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安盟骨干教师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任教学段 任教学科

1 乌兰浩特市合展小学 王璐璐 小学 语文

2 乌兰浩特市胜利第一小学 董丽颖 小学 语文

3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一小学 王红梅 小学 语文

4 乌兰浩特市都林第一小学 刘力 小学 语文

5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二小学 贾琼 小学 语文

6 乌兰浩特市永联第二小学 祁晓明 小学 数学

7 科右前旗大坝沟小学 周雨 小学 数学

8 科右前旗归流河学校 张立新 小学 数学

9 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小学 屈晓敏 小学 数学

10 科右前旗居力很小学 张媛媛 小学 英语

11 突泉县学田小学 赵月 小学 英语

12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中心小学 陈程程 小学 英语

13 科右中旗西日嘎中心校 吴图雅 小学 英语

14 科右中旗巴彦胡舒第五小学 何迎春 小学 英语

15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包立梅 高中 政治

16 乌兰浩特市五一小学 岳秀云 小学 科学

17 乌兰浩特市合展小学 李亮亮 小学 美术

18 乌兰浩特市红云希望小学 孟嘉宁 小学 体育

19 乌兰浩特市爱国第一小学 白晓红 小学 音乐

20 乌兰浩特市第十二中学 陈玲 初中 英语

21 科右前旗第五中学 宝红霞 初中 英语

22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五中学 赵丹 初中 英语

23 乌兰浩特市第十二中学 刘大方 初中 英语

24 乌兰浩特市第十五中学 玉琴 高中 化学

25 乌兰浩特市第六中学 李臣芳 高中 化学

26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刘景娜 高中 生物

27 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李俊英 高中 数学

28 乌兰浩特市第十五中学 王新丰 高中 物理

29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六中学 黎明 初中 蒙语文

30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陈玉琴 小学 蒙语文

31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杭红梅 小学 蒙语文

32 科右前旗阿力得尔小学 康淑华 小学 蒙语文

33 科右前旗乌兰毛都中学 阿拉木斯 初中 物理

34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二中学 石亮 初中 物理

35 科右前旗乌兰毛都小学 英格 小学 数学

36 科右中旗新佳木中心校 桂荣 小学 数学

37 科右中旗准太本中心校 海金 小学 数学

38 科右前旗巴达仍贵小学 刘福玲 小学 数学



39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六中学 香春 初中 道德与法治

40 科右前旗第五中学 白明玉 初中 历史

41 科右前旗第五中学 海燕 初中 语文

42 科右中旗巴彦胡舒第四中学 王晓红 初中 语文

43 阿尔山市五岔沟学校 梅静洁 小学 语文

44 突泉县九龙小学 周欣 小学 语文

45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范立敏 小学 语文

46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四小学 孔祥春 小学 语文

47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小学 吴晓红 小学 语文

48 科右中旗巴彦胡舒第五小学 孙丽 小学 数学

49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四小学 孙雪萍 小学 数学

50 突泉县学田小学 叶飞 小学 数学

51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戴君 小学 音乐

52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七小学 王凤兰 小学 信息技术

53 科右中旗巴彦胡舒第五小学 姚玉红 小学 体育

54 科右前旗哈布尔学校 陈伟 小学 美术

55 乌兰浩特市第五中学 马嵩 初中 化学

56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五中学 安萨仁 初中 生物

57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二中学 吴丽娟 初中 美术

58 科右前旗居力很中学 黄淑红 初中 音乐

59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郑颖 高中 体育

60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一中学 肖阳 高中 信息技术

61 科右前旗第二中学 刘红波 高中 音乐

62 科右前旗第二中学 孙红梅 高中 地理

63 乌兰浩特市第十五中学 陈艳红 高中 历史

64 乌兰浩特朝鲜族学校 宋丹 高中 语文

65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一中学 董大坤 高中 语文

66 扎赉特旗图牧吉中心学校 乌云娜 小学 语文

67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额尔敦格日乐 小学 语文

68 科右前旗满族屯学校 张向荣 小学 语文

69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敖道胡 小学 道德与法治

70 科右前旗第五中学 刘俊光 初中 音乐

71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小学 包玉兰 小学 美术

72 科右前旗乌兰毛都小学 何满仓 小学 体育

73 科右中旗第一小学 永蓝 小学 音乐

74 科右前旗额尔格图学校 单根英 幼儿园 美术

75 科右前旗乌兰毛都小学 包斯琴图雅 幼儿园 音乐

76 乌兰浩特第二中学 苏日娜 高中 生物

77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中学 图雅 高中 物理

78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二中学 包萨日娜 高中 信息技术

79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中学 席春燕 高中 地理

80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中学 吴泉 高中 历史

81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娜仁格日乐 高中 蒙语文



82 乌兰浩特第二中学 白红艳 高中 语文

83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石凤琴 高中 政治

84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二中学 李晓冉 初中 语文

85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二中学 李艳丽 初中 语文

86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四中学 孟庆坤 初中 语文

87 突泉县第五中学 吴灵娟 初中 语文

88 突泉县六户中学 于春芳 初中 数学

89 科右前旗索伦中学 周波 初中 数学

90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二中学 纪咏梅 初中 数学

91 乌兰浩特市教学研究室 曲延丽 初中 心理健康

92 乌兰浩特市第五中学 王欣 初中 地理

93 阿尔山市第一中学 崔长英 初中 历史

94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常洪波 高中 英语

95 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崔立荣 高中 英语

96 突泉县第一中学 于芳 高中 英语

97 乌兰浩特第二中学 杨三月 高中 英语

98 科右前旗哈布尔学校 王艳 特教 生活适应

99 乌兰浩特市都林民族幼儿园 唐金玲 幼儿园 语言

100 阿尔山市第二幼儿园 康晓菊 幼儿园 语言

101 扎赉特旗幼儿园 蒋明明 幼儿园 语言

102 阿尔山市第一幼儿园 梁晓东 幼儿园 科学

103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六中学 包双龙 初中 蒙语文

104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四小学 包斯琴 小学 蒙语文

105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一小学 包风兰 小学 蒙语文

106 扎赉特旗巴彦淖尔中心校 包龙艳 小学 蒙语文

107 科右中旗第四中学 阿拉塔 初中 数学

108 扎赉特旗胡尔勒中心学校 王玉结 小学 数学

109 扎赉特旗胡尔勒中心学校 包满亮 小学 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