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珊，2009年至今工作于郑州市金水区优胜路
小学，负责学校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2014年8
月，应郑州市教育局赴周口支教工作要求，主动报
名参加支教。在支教期间，她在教学活动之余到学
生家中家访，深入了解学生生活和学习情况，并发
动身边朋友关注当地贫困家庭和留守儿童，共同资
助多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两年间，她个人资助三名
学生两万多元，直到高中毕业。她还协调郑州志愿
者为当地儿童捐赠，为两地爱心活动架起了桥梁。

郝晓，中小学高级教师。她十九年扎根教育教
学一线，勤奋耕耘，先后获得首届全国中小学外语
教师教学能手、名师等诸多荣誉称号；被评为郑州
市教科研、师德先进个人；所带班级被评为郑州市
文明班级。在学习上，她想方设法营造轻松、愉快
的学习氛围，成绩显著；在生活上，她关心、呵护学
生，十几年如一日，成为学生心中的“最美班妈”。

秦君伟，荥阳市豫龙镇初级中学英语教师，中
学英语一级教师、郑州市骨干教师。从教14年来，
她怀揣教育梦想，扎根农村教育，她注重以人为本，
宽严相济，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教学上，她重
视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学习钻研主动获取知识，激发
孩子们学习兴趣，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所教英语
课多次被评为郑州市、荥阳市优质课一、二等奖。

李黎，中小学一级教师，现就职于郑东新区永
平路小学，任副校长一职。河南省骨干教师、郑州
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郑州市中小学德育先进个
人、郑州市名师工作室优秀学员、郑东新区优秀共
产党员、郑东新区优秀教师。曾获河南省小学语文
与信息技术整合优秀示范课，郑州市优质课二等奖等
奖项；撰写的论文曾获国家、省、市级一、二、三等奖。

楚福财，中共党员。两岁时，患上了小儿麻痹
症，曾在新密市特殊教育学校任教，2010年8月至
今在新密市超化镇杏树岗小学任教。曾获“教育战
线先进工作者”、新密市“先进德育工作者”、郑州市
优秀班主任、郑州市“十佳自强残疾人”等荣誉称
号。2014年，多家媒体对他进行师德专题报道，同年
9月在超化镇17个学校进行最美乡村教师巡回报告。

孟江涛，中小学高级教师，河南农业大学附中小
学部英语教师。全国十佳小学英语教师、园丁奖获得
者，获全国首届中小学外语教学名师、第四届全国中小
学优秀外语教师、河南省教师教育专家、河南省名师、
连续三届郑州市名师、郑州市学科带头人等称号；主编
教辅70余册，为农村孩子录制教学光盘120多盘；作为

“国培”“省培”授课教师，曾到50余县区送课下乡。

刘正峰，郑州八中数学高级教师，郑州市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省级骨干教师，省级名师，省教
育厅优秀教师，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中原名
师2017年重点培养对象。从教21年来，他两次被
评为市级优秀班主任，并连续三届获评郑州市名
师。在教学中，他常常通过魔术、游戏、信息技术来
表现数学的神奇魅力，践行数学文化课堂的理念。

黄爱华，中共党员。省级名师，省级骨干教
师；郑州市第二、第三、第四届名师，郑州市第二
届杰出教师，郑州市第二届终身名师，郑州市“五
个一”活动先进个人，郑州市“师德标兵”，郑州市
优秀班主任。在教学工作中，她撰写的多篇论文
分别获省、市级奖项，在省、市级优质课比赛中多
次获奖。

贺红晓，小学数学高级教师。1997年自郑州师
范学校毕业，就职于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2006年
取得西南大学研究生班毕业证。曾荣获河南省“名
教师”、河南省骨干教师，郑州市连续三届“名教师”、
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执教的数学课多次荣获省、
市级奖项，并多次参与“送教下乡”活动；主持、参与
的课题，撰写的论文多次荣获省、市一、二等奖。

鲁桂红，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科学教
师。从教27年，获评中原名师、河南省中小学教师
教育专家、河南省首批名师、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
人、省级骨干教师、郑州市杰出教师，获郑州市五一
劳动奖章，十余次在省、市优质课评比中获一等奖；
多次主持、参与省市级科研课题，并获省级优秀科研
成果一等奖；撰写的论文多次获国家、省、市一等奖。

吴红霞，郑州中学高级语文教师、郑州市首届
十佳班主任、郑州市首届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
河南省最具智慧力班主任、“国培计划”专家组成
员。曾获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骨干教师、郑州
市优秀班主任等殊荣，获得郑州市现场观摩课特
等奖、郑州市优质课大赛一等奖、河南省优质课大
赛一等奖；所带班级被评为“河南省优秀班集体”。

张红，郑州市二七区幸福路小学教师，从教
20多年来，她敬业爱岗，用母亲般的慈爱关怀每
一个学生；她勤勉踏实，用工匠般的严谨上好每
一节课；她组建“幸福帮帮团”，坚持不懈照顾困
难学生和社区老人。她被评为郑州市文明教师、优
秀党员，有21项教育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省、市级奖
项，并获得全国小学师生作文大赛“优秀园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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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教师榜样 汇聚前行力量
郑州市第三届杰出教师、第二届终身名师、2016年最美教师评选结果揭晓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2016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2个教师节。为全面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壮大名优教师队伍规模，郑州市教育局
以“做有未来的教育”为理念，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第三届杰出教师、第二届终身名师、2016年最美教师的评选活动。一批师德高尚、甘为人梯、
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具有较强教改意识、课程实施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的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报特别推出《致敬教师
榜样 汇聚前行力量》专题报道，集中展示我们身边优秀教师的风采。让我们一起感恩教师、致敬教师，传递榜样的力量。

□记者 谭萍

毋小艳，2003年8月至今就职于郑州市第一O
一中学，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在教学上，她踏实勤
奋，认真钻研，连续12年担任班主任工作，关爱每
个学生，深受学生喜爱。她曾荣获河南省教学标
兵、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
号。她参与和主持的课题获得河南省和郑州市一
等奖，还被评为郑州市数学竞赛优秀辅导教师。

魏虹娣，郑州市第六十二中学生物教师，中学
高级教师，原创道德课堂理念下“行思课堂”教学形
态。近年来，优质课3次获省级一等奖，主持2项国
家级课题、4项省级课题，6项市重点课题均获一等
奖；获省级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先后荣获
河南省教育教学专家、省名师、省教学标兵、郑州市教育
教学专家、郑州市杰出教师、郑州市终身名师等荣誉。

薄夫宝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地理教育专业，中
小学高级教师。先后被评为郑州市第四届名师、郑
州市骨干教师、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优秀班主
任、郑州市教科研先进个人，河南省骨干教师，郑州
市教育局学术技术带头人。他始终坚持教育学生
和自我成长相结合，在教研和课改的道路上，不断
探索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
方法，从而达到有效、高效的课堂效果。

徐黎姗，郑州中学地理教师，中学高级教师，全国
“一师一优课”评委。毕业至今，她一直从事初中地理
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她坚信：以充分的热情去做平凡
的工作，必将成为最精巧的工人。相继获得全国地理
优质课大赛特等奖，全国优秀地理教育工作者，河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郑州市第四届、第五届名师，郑州市
骨干教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等诸多荣誉。

王巧玲，在郑州市第四十二中学任教，中学物
理高级教师。政治素质高，业务水平过硬，中招成
绩名列郑州市前列。荣获河南省优秀教师，郑州市
第四届、第五届名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
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她是郑州市教研室中心
组成员，外语学区负责人，多次参与郑州市期末命
题，多篇论文在全国CN刊物发表。

禹玲玲，郑州市二七区幸福路小学教师，郑州
市学科带头人，郑州市第二、三、四届名师，郑州市
终身名师，郑州市第三届杰出教师。自参加工作以
来，分别获得国家、省、市、区各级别优质课奖项十
余项，并在不断反思总结中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
教学风格。她主持、参与多项省、市级别的教科研课
题，并取得优秀的成果。一直以来，她力求发挥名师
带头辐射作用，带出了一支优秀的数学教师团队。

闫文，中共党员，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国家
一级社会指导员、国家一级啦啦操裁判员、郑州市
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骨干教师。她所执教的《快
速跑》获全国“十城市”录像课一等奖，所撰写论文
多次在国家级论文评比中获奖。在体育教学中，她
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创造活跃欢快
的课堂气氛，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运动兴趣。

徐松彦，中共党员，1981年8月出生，中小学一
级语文教师，现任教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二郎庙
小学。他立足课堂教学，努力学习课改新理念，积
极参与课改实践，先后荣获河南省、郑州市小学语
文优质课比赛一等奖；先后被评为河南省、郑州市
骨干教师，经开区名师；主持、撰写多篇市级课题立
项，荣获郑州市教科研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陈军霞，高级讲师，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语文
教师，郑州市中职语文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积极参
加各级各类语文教学能力竞赛，多次荣获国家、省、
市级一等奖；受邀参编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学用书，
被评为河南省名师、河南省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
厅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市二、三、四届名师，郑州市
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市拔尖人才，郑州市师德标兵，
被授予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陈国维，郑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育
学教授，博士。长期从事教育政策与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是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河南省第四届十
大优秀青年社科专家。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1项；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科研及
教学成果奖9项；主持完成国家级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1项；主持完成省级科研及教学改革工程项目8项。

贾颖，郑州市第十一中学高级教师、语文教研组
长，郑州市首批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河南省高考评卷质
检组、郑州市中学语文教研中心组成员。从教19年，被
评为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
术带头人、河南省骨干教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郑
州市第二届杰出教师，郑州市第二、三、四届名师；曾获
河南省教学技能竞赛语文学科特等奖，被授予“河南省
教学标兵”称号。获河南省观摩课一等奖、河南省优秀
成果一等奖、郑州市优质课特等奖。

陈晓，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他认真学习
钻研教育教学理论，探索教育教学新路子；重视对
学生思维方法和学习方法的指导；教学效果良好，
深受学生爱戴。曾获得省优质课一等奖，荣获河南
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称号；连续三届获郑州市
名教师称号，被命名为郑州市第二届终身名师；被
河南省教育厅命名为省级骨干教师和省级名师。

李凤军，46岁，研究生学历，中学历史高级教
师，郑州市第四中学高中历史教研组长。郑州市
教研室高中教学指导中心组、高考研究中心组成
员，高中历史第二教研共同体负责人。获河南省
名师、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第二届“终身名师”
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教育部全国内地西藏班“办学
荣誉工作者”。参编中专历史教材一部。

王立梅，中共党员。1989年8月在郑州市国防
科技学校工作至今，中学高级教师。现任计算机专
业部负责人，一直从事一线教学工作，所撰写多篇
论文分别获郑州市优秀论文一、二等奖。先后被评
为郑州市优秀教师、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训
专家库人选、郑州市职教专家、河南省职业教育教
学名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市最美教师。

张丽，中共党员，中小学一级教师，现在郑州市
惠济区岗李小学任教。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奋战在
偏远的农村小学校，连续多年担任班主任、毕业班
的数学教学工作。在教学工作中，她大胆创新，不
断进行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效率。她热爱学生，不
抛弃、不放弃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沐浴在
师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买继红，中学特级教师，现为郑州市回民中学
英语教师、班主任。连续33年担任班主任工作，所
带班级的中招成绩总成绩、英语成绩均为优秀；
1993年作为郑州市唯一的中学教师代表参加国际
教育交流协会；多次应邀参加“智力支边”“送教下
乡”活动，事迹多次获通报表彰或拍成专题播放。

张海中，1992年至今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先后在中牟县直初中、第一高级中学、第二高级中
学任教；2006年至今在郑州市第二十四中学任教，
其间连续担任18年班主任工作，一直工作在教学一
线，现担任高二年级两个班教学工作，高二（8）班班
主任。先后获得郑州市青年教师教改新秀、郑州市
优秀班主任、郑州市中原区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孙玉玲，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中学高级教师。
担任班主任22年，连续24次被评为校级优秀班主
任。她要求自己勿做“教书匠”，要做“教育家”，同
时也要求自己努力做“学者型的教师”“专家型的教
师”。20多年来，她撰写论文论著数十篇，在国家级
报刊上发表；近几年被评为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
优秀班主任、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巾帼建
功标兵、郑州市最美教师等。

杨清娥 ，中共党员，郑州八中数学高级教师、
班主任，1986年参加工作，现任教于郑州八中初一
至初三的数学循环教学。30年来她始终实践着“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信条，曾获市级优质课，观摩
课奖；荣获河南省首批数学骨干教师、河南省优秀
班主任、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省级名师、郑州市
五一劳动奖章、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等荣誉。

毋小艳 郑州市杰出教师

魏虹娣 郑州市杰出教师、终身名师

薄夫宝 郑州市杰出教师

徐黎姗 郑州市杰出教师

王巧玲 郑州市杰出教师

禹玲玲 郑州市杰出教师、终身名师

闫文 郑州市杰出教师

徐松彦 郑州市杰出教师

陈军霞 郑州市杰出教师、终身名师

陈国维 郑州市杰出教师

贾颖 郑州市终身名师

陈晓 郑州市终身名师

李凤军 郑州市终身名师

刘正峰 郑州市终身名师

黄爱华 郑州市终身名师

贺红晓 郑州市终身名师

鲁桂红 郑州市终身名师

吴红霞 郑州市最美教师

张红 郑州市最美教师

郝晓 郑州市最美教师

孟江涛 郑州市最美教师

秦君伟 郑州市最美教师

李黎 郑州市最美教师

白珊 郑州市最美教师

楚福财 郑州市最美教师

张丽 郑州市最美教师

买继红 郑州市最美教师

张海中 郑州市最美教师

孙玉玲 郑州市最美教师

杨清娥 郑州市最美教师

王立梅 郑州市最美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