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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引领 专名师引领 专家治校 集团优势家治校 集团优势（（二二））

葛茜

葛茜，女，毕业于湖北
经济学院，中共党员。曾在
浮山中小学、咸宁东方外国
语学校任语文教师。从教
以来荣获“湖北省综合实践
课题研究先进个人”“咸宁
市第11届美育节先进个人
及优秀教师辅导奖”。所编
排的经典诵读《匆匆》参加
咸宁市“2017 年两创三促
经典诵读”获得“最佳人气

奖”，并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在教
育教学中遵循“爱与尊重是教育的出发点”，全心全
意为孩子服务，注重兴趣教学。现任湖北咸宁鲁迅
学校小学部语文教师。

佘雅丽

佘雅丽，女，中共党员，毕
业于荆州教育学院。曾任教
于赤壁市英才双语实验学校、
惠州市博罗县华星学校，担任
过小学语文教研组长、学校团
支部副书记。两次获教学比
武二等奖并被评为“优秀教
师”。始终坚信“给孩子一缕
阳光，孩子会给你一个太阳”，
用爱、用心努力做到最好。现
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小学部
语文教师。

陈兴安

陈兴安，男，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一级
教师。曾在咸宁市香城学校
任教并担任班主任。撰写论
文多次获国家级、省市级奖，
优质课获咸安区一等奖，曾
被评为咸安区常规教学先进
个人、优秀教师、最美乡村教
师。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
小学部数学教师。

海苗

海苗，女，毕业于陕西师
范大学。曾任咸宁好学堂教
育骨干教师，擅长兴趣教学，
在教育教学中遵循“爱与尊
重是教育的出发点”，全心全
意为孩子服务，根据学生们
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教
育方式方法，使学生乐学、爱
学，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现

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小学部语文教师。

胡华芳

胡华芳，女，大学本科，英
语教育专业。曾任职于武汉
巨人学校、大冶市东岳中学，
从事教育行业多年，爱岗敬
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主攻
小初英语，口语流利，精通教
材，功底扎实。教育格言：只
要敢于尝试，就会有成功的希
望。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
小学部英语教师。

夏敏

夏敏，女，毕业于华中师范
大学教育学专业。工作期间多
次外派到美国、德国、法国、意
大利、西班牙、土耳其、俄罗斯
等十几个国家学习交流。擅长
英语口语教学以及趣味单词记
忆法，能灵活结合教材，运用场
景教学，让每一个孩子能打破
哑巴英语的瓶颈，实现英语实
际应用的畅谈能力。现任湖北

咸宁鲁迅学校小学部英语教师。

杨大斌

杨大斌，男，汉族，湖北咸宁
人。1986 年咸宁市师范学校毕
业，1990 年湖北教育学院毕业。
从事数学教学工作33年，有29年
的班主任工作经历。曾在咸宁
市各片区多次主讲教学公开课，
荣获咸宁市青年教师优质课比
赛优秀奖，是学校初三年级把关
老师。应聘到海南国科园实验
学校后，担任多年数学教研组组
长，多次辅导学生参加数学竞
赛，获得全国初中数学竞赛（海南

赛区）优秀辅导老师荣誉称号。历届毕业学生成绩突出，
在海南省中考成绩综合评估中多次获得第一、第二、第三
的优异名次。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初中部数学教师。

杨帆

杨帆，女，本科学历。一直担
任初三化学兼班主任工作，曾获咸
宁市咸安区“优秀教师”等光荣称
号，多次被教育总支评为“模范教
师”“先进工作者”“优秀班主任”。
撰写的论文《新课改下如何做好初
中化学实验教学》获全国教师优秀
科研成果一等奖、《电子白板，站在
传统教育肩上的小巨人》获咸宁市
咸安区“四优”评选和课题研究一
等奖。咸宁市“同课异构”优质课
一等奖，咸宁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

课一等奖。教育理念：用爱心、诚心、热心、细心、耐心才能
去呵护好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孩子。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
初中部化学教师。

陈子薇

陈子薇，毕业于武汉科技大
学。自从工作以来，多次被学校评
为"教学能手"，所带学生中有很多
顺利考上鄂南高中。积极、主动、
用心地做好每一件小事，耐心的处
理班级中的每个问题。坚持"每个
学生都是平等的，需要老师的悉心
呵护"的教育理念，与学生亦师亦
友，让孩子们快乐的学习，稳步的
提升。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初
中部英语教师。

黄燕

黄燕，女，毕业于湖北科技学院
音乐学院。2018年中央音乐学院
师资培训结业，2013年钢琴考级获
优秀十级，2014年获全国优秀艺术
人才选拔西洋类青年组钢琴项特金
奖，2015-2018 年指导学生参加

“和平之星”“星海杯”、“桃李杯”荣
获“最佳指导教师”奖、金牌教师奖、
优秀“园丁”奖等奖励。现任湖北咸
宁鲁迅学校初中部音乐教师。

孙振辉

孙振辉，女，本科学历，毕业于
湖北文理学院教育系。担任过教
学主管，曾经参加过“知行中国小
学语文教师培训”。在教学方法
上，践行多元化教学，善于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学习自
主性。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小
学部语文教师。

邓琦

邓琦，女，本科学历，毕业于湖
北经济学院。曾就职于咸宁东方外
国语学校，参加湖北省中小学语文
教师核心素养提升学习，对待学生
严慈相济，做学生的良师益友，获得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称号。
教育感言：浇花要浇根，育人要育
心。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小学部
语文教师。

董宏泉

董宏泉，男，汉族，中共党
员，本科学历，中学数学一级教
师，咸宁市初中数学骨干教师。
先后任教于咸宁市咸安区公办学
校、东莞石碣文晖学校、绍兴中国
轻纺城中学等民办学校，执教期
间获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优秀指
导奖，论文多次获奖，曾任教研组
长。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初
中数学教师。

江兵子

江兵子，男，中学物理一级
教师，本科学历，咸安区物理学
科带头人，区常规教学先进个
人。教学设计、论文及优质课多
次获省、市、区级一等奖。二十
年中学物理教学经验，深受领导
信任和学生爱戴，爱岗敬业，乐
于奉献，深钻教材，科学、艺术地
把握教材的重难点。现任湖北
咸宁鲁迅学校初中部物理教师。

张开亮

张开亮，男，中学一级教
师，本科学历，毕业于黄冈师范
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曾
在桂花中学工作，14年初高中
教学经验，获咸安区优质课一
等奖、国培计划优质课比赛一
等奖，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称
号。黄华明名师工作室核心成
员，《代数几何画板在教学中的
应用》课题主持人，国培计划优

秀学员，多年初三数学教学经历。教学理念：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初中部数
学教师。

金银

金银，女，本科学历。曾多
次被教育总支评为“模范教师”

“模范班主任”“先进教师”。曾
指导学生在喜迎十九大“献给祖
国的三行情诗”竞赛中荣获初中
组一等奖，课件《荷叶母亲》在参
加“全国中小学教师优秀课件作
品大赛”中荣获国家级一等奖，
撰写的文章《诗意阅读在中学语

文阅读教学中有效运用》在“全国教师优秀科研成果”中
获得一等奖，湖北省“寻找身边的美丽”征文中撰写《寻
找身边的美丽》荣获一等奖。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初
中部语文教师。

刘灵芝

刘灵芝，女，本科学历。毕业
后在湖北省天门外国语学校任
中学语文教师兼班主任，2017-
2019年带年级重点班并兼任学
科组年级辅导教师职务。多次辅
导学生获得市级作文竞赛奖项，
2017年荣获天门市优质课比赛
一等奖，个人教学能力突出，深
受学生喜欢。2019年8月由集
团选派担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

初中部语文教师。

董敏刚

董敏刚，男，大学本科，毕
业于武汉大学。曾是山西省
长治市黄冈实验中学的资深
英语教师、班主任，多次荣获

“长治市优秀外语教师”“优秀
英语学科带头人”等称号，所
带班级每年皆获“优胜班集
体”称号，初中毕业班学子全
部考上理想高中，其中三分之
一的学子考上省级重点高中

(太行二中)。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初中部英语教师。

夏朝晖

夏朝晖，男，1975年6
月生，1997年华中师范大
学化学系毕业，中学高级教
师。曾先后在咸宁高中、浙
鳌高级中学、咸宁市嘉鱼外
国语学校、苍南嘉禾中学任
教。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
的进取心和团队协作意识，
教学风格严谨，认真落实教
学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用
心对待我的每一个学生，一

直以来深得学校领导的认可和学生的普遍欢迎。教
学、教研成绩突出，多次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
任、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教学比武中取
得优异成绩多次荣获省级、市级一、二等奖。现任湖
北咸宁鲁迅学校高中部化学教师。

周兰兰

周兰兰，女，毕业于武汉
理工大学，英语专业 8 级。
从教10余年，有多年高中英
语教学经验，多年任备课组
长。潜心研究教学，多次荣
获优秀教师称号，荣获优质
课竞赛一等奖，解题大赛一
等奖。所教学生有上北大，
华科，武大等名校。现任湖
北咸宁鲁迅学校高中部英语
教师。

舒诚学

舒诚学，男，毕业于长江
大学，中学一级。长期在沿
海私立高中任教，担任高中
历史备课组长、教研组长。
多次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
主任等荣誉称号，优质课竞
赛多次荣获一、二等奖，撰
写的论文获一等奖。所教学
生有上北大、清华、武大等
名校。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
校高中部历史教师。

朱琴

朱琴，女，1985 年 5 月
生，中共党员，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中学一级教师。2010
年6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专
业毕业，先后在华南师范大
学中山附属中学、咸安区双
溪中学工作。曾获2018年
湖北省第二届“长江教育杯”
微课大赛一等奖；2018年咸

宁市教案设计一等奖；2015-2016年度咸宁市“一
师一优”课市级优课；2016年咸安区中学生爱国诗
歌竞赛优秀指导师；2013年“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
竞赛”优秀指导师（指导学生获广东省一等奖）；
2013-2018连续5个学年获双溪中学“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称号；2011-2013年中山华附“优秀教
师”“优秀班主任”称号；结项课题《建立云生态环境
下的政史教育教学研究》。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
高中部历史教师。

张军波

张军波，男，1978年9月
出生，本科学历，天门市生物
学科骨干教师，天门市生物
学科带头人，湖北省生物学
会会员。2000 年 6 月毕业
于长江大学，后于2005年至
2008 年在华中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专业学习。先后在钟
祥市某中、天门杭州华泰中
学工作，2005年 9月至今一

直从事高三生物教学，其间担任学科组长和班主
任，并担任高中部政教主任。教学成绩突出，多次
被学校及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优秀学科组长、优
秀班主任。辅导学生在国家、省、市竞赛中获奖，
十余次被评为优秀辅导教师。2019年8月由集团
选派担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高中部生物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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