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奖名单 

序号 市州 指导教师 

1 张掖市 张学贵 

2 平凉市 党倩倩 

3 兰州市 汉颖 

4 兰州市 刘颖 

5 兰州市 季婕 

6 天水市 陈晓阳 

7 兰州市 冯超 

8 定西市 赵青俊 

9 兰州市 王艳 

10 天水市 彭建红 

11 平凉市 王升 

12 张掖市 魏光远 

13 兰州市 李旭鹏 

14 天水市 刘小芳 

15 张掖市 朱丽锦 

16 兰州市 张力 

17 张掖市 张有志 

18 兰州市 何菁 

19 平凉市 苏晓林 



20 兰州市 刘伟民 

21 平凉市 樊奇 

22 兰州市 余洮 

23 兰州市 郝康 

24 张掖市 李生民 

25 兰州市 郝琰 

26 兰州市 汪建军 

27 天水市 王凤霞 

28 兰州市 李亚娥 

29 兰州市 刘岗 

30 定西市 颜河 

31 平凉市 鲍承伟 

32 兰州市 张天龙 

33 兰州市 蔡阿香 

34 兰州市 孙龄美 

35 庆阳市 闫文静 

36 天水市 董晓东 

37 兰州市 周玉群 

38 平凉市 赵育民 

39 嘉峪关市 孙艳萍 

40 兰州市 巩雪 

41 白银市 王立刚 



42 平凉市 史湘云 

43 兰州市 原燕 

44 天水市 王金焕 

45 白银市 高燕霞 

46 张掖市 王铁军 

47 白银市 王沪 

48 兰州市 魏斌孔 

49 天水市 杨亚伟 

50 平凉市 王薇 

51 兰州市 蒋涛 

52 兰州市 叶晓霞 

53 庆阳市 樊丽娜 

54 平凉市 张建喜 

55 白银市 侯雅茹 

56 张掖市 陈小玲 

57 平凉市 杨倩 

58 张掖市 王玉红 

59 平凉市 张抗抗 

60 陇南市 闫霞 

61 兰州市 马德忠 

62 天水市 武小明 

63 天水市 牛爱莉 



64 天水市 王敏 

65 兰州市 付晓霞 

66 天水市 冯晓霞 

67 平凉市 张喜惠 

68 平凉市 胡进勤 

69 平凉市 魏爱文 

70 平凉市 任丽萍 

71 金昌市 穆姿秀 

72 兰州市 薛在升 

73 陇南市 孟元元 

74 庆阳市 刘勇峰 

75 兰州市 李亚斌 

76 平凉市 陈浩 

77 兰州市 文龙 

78 平凉市 杨媛萍 

79 兰州市 武宪 

80 兰州市 刘昱辛 

81 兰州市 彭鸿起 

82 兰州市 甘海平 

83 兰州市 张向东 

84 庆阳市 李子文 

85 白银市 王智彩 



86 定西市 王春荷 

87 兰州市 骆晓燕 

88 兰州市 李欢宁 

89 张掖市 苏天林 

90 平凉市 杨大江 

91 张掖市 李静 

92 兰州市 武小龙 

93 兰州市 刘刚 

94 陇南市 李莉 

95 天水市 王二虎 

96 临夏州 温玉珍 

97 天水市 魏鹏飞 

98 兰州市 王瑞亚 

99 兰州市 冯海 

100 酒泉市 姚红 

101 平凉市 徐东 

102 兰州市 马战强 

103 兰州市 陈琳 

104 白银市 贾月萍 

105 嘉峪关市 花多顺 

106 平凉市 杜安平 

107 兰州市 胡瑾含 



108 定西市 金鑫 

109 兰州市 任晓丽 

110 定西市 陈士强 

111 酒泉市 邢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