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全市教育系统第37个教师节系列评选活动的通报
各县各县（（市市、、区区））教育局教育局、、市直中小学校市直中小学校

及幼儿园及幼儿园：：
2021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教育系统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
略，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扎实推进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广大教师不断加强师德修
养，提升专业能力，德才双修，立德树
人，开拓创新，涌现出了一大批扎根一
线、潜心教学、业绩突出、师德高尚的先
进典型。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7个
教师节，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对周明远
等235名先进个人（名单附后）予以通
报表扬。

希望受到表扬的优秀教师继续保持
谦虚谨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发扬无
私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在
今后的教书育人工作中再创佳绩。希望
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他们为榜
样，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更新教
育观念，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师德修
养和教育教学水平，为咸宁教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咸宁市教育局
2021年9月9日

咸宁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名单

（一）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10名）
周明远 咸宁市特殊教育学校
陈泽俐 嘉鱼县南嘉中学
郭家俭 赤壁市第一中学
葛燎辉 通城县第一中学
黄维庆 崇阳县大集中学
徐海燕 通山县大路乡吴田完全小学
吴红霞 咸宁市温泉中学
林宏伟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杨 霞 咸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罗 云 咸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
（二）咸宁名师（10名）
谢余波 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

鲁方致 嘉鱼县实验中学
饶季华 赤壁市第一中学
黎灿明 通城县城关初级中学
袁国忠 崇阳县第一中学
吴凤仪 通山县迎宾路小学
钱 虹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郎嘉娜 咸宁市实验小学
廖明芳 咸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胡正甫 通城县教学研究室
（三）咸宁市优秀班主任（50名）
周元元 咸宁市咸安区高桥镇高桥中小学
余 莉 咸宁市第三初级中学
唐才华 咸宁市咸安区贺胜中小学
吴继国 咸宁市青龙山高级中学
舒 辉 咸宁市青龙山高级中学
吕维东 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
郭庆东 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
朱军荣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钟满珍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钱细芳 咸安区马桥镇初级中学
吴自强 嘉鱼县第一中学
李晓梅 嘉鱼县簰洲湾镇蓝天抗洪英雄中学
周爱生 嘉鱼县官桥镇中心小学
孙 红 嘉鱼县渡普镇中心小学
曾 敏 嘉鱼县陆溪镇中心小学
何元花 嘉鱼县第一小学方庄校区
刘志向 赤壁市第一中学
吕和林 赤壁市车埠高级中学
李 燕 赤壁市第一初级中学
卢晓珍 赤壁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贺茂福 赤壁市赵李桥镇小学
邹碧兰 赤壁市车埠镇中学
彭美红 赤壁市黄盖湖镇黄盖湖学校
金美书 通城县城北初中
王海霞 通城县隽水小学
葛良兵 通城县麦市镇中心完小
赵 卫 通城县马港初级中学
李志成 通城县石南镇凡店完小
胡细周 通城县大坪乡下畈完小
王向峰 崇阳县第二小学
程才新 湖北省崇阳职业技术学校
汪信海 崇阳县路口中学
李灿辉 崇阳县大集中学
汪吴辉 崇阳县大集中学附属小学
叶 伟 崇阳县天城中学
沈恭让 崇阳县第一中学

华 卉 通山县实验初级中学
郑由灯 通山县第一中学
王剑晓 通山县洪港小学
宋仕南 通山县厦铺中学
陈 洁 通山县大路乡犀港小学
邱水生 通山县黄沙铺镇梅田中学
徐冰娟 通山县大畈镇大畈小学
吴成功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杨 恒 咸宁市温泉中学
邹 红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陈耿芳 咸宁市实验小学
张冬霜 咸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
陈 思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王重阳 咸宁东方外国语学校（民办）
（四）咸宁市优秀校（园）长（15名）
周柏武 咸宁市青龙山高级中学
杨晓华 咸宁市横沟高级中学
潘传国 咸宁高新实验外国语学校
赵贞奇 嘉鱼县实验小学
王 秀 嘉鱼县实验幼儿园
宋爱明 赤壁市第一中学
沈 锴 赤壁市实验小学
柳自威 通城县沙堆镇中心完小
陈水兵 通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庞细敏 崇阳县实验小学
王世俊 崇阳县第一中学
陈时顺 通山县实验初级中学
陈雄华 通山县厦铺中学
葛建新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朱红梅 咸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五）咸宁市学科带头人（30名）
熊莹莹 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
黄叙东 咸宁市咸安区永安中学
贺 娴 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孙学银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李 华 嘉鱼县第一中学
刘 浩 嘉鱼县南嘉中学
涂 玲 嘉鱼县城北中学
武晓菊 嘉鱼县第一小学
孙文英 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赤马港学校
刁香菊 赤壁市第一中学
石 武 赤壁市实验中学
郑 芳 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
周建国 赤壁市教学研究室
徐 曙 通城县教学研究室
李 杰 通城县第一中学

黄金花 通城县隽水初级中学
陈大勇 通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王亚丽 崇阳县桃溪中学
王美林 崇阳县大集中学
程华明 崇阳县天城中学
姜功平 崇阳县第一中学
朱忠海 通山县第一中学
郑慧芬 通山县大路乡犀港小学
王海燕 通山县洪港小学
阮班涛 通山县黄沙铺镇中学
沈文炳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周燕子 咸宁市温泉中学
余 婷 咸宁市温泉中学
林军启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朱 辉 咸宁市实验小学
（六）咸宁市骨干教师（70名）
吴真珍 咸安区向阳湖镇广东畈小学
蔡 婷 咸宁市青龙山高级中学
曾晓琴 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
孔令汪 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
李 赛 咸宁市第二小学
李全坤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陈 浩 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麻塘中小学
范玉华 咸宁市第三初级中学
吴 平 咸宁市咸安区教学研究室
何国勇 嘉鱼县第一中学
杨桂枝 嘉鱼县南嘉中学
邓预荣 嘉鱼县潘家湾镇中心小学
何兰珍 嘉鱼县官桥镇舒桥小学
朱申芳 嘉鱼县陆溪中学
孙 建 嘉鱼县簰洲湾镇蓝天抗洪英雄中学
吕大亮 嘉鱼县新街镇中心小学
万 英 嘉鱼县第一小学
邓 娟 嘉鱼县第一小学方庄校区
杨 辉 赤壁市第一中学
廖雅莉 赤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任和林 赤壁市第一初级中学
周宗保 赤壁市第五初级中学
吴丽芳 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 坪 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赤马港学校
邱联圣 赤壁市茶庵岭镇中学
谢 慧 赤壁市车埠镇中学
卓 彬 赤壁市蒲纺一中
周 薇 通城县第一中学
胡 兵 通城县第一中学
黎春芳 通城县教育中心

赵 丹 通城县城关初级中学
徐 佳 通城县隽水初级中学
熊 琼 通城县实验学校
吴 萍 通城县实验小学
潘冬霞 通城县关刀镇中心小学
黄鹤飞 通城县塘湖镇黄袍中学
熊细平 通城县五里镇五里中学
丁永一 崇阳县实验小学
黄义华 崇阳县桃溪中学
杨立志 崇阳县第四小学
汪俊世 崇阳县港口乡明德小学
代志英 崇阳县实验小学
郑亚辉 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小学
姜丽霞 崇阳县天城中学
钟海英 崇阳县第三小学
陈 洁 崇阳县第一中学
尧艳霞 崇阳县白霓镇中心小学
胡明月 通山县第一中学
高 慧 通山县迎宾路小学
邓明潆 通山县实验幼儿园
杨平花 通山县南林桥镇南林小学
沈淑芳 通山县九宫山镇富有中学
徐文颖 通山县洪港小学
赵绪赐 通山县杨芳林乡郭家岭小学
全锦玲 通山县大畈镇板桥小学
聂丽芳 通山县黄沙铺镇小学
叶会芬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陈迪海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曾琪琛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甘悠悠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张继恒 咸宁市温泉中学
苏志波 咸宁市温泉中学
刘勇华 咸宁市实验小学
周 燕 咸宁市实验小学
韦 明 咸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张玉婷 咸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
夏顺意 咸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
方光明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顾小荣 咸宁东方外国语学校（民办）
陈 蔚 咸宁财税会计学校
（七）咸宁市优秀青年教师（30名）
吴 洲 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镇小学
沈丽明 咸宁市青龙山高级中学
谭 星 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
彭园凤 咸宁市第十八小学
阮泽中 咸安区何功伟中学

刘 恋 嘉鱼县鱼岳幼儿园
洪 佳 嘉鱼县茶庵幼儿园
任梦婷 嘉鱼县樱花幼儿园
石小刚 赤壁市第一中学
徐 菁 赤壁市第一初级中学
官 佳 赤壁市赤壁市实验小学
王 卉 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
魏 容 赤壁市中伙铺镇中学
吴肱瑜 通城县教育中心
胡云辉 通城县南门初级中学
徐 娜 通城县隽水镇黄源小学
王 秀 崇阳县幼儿园
涂荔青 崇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王 怡 崇阳县实验小学
黄 思 崇阳县路口明德小学
廖 鹏 崇阳县第一中学
夏兰菊 通山县实验初级中学
张 玲 通山县慈口乡中心小学
徐纯湖 通山县九宫山镇富有中学
刘 晓 通山县洪港小学
李先卫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徐 典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万琦雯 咸宁市实验小学
姜楠楠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叶芃辰 咸宁财税会计学校
（八）咸宁市最美乡村教师（20名）
周 翔 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江桥小学
唐清炎 咸安区何功伟中学
杜中华 嘉鱼县高铁岭镇八斗角小学
董献章 嘉鱼县潘家湾镇龙坎湖小学
杜西畴 嘉鱼县渡普镇中心小学
钱忠华 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黄龙小学
潘冬梅 赤壁市赤壁镇中学
郑 敏 赤壁市中伙铺镇杨家岭学校
胡朋敏 通城县北港中学
卢丙贵 通城县关刀镇云溪学校
张洛宾 通城县四庄乡大源完小
张方直 通城县马港镇中塅小学
杨伟龙 崇阳县石城镇花园小学
肖善来 崇阳县肖岭中学
郑学明 崇阳县高枧乡义源小学
王旺国 崇阳县白霓镇中学
吴泰和 通山县南林桥镇南林初级中学
徐晓村 通山县燕厦乡燕厦中学
王界宁 通山县九宫山镇第二小学
吉 庆 通山县杨芳林乡杨芳中心小学

十佳师德标兵简介
周明远，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一级教师，现任咸宁市

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教龄25年。曾获咸宁市“骨干教师”、
咸安区“优秀共产党员”“十佳德育标兵”“先进教育工作者”
等荣誉。刻苦钻研教学业务，努力构建以生活为核心的开
放而适性的课程，倡导在课堂中感知、体验、参与的学习方
式，2018年赴日本考察学习；德育工作中坚持立德树人，五
育并举，注重残疾儿童品德修养和行为习惯的养成。

教学感言：每个人都会发光，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看见。

陈泽俐，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
嘉鱼县南嘉中学，教龄25年。曾获省“优秀语文教师”

“课堂改革先进个人”、市“优秀语文教师”“骨干教师”“教
学常规先进教师”、县“优秀教师”“十佳师德标兵”“德育
先进工作者”“先进共产党员”“模范班主任”“先进教育工
作者”“常规教学和教育科研工作先进教师 ”等荣誉。无
论是班级管理，还是学科教学，总是“勤”字当先，关注细
节，全心陪伴；“情”系全体，感而化之，倾力呵护。

教学感言：不问功名几许，但求成事成人！

郭家俭，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一级教师，现任教于
赤壁市第一中学，教龄19年。曾获得赤壁市“骨干教师”

“优秀班主任”“师德模范”“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在“一师
一优课”活动中获得省级优课，“湖北好课堂”获得咸宁市
一等奖；长期担任学校实验班班主任，所带学科多次获得
咸宁市高考优胜奖，所带班级高考成绩突出，2021年高
考所带班级---高三（21）班田岱钊同学获得咸宁市理科
状元，被北京大学录取。

教学感言：唤醒每个灵魂，点亮每盏心灯，让每个学
生亮起希望之星。

葛燎辉，大专学历，中小学一级教师，现任教于通城县
第一中学，教龄26年。2009-2012年间，被评为通城县

“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各两次；2013年，被通城县人
民政府评为“师德标兵”；2014年，被通城县教育局评为

“师德标兵”。2009-2013年间，曾辅导李黄山等8位同学
获得物理竞赛国家一等奖一次，二等奖六次，三等奖一
次。2014年6月拾金不昧的事迹曾被咸宁日报报道。

教学感言：除却不忘初心，为师者还应有慧心、爱心
和耐心。

黄维庆，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二级教师，现任教于
崇阳县大集中学并担任大集中学足球队主教练一职，教
龄14年。曾获得湖北省“最佳教练员”、崇阳县“优秀教
师”“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六年磨炼，他把一个山区
小县城的校园足球队带出大山，走出湖北，走向全国。在
他的带领下，孩子们勇夺湖北省冠军，球队先后10人入
选湖北省队，11人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23人获得
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数十人通过足球运动特招升入理
想的本科院校。

教学感言：精神成就事业，态度决定一切。

徐海燕，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一级教师，现任通山
县大路乡吴田完全小学校长，教龄23年。主讲优质课多
次获县一等奖，2012及2017年优质课均获市一等奖，
2017年优质课获省级优课。撰写的论文、教案和制作的
课件多次获奖，其中校园管理论文获国家级一等奖并被
《中外交流》刊发。2012年被评为咸宁市“农村模范教
师”，先进事迹在咸宁日报报道。曾获2017年县“骨干教
师”、2018年县“名师”等荣誉。

教学感言：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学为人师，教书育
人、无私奉献。

吴红霞，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
咸宁市温泉中学，教龄31年。 曾获校“优秀备课组长”

“艺术节先进个人”“十佳班主任”以及“第二届中国汉字
听写大会”咸宁市选拔赛辅导一等奖、疫情防控“线上教
学”优秀教师、作文竞赛指导老师奖省一等奖等荣誉。优
秀案例《皇帝的新装》获省级一等奖，优秀案例《乌篷摇梦
到春江》获市级一等奖，“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礼赞
抗疫中国人》咸宁市初中组一等奖第一名。

教学感言：蓄力发光为人梯，务本求实做自己。

林宏伟，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咸宁市少
先队副总辅导员，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团委书记兼政教
处主任，教龄22年。曾荣获湖北省“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咸宁市“岗位学雷锋标兵”“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
青团干部”“志愿者工作先进个人”以及第五届全国中小
学生数学与生活邀请赛优秀教练、咸宁市小学数学教师
素养大赛一等奖、市小学数学优质课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教学感言：唤醒才能改变！

杨霞，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现任咸宁市
直属机关幼儿园幼儿园副园长，教龄25年。中国学前教
育研究会会员，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曾获咸宁市“骨干
教师”“优秀共产党员”。从教期间曾多次获得“优秀指导
教师”，指导幼儿的美术、舞蹈作品曾多次在国家、省级获
一等奖，个人撰写的论文、案例等多次在优秀杂志上刊登
发表，多次参与课题研究，参与的湖北省“十三五”课题，
获市优秀课题。

教学感言：要做孩子的老师，先做孩子的朋友！

罗云，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现担任咸宁
市交通实验幼儿园副园长，教龄22年。曾获湖北省“优
秀教师”、咸宁市“骨干教师”“优秀教师”“咸宁名师”以及

“市交通运输局十行百佳”、“市交通系统先进个人”、全国
名师工作室联盟理事、咸宁市学前教育“罗云名师工作
室”主持人等荣誉。曾代表咸宁市参加“省优质课竞赛”、

“省幼儿教师技能比赛”、“省幼儿教师风采大赛”、“海峡
两岸幼儿教师风采交流赛”均获一等奖。

教学感言：孩子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给他自信，他
便让你刮目相看。

咸宁名师简介
谢余波，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一级教师，现任教于

咸宁高中，教龄19年。曾获全国“青年优质课竞赛”三等
奖、湖北省“青年教师优质课竞赛”一等奖、湖北省“数学
学科优秀教师”、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咸宁青年五四
奖章”“咸宁五一劳动奖章”以及咸安区“骨干教师”“优秀
共产党员”。素月襟怀育桃李，丹心热血沃新花，辛勤的
汗水终于换来硕果累累，娄志强、张志伟、徐思懿……20
年来，一个个学生从咸高走向了清华、浙大、中科大少年
班……

教学感言：静心、专心、安心教书；真心、爱心、潜心育
人。

鲁方致，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现任嘉鱼
县实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教龄33年。主持负责过三
个省级以上课题，课件制作、优质课多次获奖，指导多名
师生在各级各类竞赛中获奖，多篇论文在《基础教育参
考》、《现代教育科学》、《读与写》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曾获得咸宁市“骨干教师”、嘉鱼县“优秀教师”“优秀校
长”“中小学名师”等荣誉；先后多次获得市、县政府及各
部门表彰的先进个人荣誉。

教学感言：不忘初心，立德树人，践行教育见真谛！

饶季华，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
赤壁市第一中学，教龄34年。赤壁市高中物理名师工作
室主持人，咸宁市教科院兼职教研员、高中物理教指委成
员、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考官，入选湖北省教材委员会专
家库。曾获得咸宁市“优秀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学科
带头人”，赤壁市高考特别贡献奖和赤壁市“教学能手”

“先进工作者”“师德模范”“先进个人”等荣誉。
教学感言：守三尺讲台，做最好老师。

黎灿明，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
通城县城关初级中学，教龄3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
数学教科书编者，湖北省教育学会中学数学专业委员会
会员。曾获省优质课二等奖及市、县优质课一等奖，7次
参加咸宁市中考初中数学命题，10余篇案例论文荣获省、
市一等奖；曾获得湖北省“学科优秀教师”“教研教改先进
个人”“中小学教师培训优秀培训者”、市级“骨干教师”

“优秀教研员”等荣誉。
教学感言：有心自然有路，牢牢把握今天，就会拥有

灿烂的明天。

袁国忠，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职称，现任教于
崇阳第一中学，教龄30年。市教指委成员、中考命题专家
组成员、市地理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曾获得省“优秀教
师”“班级文化建设先进个人”，“咸宁名师”、县“师德模
范”“名班主任”，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多个省市课题，参编
咸宁市地方教材《咸宁美景》和《湖北省高中地理教学指
南》，湖北好课堂展评获一等奖。

教学感言:注重学生全面发展是教师的根本。

吴凤仪，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一级教师，现任通山
县迎宾路小学工会主席兼语文备课组组长，教龄23年。
曾多次参加各级优质课竞赛获奖，曾获得湖北省读书活
动先进个人，咸宁市“骨干教师”“课内比教学,课外访万
家先进个人”“教学常规先进个人”，通山县“优秀班主任”

“优秀教师”“德育先进工作者”“巾帼建功标兵”“通山名
师”等荣誉。

教学感言：对教师而言，教育不仅仅是教会而是会教。

钱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现
任教于鄂南高级中学，教龄30年。曾获得“全国优秀语文
教师、湖北省“中学语文学科优秀教师”、“十五”教育课题
研究优秀实验教师以及市“骨干教师”、市“教育科研先进
个人”等荣誉称号。担任班主任16年，所带历届学生成绩
优异，有多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名校。执教优质课多
次获奖，曾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省市级课题研究工
作，有多篇论文发表或获奖。

教育感言：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带着
爱和尊重，才能走进这个世界。

郎嘉娜，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
咸宁市实验小学，教龄30年。曾获得湖北省“未成年人教
育先进个人”“小学品德课优秀教师”“小学语文课优秀教
师”、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骨干教师”“十佳少先队辅
导员”等荣誉。近十次受邀参与编写通用教材，被湖北科
技学院聘请为兼职教授、国培授课教师。多次参加省市
级优质课竞赛获奖，辅导青年教师参加赛课，在各级评比
中获奖。

教学感言：爱与耐心，将会使我们的教育成为等待每
一个孩子成熟的果园。

廖明芳，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中小学高级教师，现任
咸宁市“廖明芳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并任咸宁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数学教研员，教龄19年。2002年在省级示范学
校任教，获全国青年教师优秀课二等奖，湖北省一等奖。
2008年进入教科院担任数学教研员工作，期间在《中国数
学教育》等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多次被评为湖北省“优
秀教研员”。指导教师参加省级、国家级讲课比赛获奖。

教学感言：数学的世界大得永远可以承载我们的想象。

胡正甫，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通城县教
学研究室中学政治、历史、地理教研员，教龄30年。湖北
省“优秀教师”“教育科研先进个人”“优课评审专家”、咸
宁市“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中考命题专家、高中教指委成
员。国家级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3个省市级课题研究主
持人，参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中版）等3本省市地
方教材，撰写10余篇教学论文或教学设计发表或获奖，指
导50多名教师在省市优质竞赛课中获奖。

教学感言：在阅读中增能，在教研中提升，在教学中
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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