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专 题
责任编辑 郑义明 唐 源 美术编辑 赵 铭 2021年9月10日 星期五

邮箱：2373232113@qq.com

一、优秀教师（85名）

魏 威 （男） 遵义市第一中学
施 萍 （女） 遵义市第一中学
王 莉 （女） 遵义市第一中学
余朝东 （男） 遵义市第一中学
朱 丽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教师培训教研中心
张 俊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孙 琳 （女） 遵义市职教中心（遵义市红花岗

区中等职业学校）
郑宗敏 （女） 遵义市第一初级中学
冉华宇 （男） 遵义市第一初级中学
张小诚 （男） 遵义市第二中学
袁小勇 （男） 遵义市第二中学
黄小英 （女） 遵义市第二中学
田剑波 （男） 遵义市第二中学
王丽芳 （女） 遵义市第三中学
令狐玉林（女） 遵义市第三中学
张 歆 （女）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范厚书 （男）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王代勤 （男）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危小娟 （女） 遵义市第六中学
王宇琼 （女） 遵义市第七中学
梁 欢 （女） 遵义市第七中学
金 琴 （女） 遵义市第七中学
程明维 （女） 遵义市第七中学
孙兴环 （女） 遵义市第九中学
郑子依 （女） 遵义市第九中学
周颖颖 （女）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
唐 静 （女）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
刘 丹 （女）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
秦玉丽 （女）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
黄仁强 （男）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陈荣超 （男）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刘代明 （男）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范洪波 （男）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汪传东 （男） 遵义市第十七中学
李蕙君 （女） 遵义市第十七中学
邓清敏 （女） 遵义市第十七中学
李 园 （女） 遵义市第十八中学
罗顺素 （女） 遵义市第十八中学
任泉霖 （女） 遵义市第十八中学
徐尹萱 （女） 遵义市第二十中学
刘 露 （女） 遵义市第五十七中学
方海燕 （女） 遵义市第五十七中学
吴永群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关中学
张继敏 （男） 遵义市文化小学
唐 燕 （女） 遵义市文化小学
彭羹霏 （女） 遵义市文化小学
李 栎 （女） 遵义市文化小学
冯小敏 （女） 遵义市朝阳小学
朱小亚 （女） 遵义市朝阳小学
刘春琴 （女） 遵义市朝阳小学
匡兴敏 （女） 遵义市老城小学
石建美 （女） 遵义市老城小学
王明飞 （女） 遵义市老城小学
唐 橙 （女） 遵义市东风小学
史华益 （女） 遵义市东风小学
马 红 （女） 遵义市丰乐小学
吴利红 （女） 遵义市长征小学
陈小容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一小学
吴 燕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二小学
王 琰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二小学
姚 静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四小学
项 垚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五小学
张 竹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五小学
冯 宇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七小学
何茜茜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九小学
丁立红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小学
徐 兵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小学
唐惠萍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二小学
丁 红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三小学
穆仁军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三小学
张子端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四小学
付 典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五小学
汪 蓉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八小学

彭本俊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九小学
李昌霞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九小学
王孝刚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二十小学
李 青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二十小学
潘盛贵 （男） 遵义市新雨学校
瞿嘉美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机关幼儿园
左 琼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六幼儿园
王玉梅 （女） 遵义清华中学
张克谦 （男） 遵义市旅游学校
王金强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经济职业技术学校
关梦竹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积加课外辅导中心
沈开丽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西西弗助学中心

二、优秀班主任（72名）

范 瑾 （女） 遵义市第二中学
张 余 （女） 遵义市第二中学
郑维俊 （男） 遵义市第二中学
廖晓珊 （女） 遵义市第二中学
曾德顺 （男） 遵义市职教中心（遵义市红花岗

区中等职业学校）
刘 飒 （女） 遵义市第一中学
霍昌文 （男） 遵义市第一中学
邓 婷 （女） 遵义市第一中学
杨彧婷 （女） 遵义市第一初级中学
杨仕莉 （女） 遵义市第一初级中学
陈园园 （女） 遵义市第一初级中学
吴大凡 （男） 遵义市第二初级中学
包宇梅 （女） 遵义市第二初级中学
翁 静 （女） 遵义市第二初级中学
杨国蓉 （女） 遵义市第三中学
程 芳 （女）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康永利 （女）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杨富凯 （男）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麻俊虎 （男） 遵义市第九中学
李羽宇 （女） 遵义市第九中学
杨 敏 （女） 遵义市第九中学
任孝孟 （女）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
张 莉 （女）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
段 宇 （女）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
李朝迅 （女）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胡 祎 （女）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陈嘉群 （女）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邹静霞 （女）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杨 溢 （女）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雷 宇 （女） 遵义市第十七中学
苏应林 （男） 遵义市第十八中学
谢远凤 （女） 遵义市第二十五中学
黄显巧 （女） 遵义市第二十五中学
牟启兰 （女） 遵义市第二十八中学
康荣书 （女） 遵义市第五十七中学
谢钦敏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关中学
陈 阳 （女） 遵义市文化小学
杨安平 （男） 遵义市文化小学
黎德梅 （女） 遵义市朝阳小学
郑 敏 （女） 遵义市朝阳小学
代显婧 （女） 遵义市老城小学
陈全梦 （女） 遵义市东风小学
张信红 （女） 遵义市丰乐小学
任 敏 （女） 遵义市长征小学
王 黔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一小学
潘微丽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四小学
汪 旭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五小学
唐兴新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七小学
邹 苹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八小学
杨兴迪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八小学
王洪霞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九小学
王 伟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一小学
杨 艳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二小学
刘景凤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三小学
高艺玲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四小学
王 芹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五小学
崔喜红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六小学
江 淑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七小学
李 颖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七小学
韩家敏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八小学
王 玲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山镇中心学校

田中珍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中心学校
谯 某 （男） 遵义市启智学校
陈 燕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一幼儿园
李香华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二幼儿园
赵进美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三幼儿园
黄和羽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五幼儿园
陈顺霞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七幼儿园
贺培会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八幼儿园
况成旭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幼儿园
蹇洪静 （男） 遵义清华中学
颜 莎 （女） 遵义重美职业技术学校

三、优秀教育工作者（48名）

李照明 （男） 遵义市职教中心（遵义市红花岗
区中等职业学校）

刘 通 （男） 遵义市职教中心（遵义市红花岗
区中等职业学校）

陈炳强 （男） 遵义市第一中学
李明丹 （女） 遵义市第一中学
董 静 （女） 遵义市第二中学
黄 艳 （女） 遵义市第二初级中学
韩建伟 （男） 遵义市第三中学
赵银燕 （女） 遵义市第六中学
刘汉明 （男） 遵义市第二十中学
宋兴江 （男） 遵义市第二十五中学
帅远寿 （男） 遵义市第二十六中学
石 禹 （男） 遵义市第二十九中学
周明水 （男） 遵义市文化小学
张 娅 （女） 遵义市朝阳小学
李欢欢 （女） 遵义市老城小学
韩 犹 （男） 遵义市丰乐小学
陈 静 （女） 遵义市长征小学
熊洪林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五小学
付成贵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七小学
孙 媛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七小学
胡 俊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九小学
范艺学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三小学
李 静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四小学
周光洁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七小学
罗洪军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山镇中心学校
杨国润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山镇中心学校
李云超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山镇中心学校
徐德敏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海龙镇中心学校
杨 帆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巷口镇中心学校
何永洪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中心学校
鲁慧丽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机关幼儿园
杨 念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一幼儿园
曹丽娟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一幼儿园
彭 锦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二幼儿园
董海燕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三幼儿园
陈 静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三幼儿园
张 艳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四幼儿园
刘晓静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六幼儿园
冯儒丽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九幼儿园
张亚飞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九幼儿园
唐丽霞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一幼儿园
吴小利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二幼儿园
徐祖薇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小花幼儿园
秦保凤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智慧幼儿园
杨明霞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美朵幼儿园
李智群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教育局
朱兴辉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教育综合服务中心
罗平婉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教育综合服务中心

四、优秀乡村教师（12名）

刘 婕 （女） 遵义市第二十六中学
李作敏 （女） 遵义市第二十五中学
王雨婷 （女） 遵义市第二十八中学
胡坤轶 （女） 遵义市第二十九中学
袁 东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山镇中心学校
蔡文英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海龙镇中心学校
杨家应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巷口镇中心学校
王国胜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中心学校

范雪君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九幼儿园
李 梅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幼儿园
赵 丹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一幼儿园
罗义娜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二幼儿园

五、优秀支教教师（5名）

卢晓钰 （女） 遵义市第五十七中学
青春胜 （男） 遵义市长征小学
李 洁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八小学
王冬娟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四小学
任晓琴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六小学

六、师德师风先进个人（10名）

吴友钦 （男） 遵义市第三中学
陈 洪 （女） 遵义市职教中心（遵义市红花岗

区中等职业学校）
严国予 （女） 遵义市第九中学
罗信宇 （女）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何培容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关中学
张 静 （女） 遵义市东风小学
魏 霞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四小学
陆 均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七小学
杨 红 （女） 遵义市启智学校
刘 红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机关幼儿园

七、名师、名校长工作室
优秀主持人（5名）

杨 柳 （女） 遵义市第一初级中学
郑 萍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教师培训教研中心
张明腾 （男）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张剑波 （男）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二小学
李顺英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八小学

八、优秀心理健康教育教师（5名）

彭 超 （女）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宋兴义 （女） 遵义市职教中心（遵义市红花岗

区中等职业学校）
蔡丽婷 （女）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王婧璇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五小学
蒋方霞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五小学

九、教坛新秀（5名）

周婷婷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一小学
王 利 （女） 遵义市第一中学
陈 丽 （女）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
程 彤 （女） 遵义市第五十七中学
刘青兰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八小学

十、“青蓝工程”优秀师徒（10名）

柯 凌 （女）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江 雨 （女）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高 璇 （女） 遵义市第二中学
李珊珊 （女） 遵义市第二中学
王家梅 （女） 遵义市老城小学
桂陈懿 （女） 遵义市老城小学
刘光丽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二小学
墙金红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十二小学
李洪波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七幼儿园
龚小梅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七幼儿园

一年来，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社会各界情系教育、关
心教育、支持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尊师

重教氛围，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
健康发展。

在第 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进
一步弘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崇
高敬业精神，进一步激励全区学校全
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激发社
会各界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营造

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区委、区政府
决定，对在 2021年度教育教学中涌现
出来的魏威等 85名优秀教师、范谨等
72名优秀班主任、李照明等48名优秀
教育工作者、刘婕等 12名优秀乡村教
师、卢晓钰等 5名优秀支教教师、吴友
钦等 10名师德师风先进个人，杨柳等

5名名师、名校长工作室优秀主持人，
彭超等 5名优秀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周婷婷等 5名教坛新秀，柯凌、江雨等
10名“青蓝工程”优秀师徒予以表扬。

希望受到表扬的同志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继续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全区广大教职工要向受表扬
的同志学习，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努
力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希望社会
各界要继续关注教育、支持教育，共
同推进全区教育事业实现新跨越，再
创新辉煌（名单附后）。

中共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中共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遵义市红花岗区教育局遵义市红花岗区教育局、、遵义市红花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遵义市红花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表扬2021年度教育事业优秀个人

2021年度红花岗区教育事业优秀个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