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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 2016—2017 学年度教师专业发展

先进个人及教科研工作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研室（所、中心）、教育学会，陕西省名师发

展实验基地学校、陕西省骨干教师专业成长示范学校，中心学术

委员会各领导、学术委员、研究员：

2016—2017 学年度教师专业发展先进个人评选活动开展以

来，经过个人自愿申报、单位推荐、省教育学会名师发展研究中

心学术委员会审核、评委会投票遴选，王瑞等 61 位同志被评为

2016—2017 学年度教师专业发展先进个人，代卫军等 10 位同志

被评为教科研工作先进个人。为了表彰先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

好社会风尚，宣传各位先进教师、先进教科研工作者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积极进取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教

育工作者努力学习、勇于实践、开拓创新，经研究决定，对荣获

教师专业发展先进个人和教科研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的同志颁发

荣誉证书，并通报表彰。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向各位先进学习，

见贤思齐，奋力追赶超越。也希望受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戒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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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躁，继续努力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文化专业知识，发扬成绩，

开拓创新，在本地区乃至全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为促进我省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做出新贡献。

附：2016—2017 学年度教师专业发展先进个人、教科研工作先

进个人名单

陕西省教育学会名师发展研究中心

2018 年 1 月 3 日

主题词：教师专业发展 教科研工作 先进个人 通知

抄 报：省教育学会

发 送：各市教科所（教研中心、教研室），教育学会，名师发展实验

基地学校、骨干教师专业成长示范学校 ，学术委员会主任、副

主任、学术委员、研究员

印数：100 份



3

2016—2017 学年度教师专业发展先进个人名单
（按区域、姓氏笔画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地区 姓名 工作单位

西安 马国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西安 王文婷 西京医院幼儿园

西安 王东峰 西安市鄠邑区人民路小学

西安 王林波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西安 王晓开 陕西省西安中学

西安 王 瑞 西安市西光中学

西安 邓 浩 西安市第二十三中学

西安 田东英 西安高新第四小学

西安 冯 军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西安 庆 群 西安铁一中学

西安 刘 敏 雁塔区吉祥路小学

西安 李小强 陕西师范大学奥林匹克花园学校

西安 李正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西安 李 冰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西安 何军华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西安 余彩会 鄠邑区幼儿园

西安 张质斌 西安东方中学

西安 陈上京 黄河富力城国际小学

西安 陈连锋 莲湖区远东第二小学

西安 邵国希 西安市第三中学

西安 畅晓蕾 长安区富力城黄河国际小学

西安 姜 怡 灞桥区黄河锦绣小学

西安 高杨杰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西安 阎利娟 曲江第二小学

杨陵 刘亚云 杨陵区第二初级中学

杨陵 魏建功 杨陵区张家岗小学

铜川 卫宝红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耀州中学

铜川 王芳芳 铜川市耀州区天宝路街道塔坡小学

铜川 解东丽 铜川市金谟小学

宝鸡 任秉科 千阳县启文小学

宝鸡 何玲娟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实验小学

咸阳 王元东 咸阳高新一中

咸阳 车丽琴 咸阳彬县实验小学

咸阳 史红明 咸阳金山学校

咸阳 张 辉 武功县普集高级中学

咸阳 陈正东 乾县第一中学

咸阳 罗 伟 咸阳西北二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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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 赵亚政 咸阳市武功县阳光幼儿园

咸阳 曹春娟 三原县北城中学

咸阳 蔡 峰 兴平市黄河小学

渭南 卜元锡 澄城县澄城中学

渭南 马丽萍 白水县城关镇第二初级中学

渭南 张 扬 华阴市华岳初级中学

渭南 武亚娟 渭南市临渭区五里铺小学

汉中 路秀兰 洋县青年路小学

延安 王会敏 陕西省洛川县凤栖初级中学

延安 李晓秋 洛川县东关小学

延安 张 丽 延长县小学

延安 张顺平 宜川县宜川中学

延安 贾军玲 洛川县凤北幼儿园

延安 曹永革 子长县秀延初级中学

延安 韩朝霞 延安实验小学

延安 路国军 延安市子长县东风小学

延安 薛长琼 延安市宜川县城关小学

延安 薛 鹏 子长县秀延小学

榆林 庄孝成 榆林高新第四小学

榆林 李海霞 神木市第二幼儿园

榆林 薛战军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安康 王 媛 汉阴县实验小学

商洛 汪 萍 商南县初级中学

商洛 冀 萍 商洛市商州区第二小学

2016—2017 学年度教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按区域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地区 姓名 工作单位

咸阳 代卫军 咸阳市武功县教研室

咸阳 许 严 咸阳市秦都区教研室

渭南 王宏生 渭南市白水县教研室

安康 王义平 安康市平利县教研室

安康 唐明玉 安康市白河县教研室

商洛 薛民生 商洛市丹凤县教研室

商洛 刘安明 商洛市洛南县教研室

榆林 张春苗 榆林市府谷县教研室

汉中 李云华 汉中市城固县教研室

汉中 宋建华 汉中市略阳县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