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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甘肃省“园丁奖”拟表彰对象名单

（先进集体 53个）

兰州市（5 个）

兰州市第五中学

兰州市第二十中学

兰州大学附属学校

榆中县博雅小学

永登县第一中学

嘉峪关市（1 个）

嘉峪关市明珠学校

金昌市（1 个）

金昌市第三中学

酒泉市（2 个）

酒泉第七中学

瓜州县第一中学

张掖市（2 个）

张掖市教育局

甘州区南关学校

武威市（3 个）

甘肃省武威第一中学

民勤县第一中学

古浪县土门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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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3 个）

会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甘肃省景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白银市平川区第四中学

天水市（3 个）

天水市建设路第二小学

清水县第六中学

天水市第一中学

平凉市（3 个）

甘肃省平凉市第一中学

华亭市第二中学

庄浪县职业教育中心

庆阳市（4 个）

庆阳第二中学

华池县第一中学

环县南关小学

庆阳市东方红小学

定西市（4 个）

定西市教育局

安定区公园路中学

通渭县思源实验学校

岷县第一中学

陇南市（4 个）

武都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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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昌县第一中学

文县城关中学

两当县城关小学

甘南州（2 个）

卓尼县藏族中学

玛曲县城关九年制学校

临夏州（3 个）

康乐县那那亥小学

永靖县四局小学

甘肃省临夏中学

兰州新区（2 个）

兰州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兰州新区实验小学

部属、省属高等学校（5 个）

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兰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信息工程学院

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甘肃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院

原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士官学院

省属中等职业学校（1 个）

甘肃省农垦中等专业学校

省属技师学院、技工学校（3 个）

甘肃冶金技师学院

甘肃工商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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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装备制造业技师学院

省教育厅直属中小学校（2 个）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甘肃省保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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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甘肃省“园丁奖”拟表彰对象名单

（优秀教师 417名）

兰州市（48 人）

丁小彬（女） 兰州市第三中学

吴文士 兰州市第四中学

罗应周 兰州市第六中学

豆振峰 兰州市第七中学

张瑞云（女） 兰州市第十一中学

曹莉敏（女） 兰州市第十二中学

郑 茜（女）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张爱军 兰州市第四十九中学

颉鹏武 兰州市第五十二中学

贾玉芳（女）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王瑞岭 兰州市第六十三中学

杨 恒
兰州市第七十八中学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中学）

魏 源 兰州市第八十一中学

曹 先 兰州民族中学

徐世赟 兰州市东郊学校

杨慎耘 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成采霞（女） 兰州市实验幼儿园

魏斌孔 西固区福利东路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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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静（女） 西固区合水路小学

崔素琰（女）
兰州市金城实验小学

（北京实验二小兰州分校）

任玉玲（女） 兰州成功学校

杨军梅（女） 城关区华侨实验学校

陈旭方 城关区通渭路小学

颉 珍（女） 城关区大砂坪小学

王仁江 城关区水车园小学

马祥丽（女）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潘文栋 城关区雁园路小学

刁熠玲（女） 七里河区安西路小学

薛贻奎 七里河区阿干镇中心校

徐丽红（女） 七里河区七里河小学

修 微（女） 兰州市第六十九中学

杨 清 西固区福利路第三小学

李 霞（女） 安宁区万里小学

张 力 兰州市第十八中学

钱志伟 兰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刘维军 榆中县第六中学

豆家栋 榆中县恩玲中学

岳琴英（女） 榆中县文成小学

罗宝荣 榆中县小康营学校

李旭东 永登县西铁中学

白玉琴（女） 永登县红城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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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彬杰 永登县苦水镇南峰初级中学

薛红兰（女） 永登县第六中学

魏秀娟（女） 皋兰县第四中学

赵贵兴 皋兰县第一中学

魏小燕（女）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虎 勤（女）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胡宗政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嘉峪关市（4 人）

石培新 嘉峪关市第一中学

吴庆华（女） 嘉峪关市第二中学

贺正桦 嘉峪关市酒钢三中

马静蓉（女） 嘉峪关市第五中学

金昌市（6 人）

牛世强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邓宏波 金昌市金川高级中学

罗永华（女） 永昌一中

狄冬彦（女） 金昌市第五中学

刘 佳（女） 金川区双湾中学

孙 明 永昌五中

酒泉市（14 人）

陈建英（女） 酒泉市肃州中学

张世国 酒泉市第三中学

李长冬 金塔县第三中学

贺文霞（女） 金塔县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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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岩 玉门市第一中学

朱雪梅（女） 玉门市第三中学

王金创 瓜州县第二中学

于聪华 瓜州县第一中学

陈 芳（女） 敦煌中学

邱 成 敦煌市第三中学

苏依拉图雅（女） 肃北县幼儿园

孟庆军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小学

刘 瑛 甘肃省酒泉中学

陈 燕（女） 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张掖市（15 人）

孟 贵 张掖市第四中学

刘 扬（女） 张掖育才中学

张慧萍（女） 甘州区思源实验学校

张艳丽（女） 甘州区青西小学

张居龙 临泽县第四中学

张自鹤 临泽县第一中学

张晓慧（女） 高台县解放街小学

田志慧 高台县南华初级中学

王文品 山丹县东街小学

赵 堂 山丹县第一中学

陈克强 民乐县第一中学

杨海年 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韩红艺（女） 民乐县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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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萍（女）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幼儿园

杨兴成 张掖中学

武威市（24 人）

黄述杰 武威职业学院

刘 潇 武威第二中学

高承平 武威第十八中学

李永章 武威第六中学

郭应喜 武威第八中学

孟文元 武威第九中学

杨金元 武威第十中学

吴发延 武威第三中学

李晓风（女） 凉州区西关小学

赵润山 凉州区武威南铁路第一小学

魏雪梅（女） 武威新城区第一小学

刘永国 凉州区丰乐镇九年制学校

高伯平 凉州区洪祥镇九年制学校

管轶钟（女） 凉州区第一幼儿园

卢茂林 民勤县第一中学

白俊杰 民勤县第四中学

王兴泽 民勤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晓燕（女） 古浪县第一中学

潘 亮 古浪县第六中学

李秀芳（女） 古浪县土门教育工作站

王 强 古浪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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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玉霞（女） 天祝县城关第二小学

陈会珍（女） 天祝县华藏寺镇岔口驿小学

李生霞（女） 天祝县天堂镇天堂学校

白银市（26 人）

常 虎 会宁县会师初级中学

杨奋起 会宁县东关小学

杨晓琴（女） 会宁县第三幼儿园

王振乾 会宁县太平中学

张东爱 会宁县大沟中学

赵志礼 会宁县党家岘乡初级中学

邵 丽（女） 会宁县头寨子镇中心小学

王丽霞（女） 会宁县汉家岔镇中心小学

魏瑛瑛（女） 靖远县第一幼儿园

刘再秀（女） 靖远县第五中学

张克莲（女） 靖远县东湾镇红柳小学

李贵萍（女） 靖远县北湾镇泰安学校

党爱娟（女） 靖远县糜滩镇上滩小学

任胜利 靖远县东升中学

张万海 景泰县第三中学

王锡龙 景泰县红水初级中学

赵国治 景泰县上沙窝初级中学

强科磊 白银市第六中学

张晓龙 白银市第八中学

王 玲（女） 白银区金沟口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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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凤（女） 白银区武川新村学校

刘玉霞（女） 平川区水泉镇旱平川中心小学

贾 莉（女） 白银市平川区魏家地学校

刘朝霞（女） 白银市平川区电厂学校

张 莹（女） 甘肃省靖远师范学校

刘力琼（女） 白银市特殊教育学校

天水市（45 人）

李锦春（女） 天水市新华门小学

刘文博（女） 秦州区汪川中学

袁亚丽（女） 天水市建设路第二小学

宋月定 秦州区藉口中学

唐睿玺 天水市建设路第三小学

武宏刚 秦州区太京镇中心小学

丁高明 天水市第九中学

胡彦祥 天水市第二中学

李江珍 麦积区甘泉中学

黄娅芳（女） 麦积区桥南小学

谢利珍（女） 麦积区花牛中心学校

雷莉萍（女） 麦积区马跑泉中心学校

张 华（女） 麦积区建新路幼儿园

王二虎 秦安一中

刘芳娣（女） 秦安县古城农业中学

成 琳（女） 秦安县兴国一小

李金定 秦安县刘坪学区邓坪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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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军 秦安县安伏学区

杨振华 秦安县西川中学

杨高群 秦安县桥南初级中学

丁小强 甘谷县第二中学

李启龙 甘谷县大像山镇南街小学

董海霞（女） 甘谷县安远镇中心幼儿园

刘永锋 甘谷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贵增 甘谷县六峰镇武家湾九年制学校

马全福 甘谷县第一中学

陈天平 甘谷县大石初级中学

韩春筠 武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杜春萍（女） 武山县城关初级中学

苗志翔 武山县渭北初级中学

赵 云（女） 武山县城关镇城关中心小学

丁永红（女） 武山县洛门镇洛门中心小学

张文彦 清水县第一中学

党维中 清水县永清镇学区

苏红艳（女） 清水县红堡镇学区

杨润霖 清水县黄门学区

张秀梅（女） 清水县第四中学

杨小娜（女） 张家川县第二高级中学

张永生 张家川县第三高级中学

马玉芳（女） 张家川县龙山镇中学

马艳梅（女） 张家川县张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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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智 张家川县闫家乡中心小学

陆艳丽（女） 天水市第一中学

李 旭 天水市实验小学

刘永艳（女） 天水市幼儿园

平凉市（30 人）

张耀红（女） 平凉市铁路中学

朱 芳（女） 崆峒区黄家园小学

张亚红（女） 崆峒区实验小学

史德平 崆峒区柳湖镇赵堡初级中学

章 婷（女） 崆峒区白水镇大陈小学

张慧萍（女） 崆峒区草峰镇杨庄中学

张晓华（女） 甘肃省平凉市第一中学

王 成 华亭第一中学

邵生明 华亭市河西镇新庄小学

乔海军 泾川县玉都中学

李芳霞（女） 泾川县窑店镇初级中学

毛夏敏（女） 泾川县中街小学

何建军 泾川县高平中学

王鹏程 灵台县第二中学

熊学海 灵台县第一中学

于等军 崇信县第一中学

吴鸿飞 庄浪县第二小学

石晓鹏 庄浪县第二中学

邵拴平 庄浪县万泉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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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国 庄浪县大庄中学

杨发红 庄浪县第一中学

高宏太 庄浪县阳川学区

杨雪辉 静宁县第一中学

李 伟 静宁县甘沟中学

胡尚军 静宁县阿阳实验学校

杨利利 静宁县深沟初级中学

李昌生 静宁县德顺小学

马红卫 静宁县威戎小学

李自新 平凉四中

陈 亮 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实验中学

庆阳市（35 人）

王 岩 庆阳第三中学

高亚妮（女） 西峰区团结小学

赵清霞（女） 西峰区北街实验学校

张丽文（女） 西峰区中街幼儿园大什子分园

赵娅娅（女） 西峰区彭原学区

白根玲（女） 镇原县幼儿园

王存军 镇原县新城镇郭沟圈小学

段晓辰 镇原县新集初级中学

冉占英（女） 镇原县平泉初级中学

白仓金 镇原县三岔中学

郑海宁 宁县第二中学

崔文娟（女） 宁县春荣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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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妮（女） 宁县中村镇刘家小学

王西宁（女） 宁县和盛小学

杨秀娟（女） 宁县米桥镇宋家小学

杨西宁 正宁县第一中学

袁妍妍（女） 正宁县山河初级中学

石梦莹（女） 正宁县山河镇东关小学

马海龙 合水县第一中学

孙 浩 合水县段家集九年制学校

梁 芳（女） 华池县柔远初级中学

王治国 华池县第一中学

吴惠珍（女） 环县环城小学

刘 静（女） 环县木钵学区

李望科 环县吴城子初级中学

汪正科 环县环城初级中学

苏正省 环县车道镇中心小学

董 涛 庆城县白马初级中学

樊占文（女） 庆城县凤城初级中学

方惠霞（女） 庆城县驿马镇驿马小学

李怀宝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 敏（女） 庆阳五中

姚会芳（女） 庆阳七中

李德芳（女） 实验小学

常红艳（女） 庆阳特殊教育学校

定西市（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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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金 安定区东方红中学

赵志斌 安定区思源实验学校

庞兴旺 安定区凤翔学校

蔺春英（女） 安定区西关小学

林淑丽（女） 安定区友谊幼儿园

高成俊 安定区柏林学校

王 伟 安定区关门口小学

魏玉鹏 通渭县平襄初级中学

董金环（女） 通渭县第二幼儿园

刘军平 通渭县什川教育学区

范红林 通渭县文庙街小学

杜 平 陇西县第一中学

李富春 陇西县第二中学

徐小平 陇西县德兴初级中学

李娟红（女） 陇西县城关第一小学

李志锋 陇西县和平乡新康小学

李 霞（女） 陇西县幼儿园

闫小霞（女） 陇西县巩昌幼儿园

康雅莉（女） 渭源县清源镇第二小学

白进忠 渭源县第一中学

徐正玉 渭源县第二中学

王尚英 渭源县会川中学

王旭东 临洮县第二中学

张 昕 临洮县第四中学



- 17 -

康喜萍（女） 临洮县明德初级中学

陈如仓 临洮县廿铺初级中学

王耀东 临洮县第一实验小学

王邦泉 临洮县窑店镇学区

赵丽梅（女） 临洮县幼儿园

杜 峰 漳县金钟镇拉麻中学

成国平 漳县武阳东街小学

李 娜（女） 岷县幼儿园

刘金强（女） 岷县岷阳镇第一中心小学

孙鹏飞 岷县维新镇堡子小学

杨光杰 岷县岷阳初级中学

常永安 岷县中寨镇初级中学

田永强 定西市第一中学

陇南市（32 人）

周祖辉 武都实验中学

李文萍（女） 武都区城关中学

郭 勤（女） 武都实验中学

王文艳（女） 武都区深圳中学

马鹏远 武都实验中学

韩晓英（女） 宕昌县旧城中学

马丽红（女） 宕昌县幼儿园

刘翠芳（女） 宕昌县城关第三小学

钟小强 成县第一中学

王应君 成县纸坊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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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夷平（女） 成县红川学区

庞继春 康县岸门口镇初级中学

梁志祥 康县第一中学

王巧霞（女） 康县王坝镇九年制学校

关忠诚 文县城关贾昌小学

侯立周 文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庆平 文县第一中学

李 荣 西和县第一中学

赵宝红（女） 西和县实验小学

马芳雄 西和县十里镇赵五九年制学校

刘海鹏 西和县蒿林乡九年制学校

王桂桢 礼县第一中学

石会明 礼县第二中学

李军平 礼县实验中学

杨 亮（女） 礼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叶 磊 两当县香泉初级中学

李国林 两当县第一中学

刘 军 徽县第二中学

李 恒 徽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张逢强 徽县虞关乡初级中学

王慧聪（女） 陇南师专附属实验学校

李耀德 陇南市实验小学

甘南州（13 人）

王晓荣 临潭县王旗镇陈旗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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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炜 临潭县第一中学

韩彩芳（女） 合作市第二小学

范文波（女） 合作市初级中学

尕藏才让 玛曲县齐哈玛镇寄宿制学校

蒋桂云 夏河县桑科镇中心小学

卓玛草（女） 卓尼县尼巴九年制学校

李世平 舟曲县藏族中学

韩留军 舟曲县果耶镇池干中心小学

赵宏林 迭部县高级中学

斗格吉（女） 碌曲县藏族小学

张红桃（女） 甘南州合作第一小学

马 涛 合作一中

临夏州（30 人）

陈 杰 临夏市第一中学

刘 琳（女） 临夏市建国小学

汪海贤 临夏市枹罕学区

鲁协福 临夏县韩集初级中学

马兰花（女） 临夏县黄泥湾小学

王贤博 临夏县中学

崔晓霞（女） 临夏县三角初级中学

王恩发 永靖县刘家峡中学

张兆琴（女） 永靖县王台中心小学

司发林 永靖县移民小学

马小娟（女） 康乐县城东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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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海珍 康乐县新治街小学

石小云（女） 康乐县莲麓初级中学

鄂佩燕（女） 和政县第一中学

马 敏（女） 和政县第五中学

孟小梅（女） 和政县龙泉小学

马玉民 积石山县田家炳中学

董国勇 积石山县民族中学

宁得省 积石山县高关初级中学

王宏志 广河中学

马维俊 广河县回民第一中学

马国华 广河县城关小学

唐致明 东乡县第四中学

汪晓艳（女） 东乡县达板完全小学

汪一飞 东乡县龙泉学校

张林平 甘肃省临夏中学

马玉涛（女） 甘肃省临夏回民中学

何成栋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临夏分校

高秀清（女） 临夏州特殊教育学校

陕子荣 临夏州职业技术学校

兰州新区（6 人）

李 娟（女） 兰州新区第一小学

张保平 兰州新区第六小学

高进儒 兰州新区方家坡学校

霍得荣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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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生芳（女） 兰州新区实验小学

马玉萍（女） 兰州新区第二初级中学

部属、省属高等学校（40 人）

沈禹颖（女） 兰州大学

包国宪 兰州大学

吴忠铁 西北民族大学

马 薇（女） 西北民族大学

何玉红 西北师范大学

王晓兰（女） 兰州理工大学

马天忠 兰州理工大学

张丽萍（女） 兰州交通大学

王化俊 甘肃农业大学

方文彬 兰州财经大学

刘 凯 甘肃中医药大学

韩 宝 甘肃政法大学

令维军 天水师范学院

王素云（女） 兰州城市学院

刘振来 河西学院

胡浩斌 陇东学院

丁桃源（女）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唐林虎 兰州工业学院

严英秀（女） 兰州文理学院

马春梅（女） 甘肃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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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奇 甘肃开放大学

汪 璟（女） 原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效碧亮（女）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刘立平（女）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原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高 鹏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杨 婕（女）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赵淑湘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树金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金佛荣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吕海芬（女）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原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刘宗波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小艳（女）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金丽娜（女）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巩立超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夏永祥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吕荣光（女）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司小爱（女）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蒲金龙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原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魏玉梅（女）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张春庆 兰州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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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技师学院、技工学校（7 人）

仲 伟 兰州航空工业技工学校

邱 宇 甘肃新东方高级技工学校

赵 娟(女) 甘肃北方技工学校

韩冬梅(女) 金昌技师学院

王元太 兰州铁路技师学院

赵立杰 兰州装备制造技师学院

王兴刚 甘肃省煤炭技工学校

省教育厅直属中小学校（5 人）

穆 兵(女)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胡牛子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贾小梅(女)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卫 蓉(女) 甘肃省保育院

刘 慧(女)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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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甘肃省“园丁奖”拟表彰对象名单

（优秀班主任/辅导员 91名）

兰州市（6 人）

王 沁（女） 兰州市第八中学

王毓龙 兰州市第十中学

黄学斌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赵 倩（女） 城关区耿家庄小学

刘 岩（女） 七里河区华林路第一小学

盖为平（女） 西固区玉门街小学

嘉峪关市（1 人）

王晓梅（女） 嘉峪关市逸夫小学

金昌市（1 人）

陈长世 金昌市金川高级中学

酒泉市（3 人）

王凌志 甘肃省酒泉中学

何玉军 酒泉市北苑学校

马 娟（女） 金塔县中学

张掖市（3 人）

周祥昌 山丹县第二中学

刘 飞 高台县第一中学

刘 娟（女）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学校

武威市（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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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永海 武威第一中学

宣宗元 武威第十七中学

高占欣 古浪县大靖初级中学

卫廷斌 天祝县第一中学

白银市（5 人）

张彦隆 会宁县第二中学

朱生龙 靖远县第一中学

张 峥 景泰县第四中学

王世军 白银市第十中学

刘养彬 白银市平川中恒学校

天水市（5 人）

崔胜军 天水市第三中学

董东顺 甘谷县礼辛初级中学

王军强 武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李素敏（女） 张家川县大阳学区

张 忠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平凉市（5 人）

王小龙 泾川县第二中学

王 芳（女） 崇信县黄花乡高年小学

曹 洋（女） 华亭市安口小学

杜高奇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沙小梅（女） 灵台县梁原学区横渠小学

庆阳市（5 人）

张喜娟（女） 庆阳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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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月旺 宁县早胜初级中学

刘吉雄 环县第一中学

焦蜊钠（女） 庆城县陇东中学

蒋 花（女） 庆阳市庆化学校

定西市（5 人）

米丽涛（女） 陇西县崇文中学

朱建辉 临洮中学

张喜奎 漳县第一中学

曹义科 岷县一中

刘云仙 定西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陇南市（4 人）

侯宇青 康县铜钱镇九年制学校

马文辉 西和县第一中学

郑雪峰 礼县盐官镇九年制学校

胡维义 陇南市第一中学

甘南州（3 人）

吴永福 临潭县第二中学

丁枫源（女） 合作市第三小学

秦报信 卓尼县柳林中学

临夏州（3 人）

王学红（女） 临夏市逸夫第一小学

张智林 临夏中学

王喜梅（女） 临夏州职业技术学校

兰州新区（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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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银花（女） 兰州新区第一小学

部属、省属高等学校（33人）

李传辉 兰州大学

马廷魁 西北民族大学

彭江嘉 西北师范大学

李荣华（女） 兰州理工大学

王力琼（女） 兰州交通大学

侯立新 兰州财经大学

王 荣（女） 甘肃中医药大学

陆 冰（女） 甘肃政法大学

李 妍（女） 天水师范学院

曹秀鸽（女） 兰州城市学院

龚志萍（女） 河西学院

王 芊（女） 陇东学院

陈振兴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杨永萍（女） 兰州工业学院

贺元香（女） 兰州文理学院

李 艳（女） 兰州文理学院

李 沛 甘肃医学院

李奋宁 原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滕雅雯（女）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童克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原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 28 -

郁 渊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王文君（女）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 宏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旭堂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原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华（女）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俞春香（女）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康红霞（女）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海军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兆贵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李 涛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原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赵 甜（女）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吴 真（女） 兰州航空工业职工大学

姚建刚 兰州工商学院

省属技师学院、技工学校（2 人）

刘丽娟(女) 甘肃冶金技师学院

刘人华 甘肃新盛国资技工学校

省教育厅直属中小学校（2 人）

袁 彦(女)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杨润玉(女)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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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年甘肃省“园丁奖”拟表彰对象名单

（优秀教育工作者 60名）

兰州市（5 人）

谢登科 兰州市第五十八中学校长

王延宁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校长

潘一望（女） 安宁区十里店小学校长

王英威（女） 红古区教育局副局长

魏周胜 皋兰县九合中学副校长

嘉峪关市（3 人）

王耀忠 嘉峪关市实验中学校长

李文德 嘉峪关市南湖小学校长

张 芹（女） 嘉峪关市第一幼儿园园长

金昌市（3 人）

万生忠 金昌市第二中学校长

李同楼 金昌市第六中学副校长

卢春彦 永昌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酒泉市（3 人）

焦世军 金塔县中学校长

曹 平 酒泉市第一中学校长

雒维新 玉门市第三中学校长

张掖市（3 人）

姚 姗（女） 张掖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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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建红（女） 临泽县滨河幼儿园园长

卞正东 张掖市第二中学副校长

武威市（4 人）

马 勇 武威第十五中学校长

徐兆胜
凉州区教育局副局长、武威

第六中学校长

王曰杰 民勤县教育评价中心主任

白生明 天祝县新华中学校长

白银市（3 人）

张贵荣 会宁县第一中学校长

潘鸿伟（女） 白银区第十四小学校长

皮林忠 白银市教育局教师工作科科长

天水市（4 人）

梁 冰 天水市第五中学校长

秦 旭 天水市第二中学校长

安白菊（女） 秦安县第一幼儿园园长

张文全 天水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主任

平凉市（3 人）

潘正刚 平凉市第二中学校长

周串虎 静宁县第二中学校长

胡智军 平凉市教育局招生科科长

庆阳市（3 人）

王明智 华池县教育局局长

杨一波 合水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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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定国 北京师范大学庆阳附属学校校长

定西市（3 人）

王 胜 通渭县第一中学副校长

王秋荷（女） 渭源县教育局教学研究室主任

李赐三 岷县三中校长

陇南市（3 人）

马 骎 陇南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

汪 芳 武都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干部

李小山 成县教育局局长

甘南州（3 人）

才华杰 夏河县藏族中学校长

严志勇 舟曲县教育科学研究室副主任

秦晓辉 甘南州教育局干部

临夏州（3 人）

陈 华 临夏州教育局干部

李志中 临夏回民中学校长

周学林 积石山县教育局人秘股股长

兰州新区（2 人）

王 贵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校长

赵晓红（女） 兰州新区第一幼儿园园长

部属、省属高等学校（6 人）

王治和 西北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

孙步功 甘肃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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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国防 天水师范学院科研处处长

展惠英（女） 兰州文理学院教务处处长

周立民 原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

高峻岭（女）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省属中等职业学校（2 人）

曹兰萍(女) 原甘肃省财政学校党委书记

张慧珍(女) 甘肃省庆阳林业学校组织人事科科长

省属技师学院、技工学校（2 人）

范庆华 甘肃工商技师学院设计与传媒系主任

袁建敦 甘肃冶金技师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省教育厅直属中小学校（2 人）

宋学锋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研室副主任

丁爱萍(女)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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