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晓玲
宁郭镇中心校

钦占成
示范区中心幼儿园

邱荣鑫
焦作市文昌中学

邱福坤
苏家作乡吉庄小学

朱根龙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第35个教师节——最真的祝福 给最美的你

高考和中招质量突出学校高考和中招质量突出学校
教育战线优秀集体和个人教育战线优秀集体和个人示范区隆重表彰示范区隆重表彰

21年来，“河南省理科第一名”的桂冠首次落户
焦作，这名学生来自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该校今
年共有3名学生被北大、清华录取……今年全区高
考一本上线人数取得新突破，本科上线人数、上线
率再创新高。

张庄中学中招成绩连续多年领跑我市，上线率
排名全市公办学校第一……今年全区中考成绩群体
创优、整体上升。

一年来，136名教师在市、区两级学科优质课大
赛中获奖，近50名教师在市级师德优秀案例、师德
标兵等评选活动中获奖，全区教师市级课题结项76
项、省级课题结项9项，示范区今年被评为焦作市
教育科研先进单位。

默默耕耘，爱育桃李。第 35 个教师节到来之
际，示范区隆重表彰教育战线优秀集体和个人、高
考和中招质量突出学校，拿出奖金180余万元。

这是示范区始终把发展教育事业摆在突出位
置，以推进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为目标，扎实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工作，教育教学
质量和办学水平明显提升的最好诠释。

这是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全面落实教育规
划纲要，强化学校管理，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大幅
提升，各项教育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献上的最真祝福。

志有鲲鹏，御风华章。新时代、新起点、新征

程，打造“品牌教育示范强区”的集结号已经吹
响，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投身
示范区教育事业。

乘势而上，厚积薄发。让我们进一步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全面提升办学水平，打造人民最满意的学校，
推进全区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为国家培育更多
的栋梁之才！

2019年优秀集体和个人
一、优秀单位（13所）
1.优秀学校（10所）
焦作市文昌中学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阳庙镇聂村初级中学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示范区实验小学
文昌街道李屯小学
宁郭镇邱庄小学
苏家作乡吉庄小学
示范区中心幼儿园
2.进步学校（3所）
宁郭镇宁郭小学
宁郭镇杨梧贾小学
阳庙镇北西尚小学

二、优秀校长（8名）
王 萍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邱荣鑫 焦作市文昌中学
张秀荣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杨晓玲 宁郭镇中心校
田彩玲 阳庙镇聂村初级中学
朱根龙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邱福坤 苏家作乡吉庄小学
钦占成 示范区中心幼儿园

三、优秀教师（65名）
宋粉燕 示范区中心幼儿园
石蒙蒙 示范区中心幼儿园
上官珂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康爱丽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姬海霞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李艳霞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李小霞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杨 阳 焦作市文昌中学
都 颖 焦作市文昌中学
陈国强 焦作市文昌中学
杨 倩 焦作市文昌中学
王 芳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谢雯雯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杨清林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许军强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王玲玲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石海燕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赵凤娟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冯建设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冀小玲 宁郭镇大驾小学
刘小银 宁郭镇石庄小学
王小花 宁郭镇杨梧贾小学
孟哲哲 宁郭镇北官庄小学
李 杨 宁郭镇宁郭小学
王艺璇 示范区实验小学
苏志华 示范区实验小学
李永梅 示范区实验小学
聂利娟 示范区实验小学
薛小云 示范区实验小学
李 佩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李 琰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贝停停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王璨璨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毋振先 苏家作乡第一初级中学
李志刚 苏家作乡侯卜昌小学
尚利平 苏家作初级中学
郭静静 苏家作乡寨卜昌幼儿园
侯利娟 苏家作乡苏家作小学
侯海波 苏家作乡苏家作小学
毋桂丽 苏家作乡苏家作小学
邱婕韦 苏家作乡北石涧小学
刘 玲 苏家作乡南石涧教学点
张莹茹 焦作市太行中学
王 芳 文昌街道李屯小学
屈金利 文昌街道马庄小学
朱盟盟 文昌街道新安镇小学
黄建喜 文昌街道范桥小学
李艳艳 文昌街道朱庄小学
李红燕 文昌街道新庄小学
原瑜静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崔艳琴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常 宁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樊 静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马腊叶 文苑街道小学
王海军 文苑街道小学
赵 毅 文苑街道小学
仝利霞 文苑街道小学
毋彩霞 阳庙镇北西尚小学

魏 娟 阳庙镇杨庄学校
李新桥 阳庙镇沈鹿宿小学
陈美玲 阳庙镇和庄小学
程潇芳 阳庙镇阳邑小学
郭德福 阳庙镇聂村初级中学
邱锡洋 阳庙镇聂村初级中学
邱玉霞 阳庙镇梁陈幼儿园

四、优秀班主任（50名）
王妮妮 示范区中心幼儿园
靳曼曼 示范区中心幼儿园
刘喜艳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常雪萍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王素娥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王建华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王 娟 焦作市文昌中学
陈国玲 焦作市文昌中学
张利芳 焦作市文昌中学
张小瑞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葛小影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申桂荣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张小卫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史利花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贾莎莎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刘晓娟 宁郭镇宁郭小学
张 萌 宁郭镇大驾小学
李新玲 宁郭镇邱庄小学
祁 真 宁郭镇北官庄小学
李瑞青 宁郭镇张庄小学
李婷婷 示范区实验小学
张丹丹 示范区实验小学
王艳丽 示范区实验小学
张粉利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李静华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皇甫艳利 苏家作乡侯卜昌小学
刘英梅 苏家作乡初级中学
韩小桃 苏家作乡第一初级中学
侯亭亭 苏家作乡苏家作小学
封晓霞 苏家作乡吉庄小学
李树奇 苏家作乡北石涧小学
徐文华 焦作市太行中学
李玉香 文昌街道朱庄小学
姬静静 文昌街道霍村小学

宋慧娟 文昌街道李屯小学
邱胜利 文昌街道高村小学
卢晓晨 文昌街道马庄小学
赵静静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杨红菊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张金平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尚虹贝 文苑街道小学
李利梅 文苑街道小学
周小芳 文苑街道小学
程明雨 阳庙镇初级中学
程小晶 阳庙镇初级中学
梁海艳 阳庙镇聂村小学
刘 霞 阳庙镇沈鹿宿小学
李花丽 阳庙镇和庄小学
李海利 阳庙镇阳邑小学
卢利萍 阳庙镇阳邑小学

五、优秀教育工作者（25名）
张婷婷 示范区中心幼儿园
袁红霞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王善云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侯光辉 焦作市文昌中学
闫利平 焦作市文昌中学
刘晓艳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卢丽娜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李 芬 宁郭镇宁郭小学
魏天成 宁郭镇张庄小学
刘 琳 示范区实验小学
程 丰 示范区实验小学
王方圆 苏家作乡第一初级中学
申炯炯 苏家作乡初级中学
张子骞 苏家作乡中心学校
冯海莉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张垒垒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郭小伟 文昌街道新安镇小学
薛波波 文昌街道李屯小学
史喜才 文苑街道小学
杨小明 阳庙镇初级中学
杨长征 阳庙镇马庄小学
沈璐璐 阳庙镇中心学校
杨 晶 示范区教育局
李优优 示范区教育局
王正军 示范区教育局

六、教学标兵（38名）
1.高中（9人）
李志娟 焦作市文昌中学
王秋云 焦作市文昌中学
董学军 焦作市文昌中学
王华兴 焦作市文昌中学
谢璐瑶 焦作市太行中学
杨新玉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罗正斌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张 辉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王小军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2.初中（26人）
王雪利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焦梦琪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刘明霞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赵文敏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祝丽丽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刘晓艳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王秀娟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王小波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杜竺霖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梁 瑛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石海燕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刘玲玲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张爱红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孙小杰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雒海霞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毋利玲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史利花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贾莎莎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李 蕊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薛沙沙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郭保菊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谢雯雯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卢丽娜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樊北杨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米 媛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郭世明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3.小学（3人）
苏志华 示范区实验小学
朱勤菲 苏家作乡吉庄小学
常爱珍 文昌街道李屯小学

2018-2019学年高考中招质量突出学校
一、高考突出学校：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二、中招突出学校：张庄初级中学

田彩玲
阳庙镇聂村初级中学

王 萍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张秀荣
宁郭镇张庄初级中学

———————— 优秀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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