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３

２０２１ 年甘肃省“园丁奖”表彰对象名单

（优秀班主任 ／ 辅导员 ９１ 名）

兰州市 （６ 人）

王　 沁 （女） 　 兰州市第八中学

王毓龙 兰州市第十中学

黄学斌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赵　 倩 （女） 城关区耿家庄小学

刘　 岩 （女） 七里河区华林路第一小学

盖为平 （女） 西固区玉门街小学

嘉峪关市 （１ 人）

王晓梅 （女） 嘉峪关市逸夫小学

金昌市 （１ 人）

陈长世 金昌市金川高级中学

酒泉市 （３ 人）

王凌志 甘肃省酒泉中学

何玉军 酒泉市北苑学校

马　 娟 （女） 金塔县中学

张掖市 （３ 人）

—８２—



周祥昌 山丹县第二中学

刘　 飞 高台县第一中学

刘　 娟 （女）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学校

武威市 （４ 人）

侯永海 武威第一中学

宣宗元 武威第十七中学

高占欣 古浪县大靖初级中学

卫廷斌 天祝县第一中学

白银市 （５ 人）

张彦隆 会宁县第二中学

朱生龙 靖远县第一中学

张　 峥 景泰县第四中学

王世军 白银市第十中学

刘养彬 白银市平川中恒学校

天水市 （５ 人）

崔胜军 天水市第三中学

董东顺 甘谷县礼辛初级中学

王军强 武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李素敏 （女） 张家川县大阳学区

张　 忠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平凉市 （５ 人）

王小龙 泾川县第二中学

—９２—



王　 芳 （女） 崇信县黄花乡高年小学

曹　 洋 （女） 华亭市安口小学

杜高奇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沙小梅 （女） 灵台县梁原学区横渠小学

庆阳市 （５ 人）

张喜娟 （女） 庆阳第四中学

徐月旺 宁县早胜初级中学

刘吉雄 环县第一中学

焦蜊钠 （女） 庆城县陇东中学

蒋　 花 （女） 庆阳市庆化学校

定西市 （５ 人）

米丽涛 （女） 陇西县崇文中学

朱建辉 临洮中学

张喜奎 漳县第一中学

曹义科 岷县一中

刘云仙 定西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陇南市 （４ 人）

侯宇青 康县铜钱镇九年制学校

马文辉 西和县第一中学

郑雪峰 礼县盐官镇九年制学校

胡维义 陇南市第一中学

甘南州 （３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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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福 临潭县第二中学

丁枫源 （女） 合作市第三小学

秦报信 卓尼县柳林中学

临夏州 （３ 人）

王学红 （女） 临夏市逸夫第一小学

张智林 临夏中学

王喜梅 （女） 临夏州职业技术学校

兰州新区 （１ 人）

王银花 （女） 兰州新区第一小学

部属、 省属高等学校 （３３ 人）

李传辉 兰州大学

马廷魁 西北民族大学

彭江嘉 西北师范大学

李荣华 （女） 兰州理工大学

王力琼 （女） 兰州交通大学

侯立新 兰州财经大学

王　 荣 （女） 甘肃中医药大学

陆　 冰 （女） 甘肃政法大学

李　 妍 （女） 天水师范学院

曹秀鸽 （女） 兰州城市学院

龚志萍 （女） 河西学院

王　 芊 （女） 陇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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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兴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杨永萍 （女） 兰州工业学院

贺元香 （女） 兰州文理学院

李　 艳 （女） 兰州文理学院

李　 沛 甘肃医学院

李奋宁 原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滕雅雯 （女）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童克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原兰州石化职业技术

学院）

郁　 渊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王文君 （女）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　 宏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旭堂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原兰州资源环境

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华 （女）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俞春香 （女）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康红霞 （女）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海军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兆贵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李　 涛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原甘肃能源化工职业

学院）

赵　 甜 （女）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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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真 （女） 兰州航空工业职工大学

姚建刚 兰州工商学院

省属技师学院、 技工学校 （２ 人）

刘丽娟 （女） 甘肃冶金技师学院

刘人华 甘肃新盛国资技工学校

省教育厅直属中小学校 （２ 人）

袁　 彦 （女）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杨润玉 （女）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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