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安盟教学能手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任教学段 任教学科

1 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一小学 张佳瑞 小学 道德与法治

2 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一小学 鲁建学 小学 科学

3 科右前旗归流河学校 徐京 小学 科学

4 乌兰浩特市合展小学 寇俊亮 小学 美术

5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六小学 赵伟华 小学 美术

6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一小学 刘晓宁 小学 美术

7 科右前旗保门学校 李野 小学 美术

8 科右中旗教学研究室 宝音德力格尔 小学 美术

9 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 王乌兰斯琴 小学 蒙语文

10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阿荣其其格 小学 蒙语文

11 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 格日勒 小学 蒙语文

12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义乐胡 小学 蒙语文

13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呼格吉乐 小学 蒙语文

14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包常喜 小学 蒙语文

15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小学 王萨仁格日勒 小学 蒙语文

16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小学 白香春 小学 蒙语文

17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四小学 金六结 小学 蒙语文

18 扎赉特旗胡尔勒中心学校 王春梅 小学 蒙语文

19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小学 红英 小学 蒙语文

20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九小学 包海霞 小学 蒙语文



21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一小学 曹明 小学 数学

22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二小学 孟庆男 小学 数学

23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二小学 王琦 小学 数学

24 乌兰浩特市都林第一小学 刘丽 小学 数学

25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韩颖 小学 数学

26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王洪英 小学 数学

27 科右前旗居力很小学 王春红 小学 数学

28 乌兰浩特市铁西第一小学 孙洪辉 小学 数学

29 科右前旗察尔森小学 佟晶 小学 数学

30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白都达古拉 小学 数学

31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四小学 吴海格 小学 数学

32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小学 包添晓(包田小) 小学 数学

33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七小学 耿乌云 小学 数学

34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小学 秀荣 小学 数学

35 突泉县实验小学 孙志龙 小学 数学

36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四小学 刘喜艳 小学 数学

37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一小学 刘丽伟 小学 数学

38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六小学 陈凤华 小学 数学

39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七小学 董志梅 小学 数学

40 阿尔山市第一小学 郑艳华 小学 数学

41 扎赉特旗巴彦高勒镇蒙校 陈连君 小学 数学

42 扎赉特旗巴彦乌兰中心学校 何淑兰 小学 数学



43 扎赉特旗绰勒中心校 赵玉亮 小学 数学

44 扎赉特旗阿拉达尔吐中心学校 韩斯琴 小学 数学

45 扎赉特旗宝力根花中心学校 薛玉荣 小学 数学

46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小学 白桂兰 小学 数学

47 乌兰浩特市红云希望小学 谭继超 小学 体育

48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艾新宇 小学 体育

49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程威 小学 体育

50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王立冬 小学 体育

51 科右前旗哈布尔学校 耿红梅 小学 信息技术

52 乌兰浩特市都林第一小学 杨萍 小学 音乐

53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小学 王丽伟 小学 音乐

54 科右前旗察尔森小学 郝图雅 小学 音乐

55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小学 包梅荣 小学 音乐

56 乌兰浩特市都林第一小学 肖爱颖 小学 英语

57 科右前旗归流河学校 刘红丽 小学 英语

58 科右中旗巴彦胡舒第五小学 陈高娃 小学 英语

59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九小学 陈秀兰 小学 英语

60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李颖 小学 英语

61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七小学 张娟 小学 英语

62 乌兰浩特市合展小学 周海燕 小学 英语

63 科右前旗跃进马场小学 白红燕 小学 英语

64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郝艳辉 小学 英语



65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于荣 小学 英语

66 乌兰浩特市合展小学 朱媛媛 小学 语文

67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一小学 陈超 小学 语文

68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二小学 韩红影 小学 语文

69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二小学 郭靖 小学 语文

70 乌兰浩特市胜利第一小学 潘晓燕 小学 语文

71 乌兰浩特市都林第二小学 王辉霞 小学 语文

72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场学校 李雨 小学 语文

73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一小学 苏海燕 小学 语文

74 乌兰浩特市胜利第一小学 王丽苹 小学 语文

75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范多 小学 语文

76 科右前旗额尔格图学校 徐丽颖 小学 语文

77 科右前旗索伦小学 任历莹 小学 语文

78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一小学 刘艳红 小学 语文

79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包铁梅 小学 语文

80 科右中旗巴彦胡舒第五小学 冯文静 小学 语文

81 突泉县学田小学 李艳 小学 语文

82 科右前旗居力很小学 张艳秋 小学 语文

83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八小学 安丽华 小学 语文

84 科右前旗察尔森小学 张晓雨 小学 语文

85 科右前旗俄体小学 高明涛 小学 语文

86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陈艳辉 小学 语文



87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黄迎春 小学 语文

88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武俊敏 小学 语文

89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小学 钱玉芳 小学 语文

90 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 代弟 小学 语文

91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邢春玲 小学 语文

92 扎赉特旗宝力根花中心学校 张银小 小学 语文

93 乌兰浩特市爱国第二小学 王莹 小学 综合实践

94 乌兰浩特市第十二中学 王晓娟 初中 道德与法治

95 科右前旗俄体中学 尹红利 初中 道德与法治

96 科右前旗大坝沟中学 魏家东 初中 道德与法治

97 科右前旗乌兰毛都中学 唐红艳 初中 道德与法治

98 科右前旗第五中学 塔娜 初中 地理

99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中学 周彩环 初中 地理

100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二中学 刘翠萍 初中 地理

101 阿尔山市教学研究室 王丽文 初中 化学

102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中学 董顺利 初中 化学

103 科右前旗索伦中学 丁敏 初中 化学

104 扎赉特旗巴达尔胡中心学校 陈斯日古楞 初中 化学

105 科右前旗第五中学 包塔娜 初中 历史

106 科右前旗德伯斯学校 金生 初中 历史

107 科右前旗乌兰毛都中学 秋香 初中 历史

108 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 孙岩 初中 历史



109 突泉县第二中学 王红 初中 历史

110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四中学 韩玉娟 初中 历史

111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五中学 佟丽霞 初中 美术

112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六中学 乌仁其其格 初中 蒙语文

113 乌兰浩特蒙古族初级中学 李伟 初中 蒙语文

114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六中学 佟瑞凤 初中 蒙语文

115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六中学 巴雅尔图 初中 蒙语文

116 乌兰浩特市第十三中学 谢开 初中 生物

117 乌兰浩特蒙古族初级中学 李风兰 初中 生物

118 科右前旗乌兰毛都中学 包丽春 初中 数学

119 乌兰浩特市第五中学 周广兰 初中 数学

120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中学 张洪林 初中 数学

121 乌兰浩特市第十二中学 姚爱静 初中 数学

122 乌兰浩特市第七中学 闫丽婷 初中 数学

123 科右前旗大坝沟中学 肖海涛 初中 数学

124 乌兰浩特市第十二中学 鲁季 初中 数学

125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六中学 包莲花 初中 数学

126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四中学 其其格 初中 数学

127 科右中旗高力板中学 李秀兰 初中 数学

128 乌兰浩特市第六中学 宝蕾蕾 初中 体育

129 科右前旗第五中学 谢秀红 初中 体育

130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六中学 斯琴图雅 初中 物理



131 科右前旗察尔森中学 葛云莲 初中 物理

132 科右前旗第三中学 王建荣 初中 物理

133 突泉县第二中学 李娜 初中 物理

134 乌兰浩特市第五中学 张鹏 初中 英语

135 乌兰浩特市第五中学 于丽丽 初中 英语

136 科右前旗第三中学 王丽丽 初中 英语

137 乌兰浩特市第九中学 白冬雪 初中 英语

138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二中学 刘静 初中 英语

139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四中学 杨莉 初中 英语

140 突泉县杜尔基中学 阿茹娜 初中 英语

141 科右前旗第五中学 王岩 初中 英语

142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六中学 武永芳 初中 语文

143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六中学 白玉荣 初中 语文

144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六中学 赵慧敏 初中 语文

145 科右前旗乌兰毛都中学 敖丹丹 初中 语文

146 乌兰浩特市第七中学 慕婧婧 初中 语文

147 阿尔山市教学研究室 高凤杰 初中 语文

148 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中学 邹素春 初中 语文

149 乌兰浩特市第六中学 鲁俊颖 初中 语文

150 乌兰浩特市第五中学 杨艳秋 初中 语文

151 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中学 王艳华 初中 语文

152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五中学 丁长安 初中 语文



153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包钦鹰 高中 地理

154 突泉县第一中学 刘博 高中 地理

155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包山丹 高中 地理

156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姜忠 高中 化学

157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杨坤 高中 化学

158 科右前旗第二中学 郭瑞 高中 化学

159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哈斯其其格 高中 化学

160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张洋 高中 历史

161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宝哈斯托娅 高中 历史

162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一中学 孙旭 高中 美术

163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中学 赛音贺喜格 高中 蒙语文

164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陈晓辉 高中 生物

165 乌兰浩特第二中学 包晓荣 高中 生物

166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孟凡勋 高中 数学

167 乌兰浩特市第十五中学 曹琨 高中 数学

168 科右中旗中等职业学校 白晓红 高中 数学

169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高奇林 高中 数学

170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中学 白红美 高中 数学

171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中学 张红霞 高中 数学

172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一中学 刘莉 高中 体育

173 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焦少青 高中 通用技术

174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张英伟 高中 物理



175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孙霞 高中 物理

176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马红伟 高中 物理

177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赵福君 高中 物理

178 乌兰浩特第二中学 白红梅 高中 物理

179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查娜 高中 信息技术

180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刘浩 高中 英语

181 乌兰浩特市第十五中学 王丁 高中 英语

182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一中学 李洪缨 高中 英语

183 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宫丽娟 高中 英语

184 乌兰浩特第二中学 包坦娜 高中 英语

185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周巍 高中 英语

186 乌兰浩特第二中学 白秀兰 高中 英语

187 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吕晓旭 高中 语文

188 科右前旗第二中学 曲岩 高中 语文

189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洪侠 高中 语文

190 乌兰浩特第二中学 马海棠 高中 语文

191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一中学 张巍 高中 政治

192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钱云龙 高中 政治

193 科右前旗第二中学 王丹 高中 政治

194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凤英 高中 政治

195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白国军 高中 政治

196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中学 佟娜日苏 高中 政治



197 兴安盟特殊教育学校 王红芳 特教 生活数学

198 兴安盟特殊教育学校 衡莹莹 特教 生活语文

199 乌兰浩特市第一幼儿园 张晶 幼儿园 学前教育

200 突泉县第二幼儿园 王浩 幼儿园 学前教育

201 乌兰浩特市职教中心附属幼儿园 赵欣然 幼儿园 学前教育

202 扎赉特旗蒙古族幼儿园 吴娜仁图雅 幼儿园 艺术

203 扎赉特旗幼儿园 朱京京 幼儿园 艺术

204 科右中旗赛罕民族幼儿园 小红 幼儿园 音乐

205 科右前旗民族幼儿园 陈红霞 幼儿园 语言

206 扎赉特旗幼儿园 于美 幼儿园 语言

207 科右中旗蒙古族幼儿园 王红 幼儿园 语言

208 乌兰浩特市都林民族幼儿园 刘欣欣 幼儿园 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