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高峰，男，1974年 1月出生，湖

北咸宁人，大专学历，小学高级教师，中共
党员。先后任第五小学副校长、第十四小
学校长、香城学校副校长。曾被评为咸安
区先进工作者、常规教学先进个人、优秀教
师，温泉办事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
员。撰写的论文、案例获得了区级、国家级
奖，优质课获市一等奖、国家级二等奖。被

区教研室聘请为兼职数学教研员，参与了数学导学案的编写，
获得了咸宁市教师资格证面试官资格和湖北省数学协会会员
资格。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小学部校长。

余功祖，男，1971年出生，中共党

员，200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教一级。
2008年荣获“湖北省优秀教师”，2012年、
2016年荣获湖北省崇阳县“十大名师”，
2012年荣获湖北省咸宁市高考备考先进
个人。曾在湖北众望高中、浙江乐清市知
临中学任高中政治教师。先后任年级主
任、德育主任、德育副校长、教学副校长。
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高中部副校长。

何勇，男，1978年9月出生，本科学

历，中共党员。1997年8月参加工作，中学
一级教师。曾在咸宁市浮山学校担任中学
语文教师，先后兼任团支部书记、教务主任职
务。多次获得区优秀班主任、教学先进个人等
奖励，辅导多名学生荣获省级阅读、写作一等
奖、小星星书法竞赛金奖。现任湖北咸宁鲁
迅学校初中部副校长。

陈佳玉，女，长江大学本科毕业。

曾任教于天门江汉学校、天门外国语学校，
历任小学部中高年级班主任、年级组长。
多次获教学比武一等奖，并被评为“优秀班
主任”、“优秀教师”，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

“文明班级”。2019年8月由集团选派担任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小学部学工主任。

高中部

吴云，女，中共党员，中学特级教
师，华师一附中英语特级教师，武昌区
英语教学研究学会理事和湖北教育学
院特聘兼职教授；长期担任班主任和
年级英语教学备课组长，所教的学生杨
柳是1992年高考湖北省文科状元，王
冉是2004年高考湖北省理科状元。多
年来，主编和参编并出版了《高中英语

手册》《高中英语听力教程》等几十本书籍，并撰写了《运用
启发式进行英语词汇教学》和《英语教学中的德育渗透》等
学术论文。被评为武昌区“优秀班主任”，全国“优秀英语教
师”等，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英语名师工作室主主持人。

帅建成，男，中共党员，特级教师，
华师一附中数学教师，教研组长，武汉
市中学数学学科带头人，湖北省中学
数学学会理事，中学数学杂志编委，主
持过多项省、市级教育教学研究重点
课题项目，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
过多篇研究论文；数学奥数金牌教练，
长期担任重点班班主任和数学教学，

培养了近80人进入清华、北大就读，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
校数学名师工作室主主持人。

王铁松，男，中共党员，特级教师，
华师一附中高中政治教师，武汉市教
育学会理事，武汉市中学政治教研会
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会员。经过长
期的教学实践，形成了“指导学生自
学、查阅资料、课堂辩论、重难点讲授、
能力训练、方法引导”六个环节相结合
的探研型教学模式。多次参加高考政

治阅卷工作，每年参与评分细则的制作和担任大题组长，
先后被湖北大学法学院聘为“湖北省中学政治骨干教师培
训班主讲老师”；被华中师范大学聘为“中小学骨干教师国
家级培训导师团成员”；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政治教师，现任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政治名师工作室主主持人。

白和平，男，特级教师，华师一附
中化学特级教师，武汉市中学化学学
会常务副理事长，武汉市教育学会理
事。华中师范大学化学教育硕士研究
生导师，湖北省高考化学阅卷组成
员。长期从事高中化学教学，课堂上
善于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自主学习。积
极参与新课程改革和教学研究，撰写

的《化学虚拟实验室构建与应用》《改进化学实验教学实施
素质教育的研究》等多篇论文公开发表。主编有《高考研
究者》《中学化学计算》《高中化学学案》《高中化学计算技
巧》等教学参考书，培养了近百名清华、北大优秀学子，现
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化学名师工作室主主持人。

潘龙友，男，咸宁高中语文高级教
师，咸宁市骨干教师，咸安区学科带头
人。任咸宁高中实验班语文教师15年，
语文教学经验丰富，高考屡创佳绩，多次
获得咸宁市高考语文优秀教师称号。教
研业绩突出，系国家级课题核心成员，发
表教研论文多篇。对高中语文教学和新

高考有独特的研究与认识，形成成熟完整的体系。辅导学生
竞赛成绩突出，是省级优秀辅导教师。班主任工作经验丰
富，多次获得优秀班主任称号。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高
中部语文学科带头人。

郑杰平，男，武汉人，2004年大学
本科毕业，高中数学教师，中教高级。
从教15年来，先后在武汉、肇庆、东莞
等知名民办学校任教，成绩突出。曾获
高考突出贡献指导老师、东莞市松山湖
园区优秀班主任、校内优秀班主任等称
号。所带学生先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山
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

等。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高中部数学学科带头人。

丁洁琴，女，大学本科，湖北大学
教育硕士在读。英语八级，2003年9
月至今一直在咸宁高中任教，五届理科
实验班英语任课教师，教学成绩优异，
长期担任英语备课组长职务。2018年
所教学生在湖北省新东方杯英语演讲
比赛中获得省一等奖。先后被评为咸
宁市优秀英语教师、咸宁市骨干教师、

咸安区骨干教师、咸安区十佳师德标兵。并多次获得咸宁高
中最受欢迎教师、咸宁高中高考优胜奖和咸宁高中优秀教
师称号。多次被咸安区教育局作为种子教师重点培养，并
多次担任咸宁市中考、四校联考的出卷教师和教师招聘的
评委。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高中部英语学科带头人。

严茂军，男，天门市政协委员中学
高级教师。曾参与编写天门市高中物
理一轮复习资料；曾指导学生参加全
国高中物理竞赛并获得国家级一等
奖；多次因高考备考成绩优异，被授予

“天门市先进班主任”“天门市优秀教
师”“天门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2019年8月由集团选派担任湖北咸宁鲁迅
学校高中部理综学科带头人。

董迁洪，男，1966年11月出
生，中学历史高级教师，湖北省
历史教育学会会员。曾任湖北
省某高中复读中心历史教师、文
科综合组长。1988年毕业于湖
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从1994年
开始长期担任高三历史教学，多
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教研
组长”“高考辅导优秀教师”“历

史学科带头人”“优秀班主任”。一直积极坚持教学
研究，讲究系统性和个性化教学，追求创新性课堂。
二十几年来与同仁一起编写出版近十本高考复习资料
如《～高考教程》、《～3+x教程》等。多次获得湖北省
历史学科优秀论文大赛一等奖。2019年8月由集团
选派担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高中部文综学科带头人。

初中部

何勇，男，1978年9月出生，
本科学历，中共党员。1997年8
月参加工作，中学一级教师。曾
在咸宁市浮山学校担任中学语
文教师，先后兼任团支部书记、
教务主任职务。多次获得区优
秀班主任、教学先进个人等奖
励，辅导学生唐朝阳，祝睿等同

学荣获省级阅读、写作一等奖、小星星书法竞赛金
奖。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初中部语文学科带头人。

李辉平，男，生于1972年4
月，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
历，中学一级教师，湖北省数学
教育学会会员，天门市初中数学
骨干教师，天门市教科院初中数
学中心教研组成员。曾荣获“天
门市十佳青年教师”“天门市十
佳师德标兵”等称号。曾获天门

市优质课一等奖，所带学生参加全国初中数学竞赛
多人次获得全国一、二等奖。编撰出版多部教辅书
籍；有十多年担任九年级重点班的班主任的经历，所
带班级的中考成绩一直位居全市前列，学校近几年
被天门市政府评为“中考优胜单位”。先后在天门市
岳口天南初级中学，岳口初级中学工作，曾经担任教
研组长、教务主任、分管教学副校长。2019年8月
由集团选派担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初中部数学学科
带头人。

鲜良君，女，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学历，中学英语高级教师，湖北省初中英语
骨干教师，湖北省英语教育学会会员，天门
市初中英语骨干教师。曾获“湖北省优秀外
语教师”“湖北省教育学会先进工作者”“湖北
省民办学校优秀教师”“天门名师”“天门市教
育系统十佳女教师”“天门市优秀共产党员”
等称号。曾获湖北省英语教学比武二等奖、

天门市初、高中英语优质课竞赛一等奖；多篇论文获国家级、省级
奖；编撰出版多部教辅书籍；多次承担天潜沔地区中考命题和教师
招聘；长期战斗在教学一线，所带班级成绩名列前茅，所带学生约
百人次获国家级、省级奖项。先后在天门市岳口天南中学、天门杭
州华泰中学、天门市实验中学工作，曾经担任教研组长、政教主
任、教科研主任、教务主任、分管教学副校长。2019年8月由集
团选派担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初中部英语学科带头人。

小学部

黄胜河，男，1982年2月生，本科学历。
在内地从教8年，在沿海地区从教10年。曾被
评为“咸宁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咸宁市教学常
规工作先进个人”“深圳市龙岗区优秀教师”“深
圳市优秀教师”。在深圳工作期间，一直担任
语文教研组组长职务，对语文教学有自己独
特的研究与认识，班主任经验丰富。现任湖
北咸宁鲁迅学校小学部语文学科带头人。

郑春霞，女，小学数学高级教师。先后
在咸宁市第九小学、第五小学任教数学。工
作期间积极参加学校申报的省级基础教育
课题研究，撰写的论文、案例分别获得了省、
市级一、二、三等奖。曾被评为咸安区小学
数学优秀教师、咸安区德育工作先进个人，
多次被温泉办事处、温泉教育总支、第五小
学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班主任，数次被聘

为咸宁市教师资格证面试考官。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小学部
数学学科带头人。

田露，女，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毕业，
英语八级持高中英语教师资格证。曾在咸
安区常收小学任教五年，期间任教务主任三
年。多次获得省级论
文及省级课题奖项，在
区教学竞赛中屡次获
奖，曾被咸宁香城都市
报以“田露——山坳讲

台吐芳华”为题报道，多次被评为“师德标
兵”。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小学部英语
学科带头人。

学校二维码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学科带头人

白和平，男，特级教师，

华师一附中化学特级教师，武汉
市中学化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武汉市教育学会理事。华中师范
大学化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
湖北省高考化学阅卷组成员。

长期从事高中化学教学，课
堂上善于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自

主学习。积极参与新课程改革和教学研究，撰写的
《化学虚拟实验室构建与应用》《改进化学实验教学实
施素质教育的研究》等多篇论文公开发表。主编有
《高考研究者》《中学化学计算》《高中化学学案》《高中
化学计算技巧》等教学参考书，培养了近百名清华、北
大优秀学子。现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总校督学。

严茂军，男，45岁，天门

市政协委员，中学高级教师。曾
参与编写天门市高中物理一轮
复习资料；曾指导学生参加全国
高中物理竞赛并获得国家级一
等奖；多次因高考备考成绩优
异，被授予“天门市先进班主任”

“天门市优秀教师”“天门市优秀
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曾任天门外国语学校副
校长。2019年8月由集团选派担任湖北咸宁鲁迅学
校总校副校长兼高中部校长。

鲜良君，女，汉族，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学英语
高级教师，湖北省初中英语骨干
教师，湖北省英语教育学会会
员，天门市初中英语骨干教师。
曾获“湖北省优秀外语教师”“湖
北省教育学会先进工作者”“湖
北省民办学校优秀教师”“天门

名师”“天门市教育系统十佳女教师”“天门市优秀共
产党员”等称号。曾获湖北省英语教学比武二等奖、
天门市初、高中英语优质课竞赛一等奖；多篇论文获
国家级、省级奖；编撰出版多部教辅书籍；多次承担

天潜沔地区中考命题和教师招聘；长期工作在教学
一线，所带班级成绩名列前茅，所带学生约百人次获
国家级、省级奖项。先后在天门市岳口天南中学、天
门杭州华泰中学、天门市实验中学工作，曾经担任教
研组长、政教主任、教科研主任、教务主任、分管教学
副校长。2019年8月由集团选派担任湖北咸宁鲁迅
学校总校副校长兼初中部校长。

罗学斌，男，1970年出

生，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
自1997年起先后担任天门市
竟陵第二小学、天门市竟陵小
学、天门市第一小学校长，2016
年起先后担任天门外国语学
校、应城外国语学校副校长；曾
被评为“天门市首届十佳校

长”、“天门市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中小学骨干校
长”。自2008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山东济南师范附属小学、武汉鲁巷实验小学、武汉育
才小学挂职锻炼。曾担任北京人大附小、北京林大
附小、唐山伯雍小学等七彩同盟学校常务副理事
长。2019年8月由集团选派担任湖北咸宁鲁迅学校
总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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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在钟祥市石牌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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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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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团总支书记、
政教副主任、政教主任。2019年8月由集团选派担任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总校副校长。

龚科，男，40岁，中共党员，湖北天门人，大学学历。

湖北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天门市政协常委，天门市工商联
常委，天门市青年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天润教育集团总经
理，天润（咸宁）教育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润（汉川）
教育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天门外国语学校负责人，应
城外国语学校名誉校长，海南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海南省十
佳青年校长，广州军区招飞先进个人。

长期从事高端民办学校发展规划与管理工作，历任海南
鲁迅中学常务校长（8000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挂职副校
长，上海仙霞高中挂职副校长，海南三亚高考副主考，海南
省高考工作先进个人。能准确把握教育发展方向，积极探
索国内教育与国际接轨渠道，深谙民办学校管理策略，勇于
探索，大胆创新，先后创办了海南三亚双品教育集团（5000
人）、天门外国语学校（10000人）、应城外国语学校（7000
人）、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四年内培养了三名地市级高考状
元，高考成绩高分率、一本上线率超过省重点中学，在海南省
引起轰动效应，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现任湖北咸宁鲁迅
学校总校校长。

熊万斌，男，汉族，中共党员，湖

北天门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
师，物理学科带头人。2007年至今年任
湖北省天门中学副校长，多年从事中学
物理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多篇，曾获得

“天门市优秀教师”、首届“天门名师”、
“湖北省骨干教师”“中学物理奥林匹克
竞赛优秀辅导教师”等荣誉称号。现任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总校常务副校长。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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