （男） 林州市第一中学

吕艳霞 （女） 林州市第一中学

路松芳 （女） 林州市第一中学

郑志岗 （男） 林州市第一中学

万军连 （女） 林州市林虑中学

申宏峰 （男） 林州市世纪学校

郑军慧 （女） 林州市太行致远学校

刘生强 （男）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郭栋梁 （男）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刘建增 （男） 林州市五龙镇岭后小学

李林艳 （女） 林州市五龙镇第三初级中学

宋明月 （女） 林州市五龙镇第一初级中学

常俊芬 （女） 林州市庙前街小学

王爱丽 （女） 林州市黄华镇高家庄学校

王亚丹 （女） 林州市第一中学

王晓丽 （女） 林州市第十中学

赵 亮 （男） 林州市青少年研学实验学校

司东翠 （女） 林州市青少年研学实验学校

黎海霞 （女） 安阳县高级中学

韩志全 （男） 安阳县高级中学

李国庆 （男） 安阳县高级中学

李素敏 （女） 安阳县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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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霞 （女） 安阳县实验中学

赵永利 （女） 安阳县实验中学

孟春芳 （女） 安阳县实验中学

许鹏飞 （男） 安阳县实验中学

杨月芳 （女）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窦 超 （男）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崔丽娇 （女）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赵林海 （男）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宋冰心 （男） 安阳县第七中学

白俊霞 （女） 安阳市安东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梁庆岭 （男） 安阳市安东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王艳芬 （女） 安阳市安东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郝艳娟 （女） 安阳县第二高级中学附属初中

郝小英 （女） 安阳县特殊教育学校

郭艳敏 （女） 安阳县实验幼儿园

雷贝贝 （女） 安阳县辛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许 娟 （女） 安阳县辛村镇第二初级中学

史佩丙 （男） 安阳县辛村镇第三初级中学

王艳艳 （女） 安阳县辛村镇张太保小学

郝利霞 （女） 安阳县辛村镇孙高利小学

薛玉霞 （女） 安阳县瓦店乡第一初级中学

杜开方 （男） 安阳县瓦店乡第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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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民 （男） 安阳县瓦店乡大朝小学

常艳芬 （女） 安阳县高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王丽芳 （女） 安阳县高庄镇第三初级中学

李玉霞 （女） 安阳县高庄镇第四初级中学

马 竞 （女） 安阳县白璧镇第一初级中学

豆素芳 （女） 安阳县白璧镇第一初级中学

张素英 （女） 安阳县白璧镇第一初级中学

徐先伟 （男） 安阳县白璧镇白璧集中心小学

敦丽娟 （女） 安阳县白璧镇白璧集中心小学

常会清 （女） 安阳县白璧镇第二初级中学

路海霞 （女） 安阳县白璧镇白璧集中心小学

冯宝兴 （男） 安阳县永和乡第一初级中学

范德华 （男） 安阳县永和乡第一初级中学

赵爱英 （女） 安阳县永和乡实验小学

苏海利 （女） 安阳县永和乡沿村台小学

翟芳芳 （女） 安阳县吕村镇后奇务小学

王雅冬 （男） 安阳县吕村镇李河干小学

邓小晶 （女） 安阳县吕村镇吕村集小学

田利芳 （女） 安阳县吕村镇铁炉小学

裴爱菊 （女） 安阳县吕村镇公安希望小学

李俊喜 （男） 安阳县北郭乡张庄小学

杨艳岭 （女） 安阳县北郭乡第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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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芳瑜 （女） 安阳县北郭乡郭孟辛庄小学

闫凤云 （女） 安阳县北郭乡北郭店小学

赵艳红 （女） 安阳县崔家桥镇魏村小学

李 敏 （女） 安阳县崔家桥镇崔家桥小学

韩净净 （女） 安阳县崔家桥镇第三初级中学

李 翠 （女） 安阳县韩陵镇目村小学

李艳平 （女） 安阳县韩陵镇初级中学

黄 伟 （男） 安阳县韩陵镇初级中学

张艳玲 （女） 内黄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王现美 （女） 内黄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冯晨曦 （女） 内黄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高燕敏 （女） 内黄县城关镇第三初级中学

牛晓方 （女） 内黄县城关镇第三初级中学

秦岩艳 （女） 内黄县城关镇第三中心小学

王书英 （女） 内黄县张龙乡第二小学

邵永霞 （女） 内黄县张龙乡第一初级中学

燕晓莹 （女） 内黄县马上乡第一初级中学

李晓晶 （女） 内黄县马上乡第二初级中学

贾利美 （女） 内黄县东庄镇第六小学

张雪玲 （女） 内黄县东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都亚平 （女） 内黄县东庄镇第二初级中学

彭泽玉 （男） 内黄县亳城镇第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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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贝贝 （女） 内黄县亳城镇第三初级中学

申利苹 （女） 内黄县井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王晓洁 （女） 内黄县井店镇第一小学

冯志敏 （女） 内黄县二安镇第三小学

杨东顺 （男） 内黄县二安乡第一初级中学

魏 侠 （女） 内黄县六村乡第六小学

李贵霞 （女） 内黄县六村乡第一初级中学

赵 震 （男） 内黄县梁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张东红 （女） 内黄县梁庄镇第四中心小学

聂利霞 （女） 内黄县后河镇第十二小学

李 霞 （女） 内黄县后河镇第一初级中学

王夏秋 （女） 内黄县楚旺镇第一初级中学

宋 超 （男） 内黄县楚旺镇第二小学

安运灵 （女） 内黄县宋村乡第二小学

陈文洁 （女） 内黄县宋村乡第二初级中学

李鹏宇 （男） 内黄县田氏镇第一初级中学

张海英 （女） 内黄县田氏镇第十小学

郭永民 （男） 内黄县石盘屯乡第五小学

樊国安 （男） 内黄县石盘屯乡第六小学教学点（西坞小学）

刘红霞 （女） 内黄县豆公镇第二小学

康 慧 （女） 内黄县豆公镇第一初级中学

董现彬 （男） 内黄县第一中学



－17－

申志锋 （男） 内黄县第一中学

牛全民 （男） 内黄县第一中学

刘晓丽 （女） 内黄县第一中学

陈慧丽 （女） 内黄县第一中学

李书艳 （女） 内黄县第一中学

杨瑞玲 （女） 内黄县第二高级中学

马 爽 （女） 内黄县第四高级中学

崔利方 （女） 内黄县第四高级中学

司海歌 （女） 内黄县第四高级中学

付庆敏 （女） 内黄县实验中学

李九红 （女） 内黄县实验中学

李会娟 （女） 内黄县实验中学

杨素轻 （女） 内黄县实验中学

陈艳芳 （女） 内黄县实验小学

李小敏 （女） 内黄县实验小学

李立英 （女） 内黄县第二实验小学

位 平 （女） 内黄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慧峰 （女） 内黄县第三实验小学

刘纪锋 （女） 内黄县第三实验小学

李彦敬 （女）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桑瑞娜 （女）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康惠兵 （女）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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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丽 （女） 内黄县第七实验小学

王静娴 （女） 内黄县第七实验小学

陈凤阁 （女） 内黄县第八实验小学

卞鑫鑫 （女）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胡自娟 （女） 内黄县繁阳小学

李民如 （女） 内黄县向阳路小学

赵花英 （女）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魏 洁 （女） 内黄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王献艳 （女） 内黄县特殊教育学校

单国光 （男） 内黄县高堤乡第一初级中学

薛 莹 （女） 内黄县高堤乡北街小学

李文超 （男） 内黄县中召乡第四小学

车梅香 （女） 内黄县中召乡第二初级中学

樊红芳 （女） 内黄县教研室

王海霞 （女） 内黄县教师进修学校

冉 芳 （女）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振兴路分园

张庆利 （女） 内黄县人民路小学

袁秀军 （女） 汤阴县信合路小学

郭淑娟 （女） 汤阴县白营镇白营中心小学

陆树萍 （女） 汤阴县古贤镇隆河学校

秦文利 （女） 汤阴县菜园镇西河学校

尚欢欢 （女） 汤阴县任固镇故城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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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琳 （女） 汤阴县五陵镇屯庄中心学校

吴海珂 （女） 汤阴县五陵镇水塔河学校

许鹏飞 （男） 汤阴县瓦岗乡瓦岗学校

田梅叶 （女） 汤阴县扁鹊小学

常 静 （女） 汤阴县宜沟镇中心小学

李军令 （男） 汤阴县宜沟镇小青山学校

李淑芬 （女） 汤阴县韩庄镇大云村学校

姜健刚 （男） 汤阴县第一中学

肖文鹏 （男） 汤阴县第一中学

范孟玲 （女） 汤阴县第一中学

李小三 （男） 汤阴县第一中学

梁莹莹 （女） 汤阴县第一中学

王小兰 （女） 汤阴县第一中学

靳秀丰 （女） 汤阴县第一中学（初中部）

王小兰 （女） 汤阴县第一中学（初中部）

卢 明 （男）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王文科 （女）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侯艳芳 （女） 汤阴县实验中学

刘 越 （女） 汤阴县实验中学

岳佐军 （女） 汤阴县人民路中学

王 颖 （女） 汤阴县文王中学

魏苏南 （女） 汤阴县文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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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月 （女） 汤阴县岳飞中学

李静娜 （女） 汤阴县体育中学

刘 波 （男） 汤阴县文星中学

杜利清 （女） 汤阴县政通路小学

王晓静 （女） 汤阴县政通路小学

付智芳 （女） 汤阴县文王小学

郭丽娟 （女） 汤阴县文王小学

刘 霞 （女） 汤阴县星阁路小学

郑艳艳 （女） 汤阴县精忠小学

李艳芬 （女） 汤阴县向阳路小学

杨慧敏 （女） 汤阴县中华路小学

贾学方 （女） 汤阴县光华小学

王艳杰 （女） 汤阴县德贤小学

靳凤梅 （女） 汤阴县夏都小学

张 英 （女） 汤阴县夏都小学

吴 珍 （女） 汤阴县县直机关幼儿园

朱现玲 （女） 汤阴县古贤镇第一初级中学

王超霞 （女） 汤阴县菜园镇第一初级中学

付香婷 （女） 汤阴县任固镇第一初级中学

于钱钱 （女） 汤阴县五陵镇第一初级中学

杜小玲 （女） 汤阴县五陵镇第二初级中学

王萌雪 （女） 汤阴县瓦岗乡第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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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敏 （女） 汤阴县扁鹊中学

张沛法 （男） 汤阴县宜沟镇第一初级中学

高林林 （女） 汤阴县宜沟镇第一初级中学

陈 帆 （女） 汤阴县韩庄镇第二初级中学

刁艳霞 （女） 汤阴县韩庄镇北张贾学校

张迎雪 （女） 安阳市第四中学

闫英杰 （女） 安阳市第五中学

王嫦娥 （女） 安阳市第五中学

李克杰 （男） 安阳市第五中学

张 岩 （女） 安阳市第八中学

李小刚 （男） 安阳市第八中学

王晓娜 （女） 安阳市第八中学

杨新红 （男） 安阳市第六十九中学

白红霞 （女） 安阳市第九中学

吕鹏艳 （女） 安阳市第十中学

睢玉红 （女） 安阳市第十中学

张 君 （女）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

赵保军 （男）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

朱 旭 （女） 安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高华华 （女）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尚晓瑜 （女）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王鹏翔 （男） 安阳市光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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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江慧 （女） 安阳市光华中学

宋春玲 （女） 安阳市建安小学

晋晓冬 （女）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王 欢 （女）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王俊丽 （女）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沈 勇 （男）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赵海霞 （女）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原 圆 （女） 安阳市三官庙小学

师丽娟 （女） 安阳市三官庙小学

刘春平 （女） 安阳市红庙街小学

高 珊 （女） 安阳市红庙街小学

王献芬 （女） 安阳市东门小学

代小静 （女）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

顾静静 （女）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南校

李希梅 （女）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小学

杨 静 （女） 安阳市西大街小学

胡胜南 （女） 安阳市银鹭小学

侯海霞 （女）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

董海莹 （女） 安阳市飞翔学校

祁改改 （女） 安阳市文泰小学

张 珂 （女） 安阳市南关小学

张 鑫 （女） 安阳市高新区商颂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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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军 （男） 安阳市文峰区明德小学

张文青 （女） 安阳市大营小学

杨晓慧 （女） 安阳市文惠小学

黄艳芹 （女）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一中

郑美丽 （女）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东风小学

孟秀敏 （女）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黎官屯小学

李方杰 （女）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黎元小学

邱瑞玲 （女） 安阳市九府幼儿园

王彩云 （女） 安阳市永安东街小学

杜小丽 （女） 安阳市双营小学

朱鹏博 （男） 安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谢 飞 （女） 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李红霞 （女） 安阳市北关区教学研究室

李新凤 （女） 安阳市安阳桥小学

刘艳芳 （女） 安阳市安阳桥小学

张洪菁 （男） 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王 华 （女） 安阳市南漳涧小学

张红艳 （女） 安阳市翰林小学

李文俊 （男） 安阳市胜利路小学

王志丽 （女） 安阳市中华园小学

雷 娜 （女） 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北街小学

耿志敬 （女） 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西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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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涛 （女） 安阳市盘庚小学

任艳伟 （女） 安阳市第六中学

赵 瑞 （女） 安阳市永安东街小学

徐 靓 （女） 安阳市永安街小学

张慧娟 （女） 安阳市盘庚小学

任 颖 （女） 安阳市健康路小学

刘瑞锋 （男） 安阳市曙光学校

王明凤 （女） 安阳市育敏学校

宋军芬 （女） 安阳市第六中学

郭丽君 （女） 安阳市六寺小学

靳瑞英 （女） 安阳市崇义小学

王 玲 （女） 安阳市第六中学

贾爱霞 （女） 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陶家营小学

许鹏飞 （男） 安阳市西漳涧小学

张 莹 （女）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

扈慧玲 （女） 安阳市曙光小学

岳继红 （女） 安阳市南厂街小学

白 露 （女） 安阳市北关区区直幼儿园

胡 瑛 （女） 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王 华 （女） 安阳市灯塔路小学

程晓艳 （女） 安阳市第七中学

曾凡文 （男） 安阳市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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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景丽 （女）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

申海萍 （女） 安阳市黄家营小学

杨永利 （女） 安阳市西于曹小学

张利红 （女） 安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郑艳红 （女） 安阳市北关区第二幼儿园

刘小勇 （男）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

张伟伟 （女） 安阳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 萍 （女）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孙 青 （女）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王 倩 （女）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第一初级中学

李秀娟 （女）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第三初级中学

王园园 （女）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第一初级中学

许 杰 （女）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郭家屯小学

刘宏伟 （男） 安阳市安林学校

李林玉 （女） 安阳市幸福中学

段丹杰 （女） 安阳市幸福中学

王志好 （男）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郑晓宁 （女）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袁艳军 （男）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吕 莉 （女） 安阳市钢二路小学

邢宏娟 （女） 安阳外国语小学

牛东生 （男）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东交口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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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芳 （女）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李珍中心小学

杨晓霞 （女）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第二初级中学

潘 霞 （女） 安阳市第二十五中学

苏凤娟 （女）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孙文霞 （女） 安阳市高楼庄小学

卢桂梅 （女） 安阳市殷都区洪河屯乡第一初级中学

董俊霞 （女） 安阳市殷都区洪河屯乡第二初级中学

朱艳飞 （男） 安阳市殷都区洪河屯乡第三初级中学

袁俊燕 （女） 安阳市殷都区磊口乡第二初级中学

桑继薇 （女） 安阳市殷都区磊口乡第三初级中学

石政委 （男） 安阳市殷都区伦掌镇第一初级中学

周庆伟 （男） 安阳市殷都区伦掌镇第三初级中学

王晓艳 （女） 安阳市殷都区伦掌镇孙家岗小学

杜海燕 （女） 安阳市梅东路小学

张运霞 （女） 安阳市殷都区第二高级中学

董树军 （男） 安阳市殷都区第二高级中学

王彩霞 （女）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第一初级中学

刘文艳 （女）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第二初级中学

李昌健 （女）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陈家井小学

任留楠 （男） 安阳市纱厂路小学

李翠伟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小东关小学

王风芹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石涧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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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贞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正心初级中学

宋晓庆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三初级中学

李晓裕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杨艳丽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马晓平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洹滨初级中学

赵玲丽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姬艳芬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二初级中学

李合茹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二初级中学

张利娟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第一实验中学

孙园园 （女） 安阳市铁佛寺小学

刘爱平 （女） 安阳市铁西路小学

程丽芳 （女）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蔡国防 （男）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吴艳芳 （女）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第二初级中学

张 敏 （女） 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第三初级中学

姬卫清 （女） 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第二初级中学

许素文 （女） 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黄口中心小学

田玉娟 （女）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王志军 （男） 安阳市殷都实验中学

牛 洁 （女） 安阳市殷都外国语中学

屈学师 （男） 安阳市殷都外国语中学

宋少谱 （男） 安阳市殷都育才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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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亮 （男） 安阳市殷都区正一中学

乔翠萍 （女）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徐红锋 （男）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宋利霞 （女）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王丽芳 （女）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徐秀红 （女） 安阳市钢城小学

孙 楠 （女） 安阳市虹桥中学

王君霞 （女） 安阳市园林路小学

王焕萍 （女） 安阳市殷都北蒙小学

王志红 （女） 安阳市殷都区教科培中心

高艳艳 （女） 安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徐瑞霞 （女） 安阳市申家岗中心小学校

姚 琳 （女） 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中心学校

田静婕 （女） 安阳市龙安区教学研究室

杜 娟 （女） 安阳市龙安区龙泉镇楼庄中心小学

杨 娜 （女） 安阳市龙安区龙泉镇龙泉中心小学

刘新荟 （女） 安阳市龙安区龙泉镇后庙中心小学

贾豪菲 （女） 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科泉小学

张晓玲 （女） 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马家小学

刘永安 （男） 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第二初级中学

李小军 （男） 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第一初级中学

付静文 （男） 安阳市龙安区善应镇第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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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献军 （男） 安阳市龙安区善应镇第一初级中学

杨明建 （男） 安阳市龙安区善应镇南平小学

朱苗苗 （女） 安阳市龙安区善应镇杨家坪学校

李风敏 （女） 安阳市龙安区马头涧镇杜贺驼中心小学

何文玲 （女） 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第一初级中学

高振红 （女） 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中心小学

崔玉霞 （女） 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高白塔中心小学

马新丽 （女） 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第二初级中学

张 岩 （女）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程素红 （女） 安阳市龙安区第二初级中学

王巧艳 （女） 安阳市龙安区西高平小学

杨 磊 （男） 安阳市龙安区北田中学

赵 丽 （女） 安阳市龙安区南田小学

杜玉玲 （女） 安阳市西八里小学

王 科 （女） 安阳市烧盆窑小学

杨花玲 （女） 安阳市烧盆窑小学

张 娜 （女） 安阳市红旗中心小学校

侯宗伶 （女） 安阳市新世纪中学

贾利平 （女） 安阳市新世纪中学

岳精英 （女） 安阳市第十一中学

张淑娟 （女）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康 莉 （女） 安阳市刘家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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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博 （女） 安阳市文明大道幼儿园

索华飞 （女）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侯盘云 （女） 安阳市龙安实验中学

范 娜 （女） 安阳市龙安区锦绣学校

李艳超 （女） 安阳市龙安区龙骏学校

师嘉祥 （男） 安阳市龙安区文昌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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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119 人）

秦长春 （男） 安阳市第一中学

张学伟 （男） 安阳市第二中学

赵红勇 （男） 安阳市第三中学

姚 欣 （女） 安阳市洹北中学

王 莹 （女）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付 民 （男）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杨卫民 （男） 安阳市实验中学

董红卫 （男）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李华彬 （男） 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史晓娜 （女） 安阳市新一中学

许 明 （女） 安阳市实验幼儿园

刘焕利 （女）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程勇军 （男） 安阳市教育局

崔晓夏 （女） 安阳市教育局

张 静 （女） 安阳市教育局

李 军 （男） 安阳市教育局

常振兴 （男） 安阳市教育局

李 楠 （女） 安阳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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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鹏飞 （男） 安阳市教育教研信息中心

李 昂 （男） 安阳市教育教研信息中心

邵忠慧 （男） 安阳市招生办公室

华正茂 （男） 安阳市招生办公室

刘海卿 （男） 安阳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

索振东 （男） 安阳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左新庆 （男） 安阳市教育资产管理服务中心

陈敏月 （女） 安阳市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房 松 （男） 安阳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保健站

常灵慧 （男） 林州市姚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吴彩霞 （女） 林州市第六小学

李志军 （男） 林州市东岗镇中心学校

侯建新 （男） 林州市临淇镇连庄学区

王志军 （男） 林州市桂林镇中心学校

吕军会 （男） 林州市横水镇第四初级中学

侯瑞增 （男） 林州市合涧镇第一初级中学

魏红旗 （男） 林州市河顺镇第一初级中学

郭晓莉 （女） 林州市黄华镇大屯学校

刘 琳 （女） 林州市黄华镇高家庄学校

石俊霞 （女）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雷鹏飞 （男） 林州市实验中学

张玲苏 （女） 林州市第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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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卫 （男） 林州市第一中学

赵婷婷 （女） 林州市教育体育局

李林翠 （女）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张方芳 （女） 林州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王 冰 （女） 安阳县教育局

刘秀玲 （女） 安阳县教育局

王海峰 （男） 安阳县高级中学

孙国强 （男） 安阳县实验中学

孟宪杰 （男）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孙红军 （男） 安阳县辛村镇中心学校

张海伟 （男） 安阳县瓦店乡中心学校

齐桂英 （女） 安阳县白璧镇北白璧中心小学

牛付林 （男） 安阳县吕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张 娜 （女） 安阳县北郭乡东洋汎后街小学

郭建芳 （女） 安阳县崔家桥镇第三初级中学

吴军现 （男） 内黄县城关镇中心学校

郭军利 （男） 内黄县马上乡中心学校

张雪亮 （男） 内黄县东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杨俊肖 （女） 内黄县二安乡第一小学

杨连生 （男） 内黄县梁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姜 涛 （男） 内黄县豆公镇第一初级中学

何焕姣 （女） 内黄县第四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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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永兵 （男） 内黄县实验中学

支小芳 （女） 内黄县实验小学

卞慧玲 （女） 内黄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建芳 （男）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高卫敬 （女）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胡雪焕 （女） 内黄县特殊教育学校

张志军 （男） 内黄县第八实验小学

李 昕 （女）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郭丽坤 （女） 汤阴县实验中学

李 萍 （女） 汤阴县人民路中学

贾 科 （男） 汤阴县文王中学

李先骅 （男） 汤阴县中华路中学

王爱民 （男） 汤阴县岳飞小学

朱桃梅 （女） 汤阴县中华路小学

张 焕 （女） 汤阴县德贤小学

申雷广 （男） 汤阴县教育局

魏 光 （男） 汤阴县教育局

肖文远 （男） 汤阴县教育局

朱献红 （女）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南校

李晶晶 （女） 安阳市光华中学

吴义霞 （女）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

董晨毅 （男）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东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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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娟娟 （女）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小学

王玉兰 （女） 安阳市东工路小学

李献红 （男） 安阳市三官庙小学

陈 洁 （男）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李爱军 （男） 安阳市文峰区教育局

钱 进 （男） 安阳市文峰区教育局

贾莉霞 （女） 安阳市永安街小学

黄 芳 （女） 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刘占杰 （男） 安阳市灯塔路小学

田苗芳 （女） 安阳市翰林小学

张保东 （男） 安阳市第六中学

张建萍 （女） 安阳市北关区实验幼儿园

牛艳波 （男） 安阳市北关区教育局

任会杰 （男） 安阳市北关区教育局

李向远 （男）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靳家屯小学

管庆丰 （男） 安阳市殷都区伦掌镇第四初级中学

田世杰 （男）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中心学校

王新海 （男）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正心初级中学

张凤芹 （女）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东街小学

张开清 （男）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北环路小学

王海峰 （男）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中心学校

索文治 （男）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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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文荐 （男） 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第一初级中学

王徐兵 （男）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孙艳芬 （女） 安阳市殷都洹滨小学

杨 英 （女） 安阳市殷都区区直幼儿园

张 波 （女） 安阳市殷都区教育局

李德亮 （男） 安阳市殷都区教育局

李宜福 （男） 安阳市龙安区王潘流小学

刘丽丽 （女） 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智慧堡幼儿园

杜美雪 （女） 安阳市龙安区实验幼儿园

任 杰 （女） 安阳市刘家庄小学

郝国政 （男） 安阳市龙安区教育局

王艳敏 （女） 安阳市龙安区教育局

姬改芳 （女） 安阳市龙安区教育局

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9月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