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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教基一〔2018〕1103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 2018 年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厅直属学校：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一步加强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队伍建设，根据《河南省

教育厅关于评选 2018 年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的通知》（教基一〔2018〕973 号）要求，经过各地推荐、专家

评审、网上公示，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等 100 所学校被确定为

2018 年河南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胡冬红等 200 名同志被

确定为 2018 年河南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个人，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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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

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争取在中小学德育工作领域创造新的成

果，做出更大的贡献。各地中小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要以德育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教育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完

善表彰奖励体系，积极总结、宣传德育工作先进经验和先进事迹，

为加强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队伍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1.2018 年河南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2.2018 年河南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2018 年 12 月 25 日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81212/1544599869378060644.doc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81212/154459987298104141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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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年河南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1 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 

2 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3 郑州外国语中学 

4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5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6 郑州市第四中学 

7 郑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8 郑州市回民中学 

9 郑州市第五中学 

10 郑州市金水区优胜路小学 

11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阳光实验小学 

12 通许县育英小学 

13 开封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14 杞县县直中学 

15 开封市六四六中学 

16 开封市晋安小学 

17 洛阳市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 

18 新安县新城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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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偃师市市直中学 

20 洛阳市第二中学 

21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22 平顶山市第四十三中学 

23 平顶山市第二中学 

24 平顶山市卫东区雷锋小学 

25 平顶山市育才中学 

26 安阳县曲沟镇第二初级中学 

27 安阳市文峰区第二实验小学 

28 安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29 内黄县第一中学 

30 安阳市第三中学 

31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 

32 鹤壁市湘江小学 

33 鹤壁市淇滨小学 

34 鹤壁市淇滨区明达小学 

35 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 

36 新乡市一中实验学校 

37 新乡市第三中学 

38 新乡市凤泉区耿黄中心小学 

39 新乡市红旗区第二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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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沁阳市第十五中学 

41 焦作市第十七中学 

42 修武县第一中学 

43 濮阳市第三小学 

44 濮阳市油田第六中学 

45 濮阳县第二中学 

46 许昌市第二中学 

47 许昌市毓秀路小学 

48 许昌市建安区实验中学 

49 长葛市第一小学 

50 漯河实验高级中学 

51 漯河市实验小学 

52 漯河市召陵区实验中学 

53 三门峡市外国语中学 

54 灵宝市第四小学 

55 三门峡市第一小学 

56 内乡县初级中学 

57 南阳市第十一小学校 

58 南阳市油田第七中学 

59 南阳市第十五小学校 

60 南阳市第二十二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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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62 夏邑县第一高级中学 

63 虞城县高级中学 

64 商丘市民主路第三小学 

65 柘城县第二实验小学 

66 宁陵县实验中学 

67 民权县实验小学 

68 睢县高级中学 

69 商丘市第一中学 

70 新县宏桥小学 

71 信阳市平桥区第一小学 

72 信阳市第三实验小学 

73 信阳市第九中学 

74 河南省淮滨高级中学 

75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76 周口市纺织路小学 

77 西华县西夏镇第一初级中学 

78 项城第二高级中学 

79 扶沟县特殊教育学校 

80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81 商水县希望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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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西平县出山中心学校 

83 汝南县第三小学 

84 驻马店市实验中学 

85 驻马店市第二十七小学 

86 泌阳县第一初级中学 

87 遂平县第三初级中学 

88 驻马店市驿城区沙河店镇初级中学 

89 济源市济水一中 

90 济源市黄河路小学 

91 巩义市第二高级中学 

92 兰考县济阳学校 

93 滑县产业集聚区新城小学 

94 长垣县县直实验小学 

95 邓州市城区四小学区 

96 永城市第五小学 

97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98 鹿邑县谷阳办事处中心小学 

99 新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100 河南省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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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年河南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位 证书编号 

1 胡冬红 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 豫教〔2018〕41550号 

2 张云鹏 郑州市第二外国语中学 豫教〔2018〕41551号 

3 顾华威 郑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豫教〔2018〕41552号 

4 麻玉东 郑州市第五中学 豫教〔2018〕41553号 

5 辛西娟 郑州外国语学校 豫教〔2018〕41554号 

6 杨世浩 郑州市第六十二中学 豫教〔2018〕41555号 

7 杨玉春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556号 

8 王志红 郑州轻工学院附属中学 豫教〔2018〕41557号 

9 杨  嘉 郑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豫教〔2018〕41558号 

10 陈克育 郑州市第十中学 豫教〔2018〕41559号 

11 蔡明生 郑州市第一〇二中学 豫教〔2018〕41560号 

12 高绘娟 新郑市外国语小学 豫教〔2018〕41561号 

13 刘亚萍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第一小学 豫教〔2018〕41562号 

14 陈晓静 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平路第二小学 豫教〔2018〕41563号 

15 杨丽梅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豫教〔2018〕41564号 

16 阴海玲 郑州市二七区永安街小学 豫教〔2018〕41565号 

17 郭国伟 中牟县文博路小学 豫教〔2018〕41566号 

18 王艳娟 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 豫教〔2018〕41567号 

19 崔晓勇 郑州市教育局 豫教〔2018〕41568号 

20 黄兰英 开封市大厅门小学 豫教〔2018〕41569号 

21 霍其栋 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豫教〔2018〕41570号 

22 张卫林 开封市祥符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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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红艳 开封市第三师范附属小学 豫教〔2018〕41572号 

24 翟绮韫 开封市苹果园中路小学 豫教〔2018〕41573号 

25 杜  瑾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附属小学 豫教〔2018〕41574号 

26 尚志伟 开封市第五中学 豫教〔2018〕41575号 

27 卢  瑞 开封市文昌小学 豫教〔2018〕41576号 

28 詹建萍 洛阳市老城区第一小学 豫教〔2018〕41577号 

29 常松品 伊川县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578号 

30 石月新 偃师市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579号 

31 张玲霞 新安县紫苑小学 豫教〔2018〕41580号 

32 毛晓娟 洛阳市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 豫教〔2018〕41581号 

33 史静霞 洛阳高新区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582号 

34 陈向芳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豫教〔2018〕41583号 

35 杨  洁 洛阳市第 23 中学 豫教〔2018〕41584号 

36 薛二光 汝阳县直属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585号 

37 黄修斌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豫教〔2018〕41586号 

38 段智和 洛阳市东升第三中学 豫教〔2018〕41587号 

39 张雁萍 新安县外国语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588号 

40 楚留钧 宜阳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589号 

41 曹明勋 偃师市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590号 

42 高聪豪 
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初级

中学 
豫教〔2018〕41591号 

43 刘晓惠 平顶山市新华区凌云小学 豫教〔2018〕41592号 

44 付东瑞 叶县田庄乡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593号 

45 徐永利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94号 

46 黄艳丽 平顶山市石龙区中心小学 豫教〔2018〕41595号 

47 张耀军 舞钢市教育体育局 豫教〔2018〕415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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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韩晓娜 平顶山市新城区湖光小学 豫教〔2018〕41597号 

49 李旌旗 安阳市第八中学 豫教〔2018〕41598号 

50 李红利 安阳市钢二路小学 豫教〔2018〕41599号 

51 郭瑞增 内黄县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600号 

52 冯  芳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豫教〔2018〕41601号 

53 贶宝锐 安阳市文峰区第二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602号 

54 付向荣 林州市桂园学校 豫教〔2018〕41603号 

55 张  华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豫教〔2018〕41604号 

56 张如伟 殷都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605号 

57 刘曙光 安阳市钢城小学 豫教〔2018〕41606号 

58 杜新庆 安阳市殷都北蒙小学 豫教〔2018〕41607号 

59 申艳乐 鹤壁市外国语中学 豫教〔2018〕41608号 

60 宋高峰 鹤壁市高中 豫教〔2018〕41609号 

61 王素梅 鹤壁市第七中学 豫教〔2018〕41610号 

62 杨丽红 鹤壁市兰苑中学 豫教〔2018〕41611号 

63 夏  雪 鹤壁市淇滨区牟山小学 豫教〔2018〕41612号 

64 王思华 鹤壁市鹤山区文教体局 豫教〔2018〕41613号 

65 康牧枷 新乡市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614号 

66 丰建飞 新乡市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615号 

67 胡新民 新乡市育才小学 豫教〔2018〕41616号 

68 秦  亮 新乡市第三十中学 豫教〔2018〕41617号 

69 梅  海 新乡市外国语学校 豫教〔2018〕41618号 

70 杜  宇 新乡市第十中学 豫教〔2018〕41619号 

71 任爱民 新乡市第二中学 豫教〔2018〕41620号 

72 张利萍 新乡市牧野区陵园小学 豫教〔2018〕41621号 

73 郭丽丽 原阳县第二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622号 



 — 11 — 

74 武刺梅 新乡市第十六中学 豫教〔2018〕41623号 

75 刘国兰 延津县胜利路小学 豫教〔2018〕41624号 

76 陈国富 焦作市中站区跃进路小学 豫教〔2018〕41625号 

77 贺静静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实验学校 豫教〔2018〕41626号 

78 陈小勤 武陟县育才学校 豫教〔2018〕41627号 

79 张新燕 焦作市教育局 豫教〔2018〕41628号 

80 南家栋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豫教〔2018〕41629号 

81 张国运 温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30号 

82 陈艳伟 博爱县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631号 

83 王慧芳 濮阳市第八中学 豫教〔2018〕41632号 

84 王利静 濮阳县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633号 

85 李  炜 濮阳市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634号 

86 张志立 濮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35号 

87 罗建菊 濮阳市油田第六小学 豫教〔2018〕41636号 

88 巩富强 濮阳市开德小学 豫教〔2018〕41637号 

89 白香英 濮阳市开发区马辛庄小学 豫教〔2018〕41638号 

90 赵自景 范县思源实验学校 豫教〔2018〕41639号 

91 洪立新 濮阳市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640号 

92 李  玲 许昌市东城区邓庄乡中心学校 豫教〔2018〕41641号 

93 刘红伟 许昌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42号 

94 张  丽 长葛市八七中学 豫教〔2018〕41643号 

95 侯  芳 许昌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644号 

96 杨晓霞 许昌市建设路小学 豫教〔2018〕41645号 

97 常晓辉 襄城县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646号 

98 高利芳 许昌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647号 

99 刘晓冬 鄢陵县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6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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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杜永超 许昌市示范区尚集镇第一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649号 

101 邓彩霞 漯河市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50号 

102 丁永刚 漯河市第五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51号 

103 郭  青 漯河市外语中学 豫教〔2018〕41652号 

104 王保华 舞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653号 

105 谭广军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54号 

106 安新怀 义马市第一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655号 

107 葛鹏飞 灵宝市第一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656号 

108 崔晓丽 三门峡市第三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57号 

109 刘通晓 卢氏县育英中学 豫教〔2018〕41658号 

110 叶  琴 南阳市第十七小学 豫教〔2018〕41659号 

111 张凯景 方城县厚德学校 豫教〔2018〕41660号 

112 张俊喜 内乡县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61号 

113 祁士宇 社旗县第一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662号 

114 苗元元 新野县教体局德育办公室 豫教〔2018〕41663号 

115 孙于云 淅川县仓房镇陈庄小学 豫教〔2018〕41664号 

116 张新安 镇平县涅阳街道办事处第三小学 豫教〔2018〕41665号 

117 张献冰 南阳市第九中学 豫教〔2018〕41666号 

118 代  丽 桐柏县实验高中 豫教〔2018〕41667号 

119 赵凌霄 西峡县城区三小 豫教〔2018〕41668号 

120 周荣来 内乡县实验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669号 

121 包琳琳 南阳市第五小学校 豫教〔2018〕41670号 

122 胡庚寅 唐河县思源实验学校 豫教〔2018〕41671号 

123 刘俊洋 南召县马市坪乡中学 豫教〔2018〕41672号 

124 陈中端 南阳市二十三中 豫教〔2018〕41673号 

125 李  爽 南阳市第二中学校 豫教〔2018〕416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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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边莉萍 南阳市第六十四小学 豫教〔2018〕41675号 

127 邵振宇 夏邑县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76号 

128 杜红彪 虞城县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77号 

129 周全亮 虞城县第二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678号 

130 肖方方 商丘市前进小学 豫教〔2018〕41679号 

131 贾发庆 商丘市第十三中学 豫教〔2018〕41680号 

132 范格格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第九初级中

学 
豫教〔2018〕41681号 

133 李景海 柘城县学苑中学 豫教〔2018〕41682号 

134 李庆军 柘城县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683号 

135 李仰志 民权县程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684号 

136 栗文梅 民权县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685号 

137 李玉堂 睢县回族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86号 

138 张红霞 睢县白庙乡单庄小学 豫教〔2018〕41687号 

139 张  娟 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688号 

140 张  洁 商丘市文化路小学 豫教〔2018〕41689号 

141 徐  云 潢川县第五小学 豫教〔2018〕41690号 

142 王  娜 信阳市平桥区肖王镇许岗小学 豫教〔2018〕41691号 

143 邱守祺 信阳市第三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692号 

144 吴黎霞 信阳市胜利路学校 豫教〔2018〕41693号 

145 冷  冰 信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694号 

146 杨发奎 罗山县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695号 

147 程友强 商城县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696号 

148 黄  娜 信阳市育才中学 豫教〔2018〕41697号 

149 向  满 信阳羊山中学 豫教〔2018〕41698号 

150 李友明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6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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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代柿江 淮滨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00号 

152 吴德明 新县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01号 

153 陈晓彬 信阳市实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02号 

154 李  冰 西华县第二实验小学 豫教〔2018〕41703号 

155 王献礼 项城市教育体育局 豫教〔2018〕41704号 

156 刘  伟 郸城县教育体育局 豫教〔2018〕41705号 

157 杨树林 扶沟县曹里乡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706号 

158 付宝福 商水县教育体育局 豫教〔2018〕41707号 

159 白子兴 淮阳县陈州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08号 

160 刘艳花 周口市文昌小学 豫教〔2018〕41709号 

161 胡春华 周口市教育局 豫教〔2018〕41710号 

162 王  娜 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11号 

163 宋德生 周口市六一路小学 豫教〔2018〕41712号 

164 王景强 周口市第十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713号 

165 朱刚伟 周口市第三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14号 

166 高  鹏 淮阳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15号 

167 庞春红 驻马店市第十小学 豫教〔2018〕41716号 

168 李雪凯 西平县第四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717号 

169 王春红 确山县第五小学 豫教〔2018〕41718号 

170 于亚伟 驻马店市第九中学 豫教〔2018〕41719号 

171 王东红 确山县第五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720号 

172 徐慧娟 驻马店市第十二小学 豫教〔2018〕41721号 

173 丁  璟 驻马店市第二十四小学 豫教〔2018〕41722号 

174 李全中 西平县第一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723号 

175 孙广辉 西平县杨庄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724号 

176 许爱贤 上蔡县齐海乡中心学校 豫教〔2018〕417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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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赵国清 正阳县第一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726号 

178 王建设 上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27号 

179 侯素华 上蔡县思源实验学校 豫教〔2018〕41728号 

180 李小伟 驻马店高中 豫教〔2018〕41729号 

181 石晓芹 济源市教育局 豫教〔2018〕41730号 

182 张  波 济源市王屋一中 豫教〔2018〕41731号 

183 王青栋 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32号 

184 赵豪杰 汝州市教育体育局 豫教〔2018〕41733号 

185 谷振乾 滑县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34号 

186 张燕华 滑县第三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735号 

187 蔡瑞昌 长垣县第一初级中学 豫教〔2018〕41736号 

188 万  辉 邓州市城区一小学区 豫教〔2018〕41737号 

189 程玉洁 邓州市花洲实验小学学区 豫教〔2018〕41738号 

190 刘彦飞 永城市第四小学 豫教〔2018〕41739号 

191 程广平 固始县幸福小学 豫教〔2018〕41740号 

192 张雁斌 鹿邑县教育体育局 豫教〔2018〕41741号 

193 王  杰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742号 

194 刘  芳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743号 

195 王红宝 河南省实验学校鑫苑外国语小学 豫教〔2018〕41744号 

196 罗  斌 河南省实验学校英才国际小学 豫教〔2018〕41745号 

197 杜  军 河南省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746号 

198 焦文韬 河南省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747号 

199 从小爽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豫教〔2018〕41748号 

200 董  良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豫教〔2018〕417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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