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西安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区县 

1 呼君艳 西安市大明宫中学 新城区 

2 李  靖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新城区 

3 许亚群 西安市华山中学 新城区 

4 曹太有 西安市黄河中学  新城区 

5 王玲玲 新城区西光实验小学 新城区 

6 查  斐 新城区长缨路小学 新城区 

7 何爱珍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莲湖区 

8 王红杰 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 莲湖区 

9 王东彤 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小学 莲湖区 

10 杨海莲 西安市莲湖区行知小学 莲湖区 

11 焦金玲 西安市莲湖区金光门小学 莲湖区 

12 张  晗 西安市莲湖区西关第一小学 莲湖区 

13 赵一聪 西安第七十一中学 碑林区 

14 刘  琳 西安市第二中学 碑林区 

15 胡美莉  西安市第六中学  碑林区 

16 周冬冬 西安市含光中学 碑林区 

17 赵晓艳 碑林区东羊市小学 碑林区 

18 叶爱华 碑林区振兴路小学 碑林区 

19 安学海 西安唐南中学 雁塔区 

20 王伟娜 西安市大雁塔小学 雁塔区 

21 车  敏 西安市科创路小学 雁塔区 

22 靳燕毅 西安绿地浐灞小学 雁塔区 

23 罗  辉 西安日化子校 雁塔区 

24 张永利 西安西沣分校 雁塔区 

25 唐  宁  西安市庆华中学  灞桥区 



26 刘红娟 西安市宇航中学 灞桥区 

27 喻  静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灞桥区 

28 段江花  灞桥区东城第一小学黄邓分校  灞桥区 

29 李  娜  灞桥区纺织城小学富力分校  灞桥区 

30 张冰冰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未央区 

31 车明芳 西安市第六十六中学 未央区 

32 薛丽萍  西安市太元路学校  未央区 

33 韩  华  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小学  未央区 

34 仲俊花 西安市未央区东前进小学 未央区 

35 谭礼侠  西安市未央区方新小学  未央区 

36 王雁晖 西安市未央区开元小学  未央区 

37 晁  娜 西安市临潼区栎阳初级中学 临潼区 

38 李小红  西安市临潼区临潼中学 临潼区 

39 段小曼 西安市临潼区秦陵初级中学 临潼区 

40 李晓娟 西安市临潼区雨金中学 临潼区 

41 王  岩 西安市临潼区职业教育中心 临潼区 

42 刘  蕊 西安市临潼区相桥中心小学 临潼区 

43 田礼轩 长安区第八中学 长安区 

44 杨磊刚 长安区第六中学 长安区 

45 王  斌 长安区第十一中学 长安区 

46 朱利娟 长安区砲里街道中心学校 长安区 

47 张建妮 长安区黄良街道湖村小学 长安区 

48 高  盈 长安区第二小学 长安区 

49 张  静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一中 阎良区 

50 蒲华伟 阎良区关山初级中学 阎良区 

51 刘兵卫 阎良区武屯街道初级中学 阎良区 

52 武海民 阎良区武屯街道中心小学 阎良区 

53 王  耿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二小学 阎良区 



54 殷翠萍 西安市高陵区泾渭中学 高陵区 

55 王  倩 西安市高陵区鹿苑中学 高陵区 

56 张细亚 西安市高陵区职教中心 高陵区 

57 李  娟 西安市高陵区耿镇中心小学 高陵区 

58 刘敏杰 鄠邑区北关中学 鄠邑区 

59 郑  坤 鄠邑区鄠邑二中 鄠邑区 

60 王金鸥 鄠邑区南关初中 鄠邑区 

61 李  院 鄠邑区电厂小学 鄠邑区 

62 刘春苗 鄠邑区东关小学 鄠邑区 

63 杨莉娜 鄠邑区人民路小学 鄠邑区 

64 刘科霞 鄠邑区荣华小学 鄠邑区 

65 吕昌波 西安市蓝田县城关中学 蓝田县 

66 杨永争 西安市蓝田县焦岱中学 蓝田县 

67 王立军 西安市田家炳中学 蓝田县 

68 孙华锋 蓝田县九间房镇公王初级中学 蓝田县 

69 李卫锋 蓝田县洩湖镇冯家村初级中学 蓝田县 

70 郗海燕 蓝田县蓝桥镇新店子小学 蓝田县 

71 陈  珍 周至县第六中学 周至县 

72 李亚苗 周至县第七中学 周至县 

73 党晓俊 周至县楼观镇鹿马中学 周至县 

74 赵丽丽 周至县二曲初级中学 周至县 

75 任米荣 周至县四屯初级中学 周至县 

76 陶梅芳 周至县翠峰镇史务小学 周至县 

77 张艳艳  西安市第六十四中学  港务区 

78 吴春霞  西安西港花园学校  港务区 

79 蒋蕊蕊 西安市灞桥区新筑中心小学 港务区 

80 田  茹  西安市长安区高桥乡初级中学 西咸新区 

81 张  秋 泾河新城先锋小学 西咸新区 



82 杜能干 咸阳市渭城区底张中心小学 西咸新区 

83 李  苗 西安市鄠邑区第四中学 高新区 

84 王  超 西安市长安区第五中学 高新区 

85 贺银萍 西安市鄠邑区牛东初级中学 高新区 

86 鲁文茶 西安市鄠邑区宋村初级中学 高新区 

87 严  惠 西安市雁塔区双水磨小学 高新区 

88 邱领军 西安市雁塔区周宋小学 高新区 

89 吴桂梅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曲江新区 

90 赵亚霞 陕西省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市教育局直属 

91 李晓冬 西安高级中学 市教育局直属 

92 冯  越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市教育局直属 

93 刘英华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 市教育局直属 

94 赵海燕 西安市第一中学 市教育局直属 

95 于鲁洁 西安市育才中学 市教育局直属 

96 穆莉群 西安市盲哑学校 市教育局直属 

97 郑建富 西安市启智学校 市教育局直属 

98 贾  森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市教育局直属 

99 程  曦  西安市凤景小学  市教育局直属 

100 李  莎 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市教育局直属 

  



 

2019年西安市中小学模范教师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区县 

1 马  骏 西安市黄河中学 新城区 

2 洪  琳 西安汇知中学 新城区 

3 梁  艳  西安市实验小学  新城区 

4 薛  娟 西安育英小学 新城区 

5 张  珉 新城区通济坊小学 新城区 

6 马  宁 西安华山幼儿园 新城区 

7 杨  青 西安市第二十三中学 莲湖区 

8 刘  娟 西安市第十中学 莲湖区 

9 刘  瑛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 莲湖区 

10 李  娅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一小学 莲湖区 

11 尤晓群 西安市莲湖区前卫路小学 莲湖区 

12 王  霞 西安市莲湖区第七幼儿园 莲湖区 

13 吕宏佩 西安二十六中学分校 碑林区 

14 赵  煜 西安市铁一中分校 碑林区 

15 王阳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碑林区 

16 屈  璞 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碑林区 

17 马  莹 碑林区文艺路小学 碑林区 

18 张瓅文 碑林区建国路小学 碑林区 

19 赵  曼 碑林区东木头市幼儿园 碑林区 

20 魏鑫茹 碑林区幼儿园 碑林区 

21 杨亚楠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雁塔区 

22 江志勇 陕西师大附中分校 雁塔区 

23 朱张玲 雁塔区西影路小学 雁塔区 

24 赵春利 雁塔区航天二一〇小学 雁塔区 

25 崔瑞雪  雁塔区雁翔路小学 雁塔区 



26 马云云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幼儿园 雁塔区 

27 樊希萍 西安市第五十六中学 灞桥区 

28 史咏华  西安市灞桥区浐灞第一中学   灞桥区 

29 焦延萌 陕西省西安市五环中学 灞桥区 

30 李  娜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二小 灞桥区 

31 张  娜 灞桥区纺织城小学 灞桥区 

32 罗亚妮 西安市第 75中学 未央区 

33 景云皓 陕西省西安市西航一中 未央区 

34 王俊博 西安市东元路学校  未央区 

35 徐美娟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  未央区 

36 李薇毅 西安市未央区感业寺小学 未央区 

37 侯旭艳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幼儿园 未央区 

38 宋三娜  西安市临潼区临潼中学 临潼区 

39 冯喜阳 西安市临潼区华清中学 临潼区 

40 荆亚妮  西安市临潼区徐杨高级职业中学  临潼区 

41 师亚娟 西安市临潼区代王初级中学 临潼区 

42 田百胜 西安市临潼区交口初级中学 临潼区 

43 张  娜  西安市临潼区铁路小学 临潼区 

44 张海燕 西安市长安区职教中心 长安区 

45 杨红波 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  长安区 

46 张  娟 长安区引镇街道初级中学 长安区 

47 王春利 长安区杨庄街道中心学校  长安区 

48 谢妮娜 长安区鸣犊街道中心学校 长安区 

49 许  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悦美分校 长安区 

50 李红艳 西安市阎良区六三〇中学 阎良区 

51 王  琰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中学 阎良区 

52 魏  巍 西安市阎良区关山中学 阎良区 

53 方  娟 西安市阎良区迎宾小学 阎良区 



54 李晓莉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四小学 阎良区 

55 王菲菲 西安市高陵区药惠中学 高陵区 

56 闫焕云 西安市高陵区湾子中学 高陵区 

57 刘巧美 高陵区高家小学 高陵区 

58 吴  宁 西安市高陵区城关小学 高陵区 

59 尚  娜 西安市高陵区第二幼儿园 高陵区 

60 王昌辉 鄠邑区第一中学 鄠邑区 

61 聂忠凯 鄠邑区第八中学 鄠邑区 

62 张国辉 鄠邑区教研室 鄠邑区 

63 冯  静 鄠邑区南关初中 鄠邑区 

64 李小燕 鄠邑区光明小学 鄠邑区 

65 童  升 鄠邑区惠安小学 鄠邑区 

66 李敏龙 西安市蓝田县城关中学 蓝田县 

67 赵艳艳 蓝田县三官庙镇金山初级中学 蓝田县 

68 胡金娜 蓝田县玉山镇许庙初级中学 蓝田县 

69 罗卫玲  蓝田县焦岱镇初级中学  蓝田县 

70 程家颖 蓝田县玉山镇中心学校 蓝田县 

71 侯莉娜 蓝田县蓝关街道大寨小学 蓝田县 

72 辛亚博 周至县周至中学 周至县 

73 王  娟 周至县第一中学 周至县 

74 张磊超 周至县第六中学 周至县 

75 孟永奇 周至县马召镇四群中学 周至县 

76 巨娟丽 周至县西周初级中学 周至县 

77 王党育 周至县终南镇终南小学 周至县 

78 屈巧玲 西安市第七十七中学 港务区 

79 王  颖 西安市第六十五中学 港务区 

80 李院鹏  西安市第六十四中学  港务区 

81 李  琼 泾河新城永乐镇中学 西咸新区 



82 李晓峰 西安市高新区长安四中 高新区 

83 徐仙萍 西安市鄠邑区牛东初级中学 高新区 

84 杨陈华 高新一中初中校区东区初级中学 高新区 

85 侯  娟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高新区 

86 蒙琳琳  西安高新第八小学  高新区 

87 张  静 西安高新第五小学 高新区 

88 罗红梅  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 曲江新区 

89 岳  蕾 西安市浐灞第二小学 浐灞生态区 

90 白  净 西安市育才中学 市教育局直属 

91 马毅坤 西安市第一中学 市教育局直属 

92 刘建军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市教育局直属 

93 郭珍珍 西安市工读学校 市教育局直属 

94 乔  志 西安市启智学校 市教育局直属 

95 夏  昊 西安市盲哑学校 市教育局直属 

96 胡文红 西安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市教育局直属 

97 李雅静 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市教育局直属 

98 王  萌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市教育局直属 

99 薛艳萍 西安市第一保育院 市教育局直属 

100 王  昆 西安市第八保育院 市教育局直属 

  



2019年西安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名单 

序号 姓 名 职  务 工作单位 区县 

1 李  娟 园长 西京医院幼儿园 新城区 

2 郭明新 总部校长  新城区大明宫幼儿园 新城区 

3 繆  珺 园长 空军军医大学幼儿园 新城区 

4 丁亚琳 书记、校长 西安市莲湖区西电实验小学 莲湖区 

5 张亚梅 书记、校长 西安市莲湖区机场小学 莲湖区 

6 卢  芳 副园长 空军西安蓝天幼儿园 莲湖区 

7 贾平利 校办副主任 西安市中铁中学 碑林区 

8 蒋永忠 举重基地主任 西安市太乙路中学 碑林区 

9 闫向阳 总务主任 西安综合职专 碑林区 

10 刘  芳 教导副主任  碑林区铁五小学 碑林区 

11 崔让梨 副校长、书记 西安市第七十八中学 雁塔区 

12 王萍利 德育主任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雁塔区 

13 卢  焱 副校长 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小学 雁塔区 

14 张碧颖 校长 西安市雁塔区昆明路小学 雁塔区 

15 杨  薇 园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363部队幼

儿园 
雁塔区 

16 赵燕利  灞桥区职业教育中心 灞桥区 

17 张  杰 
校班主任兼信息化

主任 
西安市灞桥区东城第三小学 灞桥区 

18 谢晓丽 校办主任工会主席 
灞桥区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龙湖分校 
灞桥区 

19 石军茹 书记、校长 西安市未央区讲武殿小学 未央区 

20 赵  曼 办公室主任 西安市未央区文景小学 未央区 



21 王余千  
初中部主任年级组

长  
西安市临潼区化工院中学  临潼区 

22 张银鹰 教导主任 西安市临潼区雨金中学 临潼区 

23 索新辉  政教主任  
西安市临潼区徐杨高级职业中

学  
临潼区 

24 周丽君 副园长 西安市临潼区东关幼儿园 临潼区 

25 吴  俊 副校长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中学  长安区 

26 冯  磊  阎良区关山中学 阎良区 

27 吕亚鹏 副校长 阎良区武屯街道初级中学 阎良区 

28 邢亚娜 副校长 阎良区武屯街道中心小学 阎良区 

29 吴  振 教导主任 西安市阎良区迎宾小学 阎良区 

30 吴  涛 校长 西安市高陵区湾子中心小学 高陵区 

31 张联合 科长 西安市高陵区教育局 高陵区 

32 龙正祥 教务主任 鄠邑区惠安中学 鄠邑区 

33 王  娟 教导主任 鄠邑区玉蝉中心校 鄠邑区 

34 王  粉 副校长 鄠邑区西街小学 鄠邑区 

35 薄小妮 书记、园长 鄠邑区第二幼儿园 鄠邑区 

36 李  杰  校长  周至县鹿马初级中学  周至县 

37 张朋妮 保教主任 周至县新区幼儿园 周至县 

38 费旭明  校长 西安国际陆港第一小学 港务区 

39 侯亚莲 园长 西安国际陆港第一幼儿园 港务区 

40 李小剑 校长 
咸阳市秦都区钓台办东张村小

学 
西咸新区 

41 郭亚鹏 教育局纪委书记 沣东新城教育局 西咸新区 

42 马海龙 
教育教学教育科研

负责人 
泾河新城教育卫体局 西咸新区 

43 杨  勇 常务副校长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高新区 



44 马艺萍 园长 西安市雁塔区第三幼儿园 高新区 

45 张玉梅 副园长 西安高新第一幼儿园 高新区 

46 王永芳  园长 西安航天城第一幼儿园  航天基地 

47 张海兰 副校长 西安市经开第三小学 经开区 

48 王文广 党政办公室主任 西安市工读学校 市教育局直属 

49 孙天龄 校长 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市教育局直属 

50 郭  茜  副院长  西安市第五保育院 市教育局直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