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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乡村校长

万学龙 男 东区银江中心学校
邬建明 男 米易县白马镇中心学校

二、优秀乡村教师

庄 丽 女 东区银江中心学校
卢 燕 女 西区格里坪镇小学校
温继荣 男（彝） 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刘洪超 女 仁和区太平中小学校
起晓玲 女（彝） 仁和区啊喇乡中心学校
李兴敏 女（彝） 仁和区务本中小学校

高启中 男（彝） 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谢 丽 女 米易县垭口镇中心学校
彭永芬 女 米易县丙谷镇中心学校
万素嫦 女 米易县白马镇中心学校
康继香 女 米易县第四中小学校
杨 玲 女（彝） 米易县湾丘彝族乡中心学校
杨开付 男（彝） 盐边县共和乡中小学校
李许容 女 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
陈云福 男（彝） 盐边县益民乡中心学校
吴成芳 男 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校
常德永 女 盐边县永兴镇中心小学校
郑尚凤 女 攀枝花市江林小学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表扬攀枝花市优秀乡村教师、优秀乡村校长的通报
各县（区）人民政府，钒钛新城（钒钛高新区）、攀西科技城（花城新区）管委会，市级各部
门，各企事业单位：

近年来，我市广大乡村教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发展改革意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爱岗敬业、教
书育人，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进一步增强
乡村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自豪感，大力振兴乡村教育，更好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根据

《中共攀枝花市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攀委发〔2019〕15号）精神，市政府决定对以下优秀乡村教
师和校长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表扬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挥模范作用。全市广大教育工作
者要以优秀教师和校长为榜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切实履行岗位职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担当、奋发有为，为攀枝花打造区域教育
高地、推动“三个圈层”联动发展、建设川西南滇西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作出更大的贡
献。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3日

攀枝花市优秀乡村教师、优秀乡村校长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热 烈 庆 祝 第 三 十 七 个 教 师 节

万学龙，男，汉族，54岁，中共
党员，本科学历，高级教师，东区银
江中心学校校长。该同志扎根农
村学校十余年如一日，献身乡村教
育终不悔，始终坚持以教师为先、
以学生为本，积极推行“学探导练”
绿色高效课堂教学改革，创建师生
幸福成长的校园，营造健康和谐的
育人环境。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校
园足球示范学校”“攀枝花市艺术
教育示范学校”“攀枝花市义务教
育教学质量贡献学校”等荣誉称
号。个人先后被评为攀枝花市骨
干教师、东区优秀教育管理干部。

万学龙

万素嫦，女，汉族，45岁，专科
学历，一级教师，米易县白马镇中
心学校挂榜小学语文教师，市级骨
干教师。该同志热爱教育事业，工
作认真踏实，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
德，严谨治学，开拓创新，无私奉
献，扎根乡村教育24年，担任班主
任工作 20 年，积极投身教育教学
改革实践，教学成绩突出，所教班
级成绩一直处于全县同类学校前
列。积极参加各类教研评比活动，
2019年荣获攀枝花市微课大赛三
等奖。

万素嫦

邬建明，男，汉族，48岁，中共
党员，专科学历，高级教师，米易县
白马镇中心学校校长。该同志先
后担任垭口镇、白马镇中心学校校
长，在担任白马镇中心学校校长期
间，带领全校教师真抓实干、锐意
进取，将白马镇中心学校建设成为
米 易 县 乡 镇 学 校 的 典 范 ，学 校
2018-2020连续两年被评为“攀枝
花市教育教学质量突出贡献学
校”。个人先后被评为米易县模范
校长、攀枝花市义务教育教学质量
突出贡献校长。

邬建明

康继香，女，汉族，51岁，专科
学历，一级教师，米易县第四中小
学校语文教师。该同志热爱教育
事业，工作认真负责，扎根乡村教
育 30 年，工作业绩突出。积极参
加片区教研活动，多次承担公开
课、示范课，先后被评为校级优秀
教师、三八红旗手。

康继香

庄丽，女，汉族，31岁，本科学
历，一级教师，攀枝花市东区银江
中心学校美术教师，区级骨干教
师。该同志热爱教育事业，积极投
身“学探导练”课改实践，教学成绩
突出，认真完成学校校本课程教学
和美术教学任务，指导的学生分别
在省、市、区级获奖。积极参与省、
市、区级课题研究，在核心刊物发
表论文 2 篇。荣获全市农村中小
学数字资源运用赛课二等奖、东区
教育局教职工首届美术作品比赛
三等奖。

高启中，男，彝族，48岁，中共
党员，专科学历，一级教师，仁和区
大龙潭乡中心学校语文教师，市级
骨干教师。该同志热爱教育事业，
积极投身课改实践，教学成绩突出，
所带班级被评为区级先进班集体。
积极参与区级课题研究，发表论文
2 篇。在历届“仁和阳光 七彩童
年”少儿才艺大赛书法比赛中指导
多位学生获奖，指导学生参加世界
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获得省金、银奖
和市级一等奖。多次获得市级、区
级优秀指导教师奖，被评为仁和区
第八批先进班主任。

高启中

李许容
李许容，女，汉族，49岁，专科

学历，一级教师，攀枝花市盐边县
渔门镇中心学校数学教师，市级
骨干教师。该同志热爱教育事
业，关爱学生，爱岗敬业，29 年来
坚守教学一线，始终兢兢业业工
作，为提高农村教学质量默默奉
献。教学成绩突出，积极参与校、
县级课题研究，并在核心刊物发
表论文。2017年被盐边县政府评
为优秀教师。

陈云福 陈云福，男，彝族，58岁，中共
党员，本科学历，高级教师，攀枝
花市盐边县益民乡中心学校数学
教师，市级骨干教师。该同志从
教以来，刻苦钻研教育教学理论，
认真总结教学经验，改革传统教
学方法，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探索
适应现代化教学手段，调动广大
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取得显著
效果。先后被评为市级优秀教
师、盐边县优秀共产党员。

常德永
常德永，女，汉族，53岁，中共

党员，专科学历，一级教师，攀枝花
市盐边县永兴镇中心小学数学教
师。该同志热爱教育事业，扎根乡
村教学一线 33 年，刻苦钻研教学
业务，精心上好每一节课，努力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所教班级教学成
绩在全县排名靠前，所带班级被评
为县级优秀班集体。

郑尚凤
郑尚凤，女，汉族，52岁，大专学

历，一级教师，攀枝花市仁和区江林
小学语文教师，市级骨干教师。该同
志扎根乡村教育近三十年，积极探索
并践行课堂教学改革，教学成绩突
出。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市级、区级
优秀班集体，荣获市级“红领巾奖章”
三星章。培养的学生被评为攀枝花市
十佳好少年。个人先后被评为市级
优秀辅导员、钒钛高新区先
进工作者、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

卢燕
卢燕，女，汉族，35岁，中共党

员，本科学历，一级教师，攀枝花市
西区格里坪镇小学数学教师，区级
学科带头人。该同志热爱教育事
业，积极投身学校“262课堂教学”
课改实践，教学成绩突出。参与多
个省、市、区级课题研究，在核心刊
物发表论文 2 篇。先后荣获四川
省课题阶段性成果三等奖、全市农
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赛课一等
奖、西区课堂教学改革实录一等
奖。先后被评为攀枝花市优秀教
师、西区优秀教师，西区优秀共产
党员。

温继荣 温继荣，男，彝族，39岁，中共
党员，专科学历，一级教师，攀枝花
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语文教
师。该同志热爱教育事业，兢兢业
业，尽职尽责，除教学工作外，还担
任学校书法社团指导教师，连续六
年被评为区级优秀指导教师，学校

“翰墨书香”书法社团被评为攀枝
花市优秀社团，主研课题《民族小
学汉字书写活动开展研究》荣获攀
枝花市教学成果三等奖。被评为
仁和区优秀共产党员。

刘洪超 刘洪超，女，汉族，42岁，本科
学历，一级教师，攀枝花市仁和区
太平中小学校英语教师。该同志
热爱教育事业，教学成绩突出，所
带班级被评为区级优秀班集体。
参与多个区级课题研究，在核心刊
物发表论文4篇，参与市教科所录
课被选入攀枝花市优课资源库。
在仁和区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
中荣获二等奖，先后被评为攀枝花
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仁和区义务
教育教学质量优秀教师、仁和区教
学质量突出教师。

起晓玲
起晓玲，女，彝族，41岁，本科

学历，一级教师，攀枝花市仁和区
啊喇乡中心学校数学教师，区级
骨干教师。该同志热爱教育事
业，21年坚守乡村教育，教育教学
成绩突出。先后被评为攀枝花市
优秀教师、攀枝花市优秀班主任、
攀枝花市义务教育教学质量贡献
班主任、仁和区先进班主任、仁和
区先进教师。

李兴敏 李兴敏，女，彝族，38岁，本科
学历，二级教师，仁和区务本中小
学校初中语文教师。该同志热爱
教育事业，16年坚守乡村教育，始
终站在教学第一线，潜心研究教学
理论，参与区级课题研究。多年从
事毕业班语文教学，教学成绩突
出，连续两年排名仁和区农村乡镇
初中第一名。论文、教学设计多次
获得区教研室奖励。荣获仁和区
教学管理干部赛课三等奖，2019
年被评为区级优秀教师。

谢丽，女，汉族，47岁，本科学
历，一级教师，米易县垭口镇中心
学校语文教师。该同志热爱教育
事业，工作认真负责，扎根乡村教
育26年，担任班主任工作23年，所
带班级班风正、学风好，多次被评
为优秀班集体。积极参加木里支
教、送教活动，多次指导学生参加
华人少年作文比赛并荣获一等奖。

谢丽 彭永芬，女，汉族，53岁，专科
学历，一级教师，米易县丙谷镇中
心学校头碾村小语文教师。该同
志热爱教育事业，扎根乡村教育33
年，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教学成绩突出，所教班级成绩一直
处于学校前列。积极参与片区教
研活动，撰写教研论文，《探究小学
语文课堂动态生成资源利用的方
法与策略》荣获省级学术刊物优秀
论文评比一等奖。2017年被评为
米易县优秀教师。

彭永芬

杨玲，女，彝族，43岁，中共党
员，本科学历，二级教师，米易县湾
丘彝族乡中心学校数学教师，县级
骨干教师。该同志热爱教育事业，
扎根乡村教育 16 年，担任班主任
工作15年，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成
绩突出，所教班级成绩一直处于全
县乡镇学校前列。积极参加“国培
计划”送教下乡、微课大赛等活
动。荣获四川省微课大赛市级三
等奖，被评为米易县优秀班主任、
米易县优秀教师。

杨玲 杨开付 杨开付，男，彝族，41 岁，中
共党员，本科学历，一级教师，攀
枝花市盐边县共和乡中小学数
学教师，市级骨干教师。该同志
热爱教育事业，从教21年来一直
扎根边远乡村，积极投身“先学
后教”课改实践，教学成绩突出，
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
体，2017年参加攀枝花市微课创
制大赛荣获小学组一等奖。先
后被评为县级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德育工作者。

吴成芳 吴成芳，男，汉族，44岁，本科
学历，一级教师，攀枝花市盐边县
渔门初级中学校数学教师。该同
志热爱教育事业，积极投身教学课
改实践，教学成绩突出，所教班级
近两年考核均列全县第一。兼任
年级主任，带领年级教师以学生文
明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为抓手，加强
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形成良好的班
风学风。先后被评为市级骨干教
师、市级优秀教师、县级优秀德育
工作者。

庄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