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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个人

吴 曼 河北省石家庄市教育局关工委
李乃锁 山西省太原市教育局
孔令梅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教育局

关工委
李立娟 辽宁省葫芦岛市教育局关工委
方俊洪 江苏省镇江市教育局关工委
程笑君 浙江省教育厅关工委
郝运福 安徽省教育厅关工委
林振其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程 锋 河南省信阳市教育局
闻武斌 湖北省黄冈市教育局
潘晓年 湖南省郴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刘道阳 湖南省娄底市教育局
王树华 湖南省邵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施爱国 湖南省常德市教育局
曾庆明 湖南省怀化市教育局
刘康吉 湖南省华容县教育体育局关工委
何光安 湖南省衡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陈德贤 海南省儋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蒲 伦 重庆市北碚区教委关工委
蒋佳利 重庆市永川区教委
袁宗海 重庆市綦江区教委关工委
张和平 重庆市奉节县教委
王 健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
王 珏 四川省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刘俊龙 四川省攀枝花市教育体育局
刘 愣 四川省资阳市教育体育局
熊胜发 贵州省黔东南州教育局关工委
杨 丽 云南省教育厅关工委
张玉芬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教育局关工委
雷春勇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合阳中学关工委
刘玉斌 甘肃省嘉峪关市长城路小学关工委
赵卫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最具奉献精神奖

刘桂英 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局关工委
郭荣耀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关工委
宗欢记 河北省教育厅关工委
李枢平 山西省阳泉市教育局关工委
贾子龙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教育局关工委
于长仁 辽宁省铁岭市教育局关工委
王学武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教体局关工委
杨广林 吉林省白城市教育局关工委
吴宝纯 黑龙江省鸡西市教育局关工委
王联耕 上海市张堰中学
李承群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教育局关工委
徐焕强 浙江省慈溪市教育局关工委
杨 权 安徽省宿州市教体局关工委
吴崇明 福建省厦门市东渡小学
高明奎 江西省宁都县教育局关工委
徐淑亮 山东省郓城县教育局关工委
郝安舟 河南省中牟县教体局关工委
袁学福 湖北省黄冈市教育局关工委
任 贤 湖南省冷水江市教育局关工委
潘存槐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教育局关工委
何明刚 湖南省资兴市教育局关工委
张 波 广东省深圳市教育局关工委
罗培宇 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县民族中学
赵 娟 重庆市綦江区实验中学
李武伦 重庆市南川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张英文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教育局关工委
郑登尤 贵州省普安县教育局关工委
张玉芬 云南省教育厅关工委
腾云祥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教育局关工委
王坤生 陕西省渭南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刘建华 青海油田教育管理中心
李学义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教体局
王新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教育局

优秀工作者

北京市
王 贵 昌平区第五中学
于海霞 昌平区城关小学
马凌云 大兴区第八中学
韩咏梅 大兴区旧宫镇第二中心小学
高爱昱 延庆区第三中学
李 丽 通州区张家湾中学
郭利民 通州区永顺小学
刘淑红 房山区青龙湖中心校
王福江 房山区城关第二小学
李家俊 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中学
高建荣 怀柔区庙城学校

天津市
王 嵘 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
高淑茜 津南区辛庄小学
于秀娟 宁河区芦台镇教育组
高利文 宁河区教育局关工委、德育科
张 靓 和平区第二万全小学
邓文娟 天津市第五十五中学

河北省
张绍强 临漳县教育局
房红兵 沧州市第十三中学
杨立芬 保定市清苑区大庄镇总校

山西省
温 鹏 运城市教育局
周海芳 平定县教育局政教科

内蒙古自治区
任向宇 包头市第一中学
许 莉 包头市第四中学
高 阳 包头市第四中学
张 琳 包头市昆区新光小学
郭瑞娟 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教育局
侯 波 包头市青山区北重五中
师玉珍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第五中学
秦 丽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第七中学

辽宁省
李培凯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董卓实 朝阳市向阳学校
齐振德 建平县教育局
陈兰英 鞍山市千山区甘泉中心校
孟庆梅 台安县高力房镇中心校

吉林省
刘 馨 农安县第十中学
季 秋 农安县实验小学
战海燕 龙井市东山小学校
杨 鹏 珲春市第三中学校

上海市
宋 巍 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沈霞萍 黄浦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苏 斌 普陀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顾 凯 金山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张伊耘 徐汇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潘玲芳 松江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周云英 嘉定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赵妙娟 闵行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卫美香 崇明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江苏省
刘 明 镇江市教育局关工委
徐润福 镇江市丹徒区教育局关工委
王网保 镇江市京口区教育局关工委
张 莺 镇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关工委
严国忠 丹阳市教育局
常 云 扬中市教育局关工委
张德兴 扬州市江都区教育局关工委
赵国柱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教育系统关工委
周国强 扬州市江都区樊川中心小学

浙江省
施越辉 杭州市上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杨忠燕 宁波市教育局关工委
陈云海 宁波市余姚市教育局关工委
邹福明 宁波市慈溪市教育局关工委
姚阿新 德清县教育局
黄尚厚 丽水市教育局
刘卫民 丽水市云和县教育局
吕观跃 金华市教育局关工委
徐善敏 台州市临海市教育局关工委
梁永红 台州市玉环县教育局
叶邦华 台州市温岭市教育局
夏祥美 天台县教育局

曾金松 衢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安徽省
唐传华 合肥市教育局关工委
胡正才 合肥市经开区教育局
葛明忠 肥东县教体局
王志华 蚌埠市教育局
林 娜 铜陵市第十二中学关工委
高 明 临泉县杨桥高级职业中学
李思亮 界首市教育局关工委
常兴龙 太和县税镇中心学校
陶继华 阜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王贻中 芜湖市镜湖区教育局关工委
文建荣 六安市金安区教育局关工委
申国平 金寨县教育局关工委
张 怡 利辛县师范附属小学
侯 芳 利辛县孙集镇刘郢学校
郭子建 亳州市教育局
丰永光 亳州市谯城区十河中心小学
李忠园 萧县阎集镇教育关工委
王 燕 宿州市教体局
屈海波 宿州市埇桥区教体局关工委
金 梅 宿州逸夫师范学校
韩贤林 宿州二中
马动新 灵璧县教体局
袁希学 濉溪县教育局关工委
陈建国 淮北市杜集区教育局关工委
王 建 淮北市相山区教育局关工委
孙爱莲 淮北市实验小学
夏承开 寿县教育局
段体林 淮南市潘集区教育局关工委
孙 娟 淮南市二十四中
陈传福 宣城市教育体育局
王家宝 旌德县教育体育局
张文应 和县教育局关工委

福建省
陈 晃 福建省教育厅关工委
郑启平 厦门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吴碧云 厦门市思明区教育关工委
林如波 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关工委
朱月蓉 漳州市实验小学
罗金全 云霄县教育局关工委
谢礼同 长泰县教育局关工委
黄炉炜 泉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陈友谊 莆田市秀屿区教育关工委
黄峰攀 莆田市城厢区沟头小学

江西省
郑燕林 南昌市教育局关工委
甘 娜 萍乡市安源区教育局
黄建宏 萍乡市湘东区教育局
贺东风 莲花县教育局
李波莹 芦溪县教育局
宋黎青 鹰潭市教育局基教科
吴正兴 鹰潭市教育局关工委
邹 毅 九江市长虹小学
柯尊春 瑞昌市教育局关工委
董剑文 上饶市教育局
张年标 上饶县教育局
王培盛 婺源县关工委
汪黎宏 德兴市教育局
崔之盘 弋阳县教育局
童卫波 玉山县教育局
刘昌明 赣州市教育局
廖信义 赣州市南康区教育局
郭爱华 赣县王母渡中心小学
张东明 全南县教育局
刘雪生 宁都县教育局
李 莉 宁都县第六小学
李宏斌 信丰县教育局
谢婷婷 龙南县教育局
邓昌海 于都县教育局
周 坚 宜春市教育局
彭永发 靖安县教育局
张友根 上高县敖阳小学
董凯华 抚州市教育局基教科
左金明 永新县城西小学
余 青 丰城市新城中心学校
李美发 丰城市隍城中心小学
左冬祥 丰城市梅林中心小学
匡文恩 鄱阳县凰岗镇中心学校
王 亮 安福县教育局关工委
郑春祥 南城县教育局关工委
王根长 瑞金市教育局关工委
汤 兵 余干县教育局
何国强 宜春市袁州区教育局
喻承志 新余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时磊英 菏泽市牡丹区教育局
薛素芹 东明县教育局
时乃海 鄄城县教育局
马凡庆 巨野县教育局
李桂梅 烟台机械工程学校
刘兆菊 烟台机械工程学校

河南省
杜 菁 郑州市金水区教体局关工委
徐 冰 郑州市中原区教体局关工委
任秀丽 郑州市管城区教体局关工委
丁 亚 郑州市上街区教体局关工委
李士宪 郑州航空港区教体局关工委
常素平 郑州市惠济区教体局关工委
田 颖 郑州市二七区教体局关工委
郭广一 郑州市金融学校
刘明娟 登封市教体局关工委
李俊霞 新密市教体局关工委
李秋杰 荥阳市教体局关工委
秦培源 新郑市教体局
骆海枝 辉县市教育局
陈 健 驻马店经济开发区文教卫生体育局
张全良 上蔡县教育局
梁 乐 泌阳县教体局
李 芳 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
王慧艳 驻马店市第十小学
孙义勇 孟州市教育局
李国富 孟州市河阳中心校
海 滨 洛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王守智 孟津县教育局关工委
柴玉云 新安县教育局关工委
马东金 林州市教体局
董惠军 安阳市教育局
姚鸿斌 许昌市襄城县教体局
李 磊 许昌市长葛市教体局
刘春玲 永城市第七小学
王宏业 滑县教育局
孙京波 漯河市教育局
熊永明 信阳市商城区教体局
韩海堂 信阳市平桥区教体局
吴黎霞 信阳市浉河区教体局
夏宗润 新县教体局
胡 波 罗山县教育局
张国杰 潢川县教育局
王 雷 光山县教育局
李明彦 息县教体局
刘宗洁 濮阳县劳动教育管理中心
赵国良 范县教育局
赵 娜 濮阳市昆吾小学
金家骧 商丘市第三高级中学

湖北省
任鹏来 武汉市教育局
万 竞 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
杨铭光 黄冈市教育局
徐冬鸿 黄冈市教育局
陈文俊 黄冈市教育局关工委
方忠述 黄冈市学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杨 艳 黄冈市学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朱全华 黄州中学
吴志华 黄冈实验中学
徐建英 黄冈市实验小学
黄邱平 黄冈市东坡小学
邵兰花 黄冈市三台小学
胡承岸 黄冈市黄州区教育局
周 玲 黄冈市黄州区禹王办事处教育关工委
王汉敏 黄冈市龙感湖管理区教育局
袁 磊 黄冈市龙感湖管理区教育局关工委
孙 晋 团风县教育局
宋红珍 团风县团风小学
周乔林 麻城市教育局关工委

何 威 麻城市教育局关工委
李滢滢 麻城市职教集团
易华斌 麻城市乘马岗中心学校关工委
胡映飞 英山县教育局
陈 刚 英山县教育局关工委
周朝光 英山县温泉小学
郑 舟 英山县石镇中学
饶正康 英山县三门河中学
陈艳明 浠水县教育局关工委
周立新 浠水县教育局
姚木贵 浠水县思源实验学校
郁晓林 浠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郭宝娟 蕲春县教育局
龚永明 蕲春县彭思镇教育关工委
陈香平 蕲春县蕲州镇教育关工委
程均平 蕲春县刘河镇教育关工委
刘 奡 蕲春县实验小学
叶仕红 蕲春县第二实验小学
韩家春 蕲春县农村实验小学
熊亚宁 武穴市教育局
朱振宇 武穴市教育局
李智鹏 武穴市教育局关工委
温小春 武穴市梅川镇教育关工委
王碧峰 武穴市理工中专
宋子尧 武穴市实验中学
吴林森 武穴市实验小学
周伶鑫 武穴市师范附属小学
杜韧战 武穴市第二实验小学
徐 勇 襄阳市襄州区教体局
文继明 襄阳市21中
杨虹青 襄阳市谷城县教育局
李彦合 枣阳市高级中学
吴仙超 监利县教育体育局
王君实 监利县教育体育局
潘小波 监利县教育体育局电教馆
袁海涛 公安县教育局关工委
张宏平 公安县车胤中学
王仁平 石首市实验小学
丁 猛 石首市文昌小学
汪艳丽 洪湖市实验小学
颜泽瑗 洪湖市双语实验学校
于以寿 洪湖市螺山中心学校
王红卫 洪湖市燕窝中心学校
郑文雪 洪湖市龙口中心学校
光哲刚 松滋市教育体育局
李 聃 松滋市教育体育局
任泽蛟 江汉油田教育集团广华中学
董慧芳 江汉油田教育集团物探学校
杨 荣 江汉油田教育集团向阳小学
敖本事 随县殷店镇东坡中学
易华君 广水市实验初级中学
王丹娣 随州市曾都区教育局
黎富强 随州高新区淅河镇二中
樊维军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
钱治国 安陆市教育局关工委
田冬梅 荆门市教育局
余礼兵 荆门市掇刀区教育局关工委
曹 丰 宜昌市教育局
吴先珍 枝江市教育局关工委
刘严春 当阳市东门小学关工委
付 琴 仙桃市教育局
武 璇 仙桃市实验三小
李宛亭 仙桃市精英学校
郑 琳 黄石市阳新一中
曹衍华 湖北城市职业学校
余 婷 黄石市第十四中学
徐艳红 黄石市第七中学
丁 凯 鄂州市教育局
涂 涛 鄂州市西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学校
余 红 鄂州市第二中学
夏姣娥 鄂州市程铁学校

湖南省
成群芳 长沙市教育局关工委
詹仕珍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关工委
何阳莉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
黄志平 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
蒋世龙 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关工委
陈七生 资兴市教育局关工委
李友贤 宜章县教育局关工委
邓树湘 宜章县教育局关工委
郭志勇 永兴县教育局关工委
邝佳军 嘉禾县教育局关工委
邓名辉 桂阳县教育局关工委
曾 明 娄底市娄星区教育局
段跃纲 冷水江市教育局
邱宪兵 涟源市教育局
彭四海 双峰县教育局
曹建平 新化县教育局
李述文 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
吴小林 娄底市第九小学
肖显阳 娄底市第七小学
冒昌益 邵东县教育局关工委
黄建设 新邵县教育局关工委
林 佳 株洲市荷塘区教育局
刘林满 株洲县教育局
刘文武 醴陵市沈潭中学
谭子好 泸溪县教育和体育局
张昌斌 花垣县教育和体育局关工委
胡代生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关工委
王志高 汉寿县教育局关工委
潘定军 桃源县教育局
柳 谊 澧县教育局
徐远芳 常德市教育局关工委
易继汉 石门县教育局关工委
李卫东 常德外国语学校
郭丽扬 常德市四中
潘 浩 桃源县九中关协
徐小平 桃源县热市镇中学关协
周再华 益阳市教育基金会
黄卫东 安化县教育体育局关工委
向爱章 溆浦县教育局关工委
孟明德 靖州县教育局关工委
吴永睦 通道县教育局关工委
吴英坤 新晃县教育局关工委
张仁亮 沅陵县教育局关工委
杨贤仙 芷江县教育局关工委
王章丛 张家界市永定区教育局关工委
钟 诚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关工委
彭乐新 岳阳县教育体育局关工委
江春光 岳阳市岳阳楼区教育局关工委
杨发明 岳阳市第九中学
刘艾群 耒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彭 菁 衡阳市实验小学
周生碧 衡阳市八中关工委
曾早生 衡阳县教育局关工委
唐文瑞 衡南县教育局关工委
陈时敬 祁东县教育局关工委
蒋云芳 祁阳县教育局关工委
王爱国 湘潭市教育局关工委

广东省
刘家钊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关工委
陈显平 佛山市三水区教育局关工委
陆贵强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教育局
钟 天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吴维泰镇小学
龙 斌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赵有军 金秀县教育和科技局关工委

海南省
黄亚蛮 万宁市教育局关工委
沈庆福 屯昌县教育局
马利隆 昌江县教育局关工委
陈清林 保亭县思源学校

重庆市
罗 蓉 南岸区教委行政办公室
张 娟 沙坪坝区教委德体卫艺科
於 茜 九龙坡区教委德体艺卫科
陈 玲 巴南区教育委员会
李林奕 大坪中学
刘 文 万州区教委关工委
杨胜瑶 黔江区教育委员会
汤 馨 潼南区教委基教科
张 英 永川区红旗小学
李常玉 璧山区教委关工委
罗 程 南川区教委基教科
林红梅 大足区经开区学区关工委
卢之良 大足区龙岗棠香学区

杨晓英 荣昌区基础教育科
傅廷云 铜梁区教委
张茂荣 长寿区教委
瞿伦川 涪陵区教委基教科
黄 艳 綦江区通惠小学
黎丽芳 秀山县龙池镇中心校
邓廷福 酉阳县民族小学
冉飞龙 丰都县教委
秦 莉 石柱县师范附小
王世涛 城口县教育关工委
熊远国 巫山县教委教育科
余定平 云阳县教委
陈 飞 忠县教委

四川省
李良兵 成都市青羊区关工委
张 鹏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
马丽娜 成都市双流区双华小学
杨德富 金堂县福兴片区教育督导组
王 艳 金堂县竹篙片区教育督导组
肖永怀 金堂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伏 云 剑阁县文峰中学
顾肖蓉 剑阁县龙江小学
邓智涌 剑阁职业高级中学
杨思玉 剑阁县开封小学教科室
何 平 南充一中
任体伟 建华职中
张继华 南充市三原实验学校
唐 丽 南充十二中
吴加聪 南充市延安路小学校
赵晓蓉 南充市涪江路小学校
赵 虎 南充市顺庆区渔溪乡小学
吴茂林 南充市和平路小学
龚 燕 南充市顺庆区龙桂乡小学
赵曙东 南充市芦溪中学
任 华 南充市高坪区教育局
郑 健 南充市高坪七小
王红梅 南充市高坪一小
杨 利 南充市高坪五小
廖茂杰 南充市南部中学
王伦君 南充市南部二中
任德林 南部县升钟职中政教处
高 雄 南部县伏虎镇小学
汤 海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孙守学 南部县老鸦镇小学
张体毅 南部县大坪小学
王 飞 南部县流马小学
蒋 理 仪陇县教育局新政教育督导组
郑大俊 仪陇县南图实验学校
张大平 仪陇县日兴镇小学
郭 强 仪陇县二道中学
周志红 仪陇县瓦子小学
张平华 西充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关工委
谢承明 西充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晋城

教育督导组
王治飞 西充中学学工处
叶华素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政教处
张俊良 西充县古楼镇小学
何 春 西充县观凤乡小学
李 东 营山县教育局教育股
周 斌 南充市双流镇中办公室
熊朝德 南充市涌泉小学
李茂华 南充市木垭小学
郑仕英 南充市南桥小学
王全明 南充市消水小学
罗玉群 南充市城南一小
唐明鹏 南充市星火晶宝实验小学
丁桂军 南充市云凤小学关工委
谢如意 南充市行知小学
唐思军 南充市李渡小学
王 辛 南充市安平中学
李代江 广安市教育体育局
祝雪林 广安市教育体育局
万光鉴 广安市前锋区教科体局
张晓莉 广安市广安区教科体局
康艳秋 广安友谊中学
李胜虎 广安市特殊教育学校
杜先慧 广安市广安区东方小学
龙冬梅 岳池县教科体局
杨利琼 武胜县教科体局
刘务宪 邻水县教科体局
彭世伦 华蓥市教科体局
刘 权 达州市渠县中学
胥执东 绵阳市教体局
蒋 宇 绵阳市安州区教体局
陈修乐 绵阳市梓潼县教体局
张 宁 绵阳市北川县教体局
潘志萍 绵阳市平武县教科体局
张小平 绵阳市绵阳一中
阳长青 绵阳市绵阳外国语实验学校
谌登贵 绵阳市绵阳实验高中
刘绪国 资阳市雁江区教育局
杨海燕 资阳市雁江区马鞍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杨兴文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中学
何西俊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唐世川 大竹县教科局关工委
向东秀 大竹教科局关工委秘书处、基教股
林 艳 大竹教科局关工委办公室
谭玉林 大竹县柏林小学
黄庆龙 大竹县杨通乡小学
鲍巧玲 大竹县中和乡小学
陈文胜 大竹县清河镇小学
胡仁荣 大竹县庙坝镇小学
李昌筠 大竹县文星镇小学
王立富 大竹县安吉乡小学
王成奎 大竹县一小
陈婷萍 大竹县四小
李安珍 大竹县永胜乡小学

贵州省
尚 任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教育局
方 娅 六盘水市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董均国 盘县教育局关工委
孟光富 毕节市大方县教育局
江国器 普定县教育局关工委
张仕祥 兴义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黄方芳 安龙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陈劲松 兴仁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潘向禄 册亨县教育局
石隆贵 镇远县教科局
张良伟 榕江县教科局关工委
龙福安 凯里市教育科技局
张仁琼 遵义市红花岗区教育局
王天祥 遵义市汇川区教育局
毛 伟 余庆县教育局
汪昌德 道真县教育局
杨智昌 正安县教育局
李显强 桐梓县教育局
冯 伟 习水县教育局
熊 斌 凤冈县教育局

云南省
洪海艳 昆明市官渡区教育局
刘 锦 昆明市西山区教育局关工委
李才永 曲靖市教育局
李万民 玉溪市教育局关工委
西丽娟达 景洪市教育局关工委
穆虹羽 保山市教育局
芮建丽 临沧市临翔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李俊红 红河州教育局
央 宗 迪庆州教育局关工委
刘 涛 楚雄州双柏县教育局
张炳晶 大理州实验小学
杜玉立 德宏州教育局德育安全科
李桂菊 贡山县教育局
高大华 马关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姜长芬 鲁甸县教育局青少年活动中心
周灿森 镇沅县振太镇中心小学

西藏自治区
陈正燕 昌都市第一小学

陕西省
杜 英 渭南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谭红亚 华阴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潘宏亮 大荔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李世育 潼关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孙幸花 富平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孙月娥 白水县北关逸夫小学
苏耀锋 蒲城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高增学 韩城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甘肃省
魏晋河 兰州市城关区教育局
余 磊 兰州市第十九中学
王小华 定西市安定区教育局
陈亚荣 定西市安定区教育局
李晓红 嘉峪关市胜利路小学
李守健 嘉峪关市第六中学
郑光磊 嘉峪关市明珠学校
张国旺 白银市靖远县教育局
陶国兴 陇南市文县教育局
杨 鹏 陇南市礼县教育局
包春德 甘南州教育局
张潮圆 甘南州教育局
张克敬 庆阳市宁县教育局
穆晓东 临夏市教育局
王中奎 武威市教育局
刘成龙 平凉市教育局
李振葆 酒泉市育才学校
王富奇 张掖市教育局

青海省
王 仓 中共青海省委教育工委中小学思政处
姚 瑶 西宁市教育局
赵新景 玉树州教育工委思政科

宁夏回族自治区
杨兴洲 石嘴山市教育体育局
张志良 彭阳县教育体育局
唐振中 贺兰县教育体育局
侯学尧 中卫市教育局
杨彥玲 中卫市第四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雷 蕾 乌鲁木齐市教育局
刘世勇 昌吉州教育局关工委
吴海东 和田地区教育局
方玉新 阿勒泰地区教育局
黄红霞 塔城地区托里县教育局
金秀梅 哈密地区伊吾县教育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陶小平 第七师127团学校
胡文江 第十二师104团小学

我身边的好老师

薛凤瑜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王金英 北京市昌平区城关小学
钟秋侠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学校
崔小燕 北京市昌平区第四中学
郭 健 北京市牛栏山一中实验学校
王 娜 北京市王平中学
蔡俊英 北京市大兴区枣园小学
周明艳 河北省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邑小学
冯东红 河北省沧州市十三中学
王菲菲 河北省石家庄市红星小学
胡梅香 河北邢台市金华实验小学
王立强 山西省晋中市特殊教育学校
淮翠玉 山西省运城市盐化中学
郭 昀 山西省实验小学
周海芳 山西省平定县教育局
郭庆娟 山西省介休七中
刘新新 山西省晋城市第一中学
李志英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马 岩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一职
兰爱英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头道街小学
段晓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头道街小学
肖艳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铁路第二小学
郭丽莉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文化街小学
司淑香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民族小学
王娅妮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

第三小学
罗云旭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铁二小
屈 会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

第二小学
姚仁合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实验小学
郭武军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李 伟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三八中学
李玉洁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石道街小学
吕艳红 黑龙江省鸡西市和平小学
付慧娟 上海市莘庄中学
文秋婵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
黄吉人 上海市市南中学
司马凌云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中学
嵇云霞 江苏省镇江中学
金 芝 江苏省镇江市伯先中学
柏玉华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浦头镇颜塔小学
徐剑军 浙江省宁波职教中心
谢惠君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东风小学
顾伟挺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鹤浦小学
潘 燕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职业高中
黄舍丰良 浙江省温州市十四中学
舒会丽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市168玫瑰园小学
刘颂杰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合肥市锦绣小学
盛峰云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合肥市59中
洪 健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华府骏苑小学
刘义桂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梁岗学校
陈光新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三中
俞广忠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三中
贺 娜 安徽省淮南师范附属小学
李胜芹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九中
秦振辉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姜堂小学
徐红利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城关第一街道中心校
李 芳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七小
邓丽丽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七小
张昆仑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小学
邱 莹 安徽省界首市实验学校
邢咏梅 安徽省阜阳市颖东区和谐路小学
隋王莉 安徽省阜阳经济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
董美芳 安徽省临泉县城关街道胜利小学
黄思玲 安徽省颍上县三中
曹长刚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姜堂中学
胡美玲 福建省厦门市鹭江新城小学
王佑杰 福建省厦门一中
李玉炫 福建省厦门一中
刘丽娟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蔡毓红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林宗益 福建省平和县小溪中心小学
廖小文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一中
吴华芳 江西省鄱阳县一中
谭建珍 江西安福县城关中学
曾 莹 江西省安福县平都一小
刘 佳 江西省安福县平都一小
刘 雄 江西省瑞金二中
李 剑 江西省瑞金二中
杨 斌 江西省瑞金三中
李 欢 江西省瑞金市黄浦希望小学
甘 艳 江西省上栗县栗江小学
李淑敏 江西省上饶第六中学
周 丹 江西省德兴市银城幼儿园
刘兆菊 山东省烟台机械工程学校
李桂梅 山东省烟台机械工程学校
邢兆国 山东省鄄城县第一中学
曹桂琴 山东省茌平信发小学
郝 雨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孙 超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金洼小学
王卫星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
王金萍 河南省郑州市庙李镇丰庆路小学
刘桂宾 河南省洛阳市实验中学
程丽萍 河南省登封市书院河路小学
李 芳 河南省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
李 斌 河南省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王东丽 河南省舞钢市第六小学
操 娜 湖北省黄冈市东坡小学
乔树玲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实验小学
周 旋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实验小学
吴少娟 湖北城市职业技术学校
罗治军 湖南省冷水江市城东学校
张常华 湖南省冷水江市五中
蔡楚珠 广东省佛山市南庄镇罗南小学
冯达雁 广东省佛山市南庄镇罗南小学
关秀兰 广东省佛山市南庄镇罗南小学
谢兰招 广东省佛山市南庄镇罗南小学
谢勤娣 广东省佛山市南庄镇罗南小学
钟 莹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盛平小学
王锦霞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小学
李 红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中学
王 娟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外国语学校

潘海珍 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县民族小学
洪 涌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符翔玲 海南省白沙县第一小学
李荣芳 海南省白沙县第一小学
洪 鸿 海南省白沙县第一小学
王 静 重庆市璧山区北街小学
胡 蓉 重庆市永川区萱花中学
张榆斯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融创小学
吴成元 重庆市渝北区双湖小学校
彭 裕 重庆市綦江区中山路小学
任 语 重庆市九龙坡区鹅公岩小学
余碧珍 四川省邻水县金鼎实验学校
陈 华 四川省康定中学
补红波 四川省康定中学
杨 静 四川省康定中学实验小学
陈 琼 四川省康定中学实验小学
刘 轶 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第一小学
陈元纯 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断杉中学
杨庆敏 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断杉小学
何丽娟 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边阳中学
唐 薇 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边阳中学
罗秀莲 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第四小学
苟光兴 云南省昭通绥江板栗镇中岭小学
张晓琼 云南省绥江县良姜小学
苏冀洲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官一中
何彦壁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东方红中学
闫重信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新坝镇中心小学
王彩花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杨 磊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博文小学
古丽·艾则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一牧场中学
王建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128团学校

尊师爱师好少年

方禹琪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泥厂学校
张恒溢 天津市河西中心小学
李昕瑶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海阳小学
李昕奕 山西省平定县第一中学
朱玉卓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伊敏小学
傅玺闻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小学
宋明晓 辽宁省大连市三十九中学
邓皓泽 吉林省工贸学校
于天成 黑龙江省鸡西市和平小学
孙 邵 上海市杨泰实验学校
肖欣欣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世业实验学校
朱佳杰 浙江省奉化市第二中学
张欣冉 安徽省马鞍山市九村小学
白扬眉 福建省厦门市火炬学校
付海尘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永丰小学
张翰文 山东省诸城市文化路小学
戴玉恒 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职工子弟学校
万博钧 湖北省松滋市黄杰小学
黄 盼 湖南省娄底市三中
曾洁敏 广东省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罗莹莹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金秀县桐木

中心小学
李云鹏 海南省儋州市那大第一小学
杨文君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
曾依程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李 涛 贵州省仁怀市后山民族小学
王 蓉 云南省永德县德党镇中心完小
张诗扬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老庙镇中心小学
张婕妤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第三实验小学
何晓龙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第三中学
折潇姿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第四中学
夏依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木垒县

第一中学
冯祺琪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第四中学

演讲总决赛一、二、三等奖

小学组一等奖
贺 杰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东风小学
娜比海·尼合麦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

市第三小学
张铭洋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伊再提古丽·艾海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

州特教学校
张诗悦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大城小学
齐天毓 河北省唐山师范学院玉田分校附属小学
伍嘉怡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实验小学
周吉娜 海南省儋州市第六小学
李卓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实验小学
汤佳怡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支显宗学校

小学组二等奖
刘子衿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第一小学
张子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朝阳小学
夏童童 北京市顺义区东风小学
王瑞希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实验小学
陈昆汶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清林小学
盛 阳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实验小学
韩云麓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帝湖小学
刘梓漪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玉沙小学
王云逸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临师附小
闫雪晶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胜利街小学
朱暄彤 河北省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
王艺璇 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光明路小学
彭 欣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师范附属小学
朱芸芸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涪江路小学
曹雯清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小学
杨采奕 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五小
符贝莎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小学
金 淼 海南省三亚市九小
于 晔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北街小学
周嘉宇 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实验小学
鲍丙君 安徽省六安市解放路小学

小学组三等奖
赵姿帆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陈柏帆 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一小学
全司晨 云南省大理州实验小学
曹必果 湖南省怀化市靖州县平茶小学
傅仰光 福建省泉州市实验小学
刘思平 湖南省娄底市冷水江冷办中心学校
吴 赓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南街小学
唐文盼 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浮岗镇郭庙小学
刘炳欣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雷锋小学
王佳蕊 重庆市巴南区松花江小学
王可甜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湖南小学
杨谨睿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和平小学
汪轩羽 四川省成都市花园（国际）小学
林 志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九龙小学
余珈诚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第一完小
罗然然 重庆市永川区仙龙小学
朱晋坤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穆凯代斯 湖南省郴州市二完小
赵新敏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一小
刘志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一中学
黄佩珊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
吴雯艳 上海市嘉定区真新小学
颜 絮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逸夫小学
王艺丹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第二十六小学
李思学 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小学
王予舒 辽宁省葫芦岛市师范附小
刘 洋 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招堤一小
李春雨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南社中心小学
郑佳奕 福建省厦门市竹坝学校
洪经珉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小学
拉毛措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第一小学

中学组一等奖
宋玉虓 甘肃省白银市第二中学
冯桑萦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长冲中学
邓淋双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金鼎实验学校
朱诚悦 河北省定州市叮咛镇初级职业中学
王孟菲娜 安徽省宁国中学
王依凡 河南省永城市第一初级中学
周永多 重庆市綦江区古南中学
于佳佳 贵州省兴义崇文中学
陈 芸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一中
陈楚煜 辽宁省大连市一〇一中学

中学组二等奖
应 悦 上海市宝山实验学校
夏雨钦 江苏省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孔维昊 安徽省淮南三中
徐晓晓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高小原 辽宁省朝阳市第四初级中学
黎倍杉 重庆市大足区双实联盟中学
吴沛洳 重庆市永川中学校

韩炜玮 河南省洛阳市东升二中
杨尚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奇台县

第二中学
张家齐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第二中学
孙玮玉 山西省太原市第五中学
谭可如 湖南省郴州市二中
李南南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实验中学
李舒颖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包四中
刘泓君 云南省曲靖市体育训练中心
方 媛 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六中
马秋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第二中学
牛赟泽 天津市中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单新宇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南口学校
谢泳庭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第二中学
高雨童 湖南省衡阳市八中

中学组三等奖
余启梦 广东省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南海中学
翟琴冰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同州中学
李柚林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包四中
王楚然 吉林省吉林市工贸学校
段 洋 湖南省娄底市冷水江二中
赵佳昊 山西省阳泉市第十一中学
李 汝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职业中专学校
高 敏 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城关初级中学
柯怡婷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有色一中
陶从启 湖北省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蔡紫娟 湖北省洪湖市万全中心学校
郭若言 河南省濮阳县城关镇三中
白玛康珠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初级中学
王婷荟 海南省昌江县矿区学校
严江玥 青海省西宁市第二中学
彭 昊 广东省广州铁一中
张 帆 甘肃省兰州市第六十三中学
李俞萱 江西省宜春实验中学
刘迪轩 云南省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王菁菁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李岳泉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
王楚乔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马鞍九年义务

教育学校
代湘龙 湖北省宜昌市三峡艺术高中
潘州冰 福建省泉州安溪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王泽婷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航天中学
雷 婧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合阳中学
尚奕周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
任秀岩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第二中学
王一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一中
柯伊芳 福建省厦门市音乐学校
尹以宁 山东省招远一中
黄安安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中学
郭睿霖 黑龙江省鸡西市第一中学

“我心中的好老师”书画大赛一等奖

书法一等奖
刘春晖 山西省阳泉十二中
刘佳鸣 江苏省镇江丹徒区宜城中学
沈佳怡 浙江省慈溪文棋小学
张 璐 浙江省慈溪贤江小学
裘芊芊 浙江省奉化实验小学
张萌萌 浙江省奉化实验小学
陈 辰 浙江省奉化中学
陈子昂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凤南中心小学
钟先淋 江西省瑞金第二中学
吴泓璋 山东省烟台市机械工程学校
于沛秋 山东省烟台市机械工程学校
任羿帆 河南省永城市芒山中学
朱紫涵 河南省永城市实验中学
张鑫怡 湖北省随州市高新区季梁学校
闵于思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实验小学
唐常宁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三中
徐 建 湖南省衡阳市第十四中学
刘婧琪 湖南省双峰县永丰镇中心学校
刘 畅 广东省深圳市笋岗中学
张琪琛 广东省深圳市田心小学
胡卓睿 广东省深圳市西乡中学
郑海文 广东省深圳市笋岗中学
冯诗惠 广东省佛山市张槎中心小学
张曼玲 广东省深圳市罗租小学
蔡奇璟 海南省海口市华侨中学
杨 鑫 贵州省黔西南州木贾教育学区枫塘校区
蒋镇浓 贵州省瓮安中学
韩佳澍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八中
秦丽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职业中学
张甜一 青海省西宁市第十一中学
李 蓉 青海省西宁市总寨中学
杨青凌 青海省海北州第一高级中学
韩 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4团中学

绘画一等奖
谢心笛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里小学
武芊锦 山西省太原师范第三附属小学
雷丹琪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晋华小学
张思辰 江苏省镇江市镇江新区丁卯中心小学
张江琦 江苏省句容市开发区中心小学
叶蔚瑾 江苏省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
庞 锦 浙江省宁波甬江职业高中
倪未央 浙江省宁波外事学校
孙柳艳 浙江省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毛小俊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国语实

验学校
郑莞臻 浙江省鄞州实验中学
邹林莉 浙江省鄞州江北绿梅中学
郭春昀 江西省九江市长虹小学
程 洋 湖北省鄂州市吴都小学
张嘉一 湖北省蕲春县实验小学
余赛丽 湖南省衡阳市八中
陈如意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中学
姚 曼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中专
庄艺盈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中心小学
张洪娟 广东省佛山市东鄱小学
单伊琳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新蕾塘头学校
邝志强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搓中心小学
陈寓琦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新蕾塘头学校
周映君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小学
李 荟 广东省佛山市东鄱小学
邓文明 广东省佛山市东鄱小学
周晋贤 广东省佛山市惠景小学
李立全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宋彦妮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艾建雨 云南省昆明市空港区长水中心小学
普耀萍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新化小学
刘 赛 甘肃省敦煌市南街小学
季书屹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王南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石油高级中学

“我身边的好老师”微视频大赛一等奖

金佳琪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郑怿弢 浙江省余姚市东风小学
钟明霖 江西省瑞金市金都小学
熊雅鑫 湖北省黄冈市东坡小学
唐诗窈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小学
钟天卓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幼幼小学
康慕雪 湖南省冷水江市一中
张米志鹏 湖南省冷水江市一中
罗咏航 湖南省冷水江市二中
李翠华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天成学校
曾柯淇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盛平小学
吴至康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朱德鹏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徐晓晓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示范学校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余略）

征文特等、一、二、三等奖

王 洋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中学（余略）

“我心中的好老师”书画大赛二、三等奖

石逸璨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十二中学（余略）

“我身边的好老师”微视频大赛二、三等奖

李奕童 天津市十一中学（余略）

备注：
1.凡各奖项涉及的教师指导奖皆略。
2.上述列表中标注“余略”字样，均详

见《关于表扬第十九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
民“老师您好 我的好老师”主题教育活动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教关工委活
动办[2016]6号文）附后的“获奖名单”。
3.活动官网查询：www.whxgm.com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在我国广袤的
国土上，在乡村、高山、岛屿、城镇、都
市……在每一所学校，每一间教室，在一节
节的课堂上……我国2.6亿正在成长的青少
年，在1500多万老师的引导下，长知识，
长才干，健康成长。此情此景，交织成一张
壮丽的教育画卷，叙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教育
故事。这是多么美丽而壮阔的画面！

这画面，就是中华民族逐梦前行的生动
写照！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
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为了
贯彻和响应国家领导人2014年9月9日在北
京师范大学提出“四有”好老师的讲话精
神，国家教育部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把
第十九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
动的主题确定为“老师您好 我的好老
师”。本届主题教育活动于2015 年 8 月启
动，于2016年8月结束，并召开总结大会，
历时一年。

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系统关工委积极参与、组织、
引导，广大青少年通过阅读、征文、演讲、
书画、微视频、社会实践等活动，增强了尊
师爱师的思想道德意识，掀起了全社会尊师
爱师的好风尚。在本次活动中，全国上百万
教师也参与进来，与青少年一起阅读，对参
加主题教育活动的青少年进行指导，更加强
了他们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因此，
本届活动在涉及面、参与率、社会效益等方
面，都比前面很多届活动有所发展，为“五
好小公民”这一品牌活动书写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大行动：寻找“我身边的好老师”

2014年 9月9日上午10时30分，北京
师范大学教九楼103教室里，来自贵州遵义
的刘轶老师和其他的50位小学骨干语文教
师，正在就西部地区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进行讨论。突然，让她没有想到的
是，国家领导人走进教室坐到大家中间，认
真观看授课教师和学员们的讨论和答疑。

“国家的发展，一定是共同发展，不能让任
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孩子落伍掉队。少年
强则中国强，中西部强则中国强。你们是来
自贵州的老师，希望你们把孩子培养好，教
育好……”听着语重心长的话，刘轶老师的
心被深深触动了。回家后，她代表国培贵州
班的全体学员，给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信。
这位领导人在回信中鼓励他们：不忘初心，
扎根西部，服务学生，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奋
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指引
者。接到回信后，刘轶老师从城区学校转到
农村，在那里，她“更感受到了城乡教育不
均衡的一些问题，更有一种决心和义务觉得
自己一定要把这些孩子培养好，把爱和阳光
撒到每个孩子的心中，让他们能够健康的成
长。”

据统计，2015—2016学年度五好小公
民“老师您好 我的好老师”主题教育活动
中，超过100万名刘轶这样的老师参与到活
动中来，响应国家领导人的号召，身先垂
范，争做“四有”好老师，成为各级各类
学校中动人的风景。与此同时，近5000万
青少年通过主题教育活动，阅读中国教师
群体的生命故事，讲述中国教师的感人事
迹，了解中国教师的崇高精神，感受中国
教师群体所体现的伟大师魂，并由衷地向
中国教师致敬。在主题教育活动中，广大
青少年开展了征文、演讲、书画、微视频
等一系列大赛活动，把目光聚焦身边，发
现和感恩就在身边言传身教、呕心沥血、
勇于创新的好老师，在感悟教师崇高精神
和道德情操的同时，更加清楚珍惜学习时
光、多学知识、多学本领的道理，保持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进而担负起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

寻找“我身边的好老师”活动，在全国
教育系统普遍开展，进一步推进了校园文化
建设，弘扬了广大教师爱岗敬业、刻苦钻
研、爱生如子、为人师表的师德风尚，让全
社会关注身边的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精于
教书、勤于育人、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教师
队伍，从而提升教师的良好形象，掀起一股
尊师爱师的好风尚。

展风采：我是尊师爱师好少年

在历时一年的主题活动中，是什么让数
千万青少年踊跃参与，体验德育的魅力？答
案是主题演讲比赛。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
动自开展以来，始终引导和鼓励孩子通过主
题演讲展现自我风采，并设立了全国演讲总
决赛机制。2015—2016学年度，全国有100
多万人次青少年逐层开展了演讲比赛，最终
选拔出126名中小学生代表，站在了全国总
决赛的舞台上。

2016年6月底的一天，湖北省洪湖市万
全镇中心学校八年级学生蔡紫娟得知自己将
去北京参加“老师您好 我的好老师”主题
演讲全国总决赛，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
耳朵”。由于爸爸妈妈都在外地打工，紫娟
的原定计划是假期到外地与他们团聚。在指
导老师喻虹的帮助下，外出打工的妈妈专门

赶回家，为她送行。在启程的那一天，学校
还特意在街道上为蔡紫娟和喻虹老师拉上祝
贺的横幅标语——“热烈祝贺我校蔡紫娟同
学赴北京参加‘老师您好 我的好老师’主
题演讲总决赛”。小镇沸腾了：“我们农村的
孩子也到北京参赛了！”谈到自己的感受
时，蔡紫娟说：“我第一次强烈而清醒地为
自己身为中华民族儿女而骄傲，同时也认识
到我们对祖国未来应肩负起的责任和使命。”

由于主题演讲活动的广泛开展，孩子们
得到学校老师的倾情指导，上演了一幕幕动
人的“师生情”。孩子们在演讲中述说了

“心中的好老师”，赞颂了“身边的好老
师”，向所有小伙伴讲述了自己尊师爱师的
行动与事迹。在演讲活动深入开展的过程
中，每个小选手都挖掘出许多新鲜的视角，
不再以高大全的形象看待老师，而是把他们
当成自己的大哥哥、大姐姐，把他们当成爸
爸妈妈一样亲切的亲人，其中不乏“男神”

“女神”一样的存在，也有一些“麻辣老
师”“大王老师”……让孩子们重新思考和
认识老师平凡中的伟大形象、普通中的崇高
精神。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成为孩子们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也是第十九届五好小公民主
题教育活动中最动人的话语！

齐称赞：极具奉献精神老同志

1997年，任贤同志担任冷水江市教育
部门关工委负责人这一职务。退而不休，不
离教育，是任贤从事关工委工作的初衷。没
想到，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一直干了
19个年头。19年来，任贤的脚步踏遍了冷
水江市所有的中小学，把关心下一代的工作
做到了极致：每所学校有多少个留守儿童、
有多少个单亲孩子、有多少个家庭困难的孩
子……他都一一做了记录，跟踪关怀。虽然
自己的家庭也是冷水江市困难党员家庭，但
任贤始终惦记着学校的图书配置、食堂建
设、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等，在自己能力
范围内，不断为学校争取，为孩子们争取，
赢得了冷水江市广大师生乃至各党政机关领
导的认可与尊敬。

自2000年开始，任贤觉得要把关工委
工作做好，还得有一个更好的平台，他开始
关注并参加国家教育部门关工委主办的全国
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把主题教
育活动当做自己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抓
手。由于参与人数多，成绩突出，冷水江市
教育部门连续13次被评为“全国主题教育
先进集体”，2015年荣获“全国主题教育特
别奖”。“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开出了
硕果，冷水江基础教育质量大幅提升，每年
北大清华录取人数、本科上线率等各项高考
指标在娄底市名列前茅。

“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开展19年
来，全国各地教育系统关工委积极组织发
动，深入到基层学校，使这项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涌现了一
大批先进典型。关心下一代工作是一项以爱
养心、以德养寿的活动，是情系下一代、快
乐老一代的工程。“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
活动正是这项爱心工程的得力载体和生动体
现。在活动中，关工委老同志们发挥爱教
育、懂教育的优势，老少同读、老少同写、
老少同讲、老少同行，既丰富了“五好小公
民”主题教育活动的内涵，也为老同志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促
进了社会的和谐与文明，构筑了关心下一代
的基石。

为此，在第19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
公民”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大会上，表彰了任
贤等33位“极具奉献精神”的关工委老同
志，他们的事迹获得全体与会代表的高度称
赞，他们的奉献精神让许多代表深深感动，
热泪盈眶。

19年来，“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
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鲜明
的主题引领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以丰富的
活动引导青少年参与进来，从我做起，从身
边的小事做起，取得了良好的德育效果。

19年来，“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
始终坚持以关工委老同志为主体，面向全体
青少年，配合主渠道的活动形式，取得了广
泛的社会效益。在“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
读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各级教育关工委和

“五老”队伍以及诸多“讲师团”“报告团”
深入班级、学校、社区，成为各级教育关工
委的工作闪光点。“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
活动这座桥，不仅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得
到了家长的认可，受到了青少年的欢迎，同
时汇聚了社会组织、公益团体支持教育的力
量，谱写了共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交响曲。

第二十届，即2016—2017学年度，国
家教育部门关工委将“五好小公民”主题教
育活动主题确定为“阳光校园·我们是好
伙伴”。立意是通过活动引导青少年关注身
边的人和事，关注校园，学会与他人和谐
相处；懂得为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具备文
明生活的基本素养；牢固树立心中有祖
国、心中有集体、心中有他人的意识；提
高自身的文明素养和道德情操，增强团队
建设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在这届活动中，

孩子们的切入点会更加广泛，
不仅可以写同学、师生、亲子
之间伙伴之情，也可以写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的共处故事。
可以预见，下一届活动孩子们
的喜爱程度会更深，实践活动
会更丰富，视角会更具体，感
受会更真实，期待孩子们的出
色表现！让我们共同期待一届
愈加精彩、成果丰硕的活动！

（教关委活动办）

优秀组织奖

河北省教育厅关工委
江西省教育厅关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关工委
湖北省教育厅关工委
湖南省教育厅关工委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关工委
贵州省教育厅关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关工委
甘肃省教育厅关工委

先进集体

北京市
朝阳区教委关工委
平谷区教育局关工委
大兴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房山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昌平区教育局关工委
通州区教委关工委
门头沟区教委关工委
顺义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怀柔区教委关工委
密云区教委关工委

天津市
天津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和平区教育局关工委
宁河区教育局关工委
河东区教育局关工委
静海区教育局关工委
河北区教育局关工委

河北省
石家庄市教育局
石家庄市桥西区教育局
保定市清苑县教育局关工委
唐山市路南区教育局关工委
唐山市玉田县教育局关工委
沧州市肃宁县教育局关工委
定州市教育局
辛集市教育局
张家口市经开区教育局关工委
保定市教育局关工委
卢龙县教育局
邯郸市教育局
武安市教育局
邯郸市丛台区教育体育局
邯郸市邯山区教育体育局
肥乡县教育体育局
广平县教育体育局
宁晋县华英双语学校

山西省
太原市万柏林区教育局
忻州市代县教育局
高平市教育局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教育局关工委
包头市青山区教育局关工委
包头市昆区教育局关工委
包头市东河区教育局关工委
包头市达茂旗教育局关工委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教育局关工委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教育局关工委
扎兰屯市教育局关工委
阿拉善盟教体局关工委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教体局关工委

辽宁省
沈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大连市教育局关工委
铁岭市教育局关工委
鞍山市教育局关工委
抚顺市教育局关工委
本溪市教育局关工委
盘锦市教育局关工委
朝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葫芦岛市教育局关工委
锦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阜新市教育局关工委
营口市教育局关工委
辽阳县教育局关工委

吉林省
吉林市教育局关工委
四平市教育局关工委
延边州教育局关工委

黑龙江省
鸡西市教育局关工委

上海市
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黄浦区教育关工委
金山区教育关工委
嘉定区教育关工委
静安区教育关工委
浦东新区教育关工委

江苏省
镇江市教育局
镇江市丹徒区教育局
镇江市京口区教育局
镇江市润州区教育局
镇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丹阳市教育局
句容市教育局
扬中市教育局
扬州市江都区教育局关工委
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教育系统关工委
扬州市江都区丁沟镇教育系统关工委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中心小学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中心小学
淮安市淮阴区教育局
徐州市泉山区教育局
泗洪县教育局

浙江省
浙江省教育厅关工委
杭州市上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宁波市教育局关工委
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关工委
宁波市江东区教育局关工委
宁波市镇海区教育局关工委
慈溪市教育局关工委
余姚市教育局关工委
德清县教育局
丽水市教育局关工委
云和县教育局
金华市教育局关工委
金华市金东区教育局关工委
金华市婺城区教育局关工委
永康市教育局关工委
浦江县教育局关工委
兰溪市教育局关工委
台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临海市教育局
玉环县教育局
玉环县环山小学
台县教育局
衢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常山县教育局关工委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安徽省
安徽省教育厅关工委
合肥市教育局关工委
合肥蜀山区教体局关工委
合肥市经开区社发局关工委
合肥市新站区社事局关工委
肥东县教育体育局
蚌埠市教育局关工委
蚌埠市高新教育集团关工委
东至县教育局关工委
阜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阜阳市颍泉区教育局关工委
阜阳市颍东区教育局关工委
阜南县教育局关工委
临泉县教育局关工委
芜湖市教育局关工委

无为县教育局关工委
六安市教育局
六安市裕安区教育局
六安市金安区教育局
霍邱县教育局
金寨县教育局
亳州市教育局
亳州市谯城区城父中心小学
利辛县城关学区中心学校
宿州市埇桥区教体局关工委
灵璧县教体局关工委
萧县教育体育局
宿州市教体局
淮北市杜集区教育局关工委
濉溪县教育局关工委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淮北市梅苑学校
淮南市教育局
淮南市寿县教育局
淮南市凤台县教育局
淮南市田家庵区教育局
宣城市教育体育局
宣城市第二小学
宣城市特殊教育中心
泾县第二中学
马鞍山市教育局
马鞍山市博望区教育局
铜陵市教育局关工委
铜陵市义安区教育局关工委

福建省
福建省教育厅关工委
厦门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
厦门市思明区教育局
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
厦门市集美区教育局
漳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龙海市教育局关工委
漳州市龙文区教育局关工委
莆田市教育局关工委
泉州市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
惠安县教育局
南安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江西省
江西省教育厅关工委
南昌市教育局关工委
南昌市东湖区教育科技体育局
九江市教育局关工委
九江市经济开发区文教局
修水县教育局关工委
瑞昌市教育局关工委
新余市渝水区教育体育局
萍乡市教育局关工委
萍乡市安源区教育局关工委
上栗县教育局关工委
景德镇市教育局关工委
鹰潭市教育局关工委
上饶市教育局关工委
信州区教体局关工委
德兴市教体局关工委
婺源县交通运输局
婺源县教体局关工委
玉山县逸夫小学
万年县教育局关工委
上饶县教体局关工委
余干县教体局关工委
铅山县教体局关工委
弋阳县教体局关工委
广丰县教体局关工委
赣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章贡区教育局
南康区教育局关工委
南康区第五中学
宁都县教育局关工委
全南县教育局关工委
龙南县教育局关工委
安远县教育局
于都县教育局
赣县韩坊中心小学
宜春市教育局关工委
宜丰县新昌一小
靖安县教育局关工委
上高县教育局关工委
抚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崇仁县教育局关工委
乐安县教育局关工委
永新县教体局关工委
新干县教育局关工委
丰城市教育局关工委
鄱阳县教体局关工委
安福县教育体育局
南城县教育局关工委
瑞金市教育局

山东省
菏泽市教育局
菏泽市牡丹区教育局
东明县教育局
郓城县教育局
鄄城县教育局
诸城市教育局

河南省
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郑州市金水区教体局关工委
郑州市惠济区教体局关工委
郑州市上街区教体局关工委
郑州航空港区教育局关工委
荥阳市教体局关工委
登封市教体局关工委
新密市教体局关工委
中牟县教体局关工委
辉县市教育局
驻马店经济开发区文教卫生体育局
上蔡县教体局
泌阳县教体局
孟州市教育局
洛阳市教育局
孟津县教育局
新安县教育局
宜阳县教育体育局
安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林州市教体局关工委
安阳市文峰区教体局关工委
许昌市教育局
许昌县教育体育局
永城市教育体育局
滑县万古镇中心校
漯河市教育局
信阳市教育局
信阳市浉河区教育体育局
信阳市平桥区教育体育局
潢川县教育体育局
罗山县教育体育局
濮阳市教育局
范县教育局
商丘市教育局
夏邑县教育体育局
南乐县教育局
濮阳县教育局
台前县教育局

湖北省
武汉市教育局关工委
黄冈市教育局关工委
黄冈市学生社会实践管理办公室
黄冈市黄州区教育局关工委
黄冈市龙感湖管理区教育局关工委
团风县教育局关工委
麻城市教育局关工委
英山县教育局关工委
浠水县教育局关工委
蕲春县教育局关工委
武穴市教育局关工委
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
襄阳市襄州区教体局关工委
谷城县教育局
监利县教育体育局
公安县教育局关工委
石首市教育局
洪湖市教育体育局

松滋市教育体育局
荆门市教育局
宜昌市教育局关工委
当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仙桃市教育局
黄石市教育局
大冶市教育局
鄂州市教育局

湖南省
长沙市教育局关工委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关工委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关工委
长沙市望城区教育局关工委
长沙县教育局关工委
郴州市教育局
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
郴州市苏仙区教育局
资兴市教育局
桂阳县教育局
宜章县教育局
永兴县教育局
临武县教育局
嘉禾县教育局
汝城县教育局
桂东县教育局
安仁县教育局
娄底市教育局
娄底市娄星区教育局
冷水江市教育局
涟源市教育局
双峰县教育局
新化县教育局
娄底市经济开发区教育局
邵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邵东县教育局关工委
新邵县教育局关工委
株洲市芦淞区教育局关工委
株洲市石峰区教育局
株洲县教育局
醴陵市教育局关工委
湘西州教育系统关工委
泸溪县教育和体育局关工委
常德市教育局关工委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关工委
汉寿县教育局关工委
桃源县教育局关工委
澧县教育局关工委
石门县教育局关工委
临澧县教育局关工委
安化县教育体育局关工委
益阳市桃江县教育局关工委
益阳市南县教育局关工委
新晃县教育局
怀化市鹤城区教育局关工委
溆浦县教育局关工委
中方县教育局关工委
靖州县教育局关工委
沅陵县教育局关工委
通道县教育局关工委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教育局关工委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岳阳市岳阳楼区教育局
临湘市教育体育局
平江县教育体育局
湘阴县教育局
岳阳县教育体育局
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岳阳市君山区教育局
衡阳市珠晖区教育局关工委
衡阳市石鼓区教育局关工委
衡阳市实验小学
耒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衡南县教育局关工委
衡东县教育局关工委
衡南县星火实验小学
宁远县教育局关工委
江华县教育局关工委
永州市冷水滩区教育局关工委
湘乡市教育局

广东省
广东省教育厅关工委
深圳市教育局关工委
佛山市教育局关工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
金秀县教育和科技局

海南省
海南省教育厅关工委
昌江县教育局关工委
陵水县教育局关工委
保亭县教育局关工委

重庆市
渝中区教委
南岸区教委
沙坪坝区教委
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
巴南区教委
北碚区教委
璧山区教委
黔江区教委
潼南区教委
永川区教委
南川区教委
綦江区教委关工委
綦江中学
荣昌区教委
铜梁区教委
大足区教委关工委
长寿区教委
涪陵区教委
万州区教委关工委
忠县教委
丰都县教委
奉节县教委
巫山县教委
云阳县教委
酉阳县教委
石柱县教委

四川省
四川省教育厅关工委
成都市青羊区政府
金堂县赵镇片区教育督导组
金堂县土桥片区教育督导组
剑阁县教育局
广安市教育体育局
广安市广安区教科体局
广安市前锋区教科体局
岳池县教科体局
武胜县教科体局
邻水县教科体局
宜宾市教育和体育局
宜宾县教育和体育局
眉山市教育体育局
眉山市东坡区教育体育局
彭山县教育体育局
德阳市教育局
什邙市教育局
罗江县教育局
华蓥市教科体局
南充市顺庆区教育局关工委
南充市高坪区教育局
南充市嘉陵区教育局
南充市嘉陵区火花三小
南充市三原实验学校
南充市五星小学
南充市白塔中学
南部县教育局
南部县第十一（伏虎）教育督导
责任区

南部县二中
仪陇县教育局新政教育督导组
仪陇县南图实验学校
西充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
西充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晋
城教育督导组

营山县教育局
营山县城守一小
营山县化育中学
营山县行知小学
营山县城关中学
营山县骆市中学

营山县老林中学
营山县绿水中学
营山县回龙镇中学
遂宁市教育局
遂宁市安居区教育局
大英县教育局
蓬溪县教育体育局
射洪县教育和体育局关工委
射洪县太和镇第四小学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居分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教育局关工委
达州市教育局
达州市大竹县教育科技局
达州市达川区教育科技局
攀枝花市教育体育局
攀枝花市仁和区教育局
绵阳市教体局
绵阳市涪城区教体局
绵阳市游仙区教体局
绵阳市高新区社发局
绵阳市江油市教体文广局
绵阳市三台县教体局
绵阳市盐亭县教体局
达州市大竹县第一小学
达州市大竹县柏林镇中心小学
达州市大竹县杨通乡中心小学
达州市大竹县中和乡中心小学

贵州省
六盘水市教育局
六盘水市钟山区教育局
六盘水市盘县教育局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教育局
铜仁市教育局
德江县教育局关工委
石阡县教育局关工委
毕节市教育局关工委
大方县教育局关工委
安顺市教育局关工委
普定县教育局关工委
黔西南州教育系统关工委
兴义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兴仁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望谟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晴隆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黔南州教育局关工委
惠水县教育局
都匀市教育局关工委
遵义市教育局
遵义市汇川区教育局
遵义市红花岗区教育局
余庆县教育局
道真县教育局
正安县教育局
桐梓县教育局
绥阳县教育局
习水县教育局
凤冈县教育局
黔东南州教育局关工委
镇远县教科局
榕江县教科局
凯里市教科局

云南省
昆明市官渡区教育局
昆明市西山区教育局
昆明市官渡区南站小学
昆明市官渡区关上第二小学
曲靖市教育局关工委
宣威市教育局
师宗县教育局
陆良县教育局
楚雄州教育局关工委
红河州教育局关工委
个旧市教育局
弥勒市教育局
文山州教育局关工委
麻栗坡县教育局
西畴县教育局
普洱市教育局关工委
澜沧县教育局
西盟县教育局
宁洱县教育局
大理州教育局关工委
鹤庆县教育局
大理市下关一中初中部
保山市教育局关工委
保山实验小学
保山市永昌小学
德宏州教育局关工委
陇川县教育局
怒江州教育局关工委
兰坪县民族中学
临沧市教育局关工委
临沧市临翔区教育局
迪庆州教育局关工委
维西县教育局
西双版纳州教育局关工委
西双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鲁甸县教育局
鲁甸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绥江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楚雄市教育局
通海县教育局

陕西省
渭南市教育局
华阴市教育局
白水县教育局关工委
大荔县教育局
合阳县教育局
潼关县教育局
蒲城县教育局
韩城市教育局
富平县富平中学

甘肃省
兰州市西固区教育局
兰州市七里河区教育局
榆中县教育局
定西市教育局
漳县教育局
通渭县教育局
嘉峪关市教育局关工委
陇南市教育局
礼县教育局
文县教育局
康县教育局
甘南州教育局
碌曲县教育局
玛曲县教育局
卓尼县教育局
酒泉市阿克塞县教育局
天水市麦积区教育局
武山县教育局
秦安县教育局
甘谷县教育局
白银市靖远县教育局
庆阳市宁县教育局
庆阳市庆城县教育局
临夏市教育局

青海省
中共青海省委教育工委中小学思
政处

西宁市教育工委、教育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局
银川市一中
中卫市教育局
石嘴山市教育体育局
彭阳县教育体育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州教育局
昌吉州教育局
伊犁州教育局
喀什地区教育局
阿克苏地区教育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三师教育局
第八师第九中学

第十九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老师您好 我的好老师”主题教育活动获奖名单向
中
国
筑
梦
人
致
敬
致
敬

—
—

第
十
九
届
全
国
青
少
年
五
好
小
公
民
﹃
老
师
您
好

我
的
好
老
师
﹄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综
述

第十九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大会暨夏令营合影第十九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大会暨夏令营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