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四川省特级教师(校长)的决定

川府发〔2021〕20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

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锐意进取,扎实工作,涌现出

一大批爱岗敬业、师德高尚、业绩突出、无私奉献的先进个人,为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推动全省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

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表彰在中小学(中职)教育

教学中作出特殊贡献的教师(校长),进一步激励引导广大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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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师(校长)投身教育、奉献社会,省政府决定授予万庆华

等 400 名同志“四川省特级教师(校长)”称号。

希望获得特级教师(校长)称号的同志珍惜荣誉,谦虚谨慎,

再接再厉,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严格按照“师德的表率、育人

的模范、教学的专家”要求,积极开拓进取,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

绩。 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特级教师(校长)为榜样,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牢记初心使命,努力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积极推进我省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为推

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 四川省特级教师(校长)名单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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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特级教师(校长)名单

(共 400 名)

成都市(56 名)

万庆华(女)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

马　 杰 四川省简阳中学

王小凤(女) 大邑县安仁镇学校

王向阳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王　 宏(女) 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

王蓉琴(女)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王　 瑶(女)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邓敏鸿(女) 四川省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学校

甘　 平 成都市新津区实验高级中学

伍玉松 四川省金堂中学校

任旭东 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

向　 尧 成都市实验小学西区分校

庄剑梅(女)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刘万荣 四川省成都市大弯中学校

刘　 颖(女) 四川天府新区华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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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洋槐 蒲江县文靖学校

孙阳菊(女) 成都市田家炳中学

李红鸣(女)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李芳蓉(女)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李良猛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二中学

李贤中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李育康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李雪梅(女)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李婷梅(女)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李　 蓓(女) 成都市实验小学

杨永清 四川省温江中学

杨　 红(女) 成都市双流区实验小学

杨　 丽(女) 成都高新区教育发展中心

杨薪意(女) 成都市行知小学校

肖玉美(女)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实验小学

吴明平 四川省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

汪建平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汪海鹰(女)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

张生文 四川省成都市西北中学

张　 速(女) 成都市实验小学

陈东永 成都天府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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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翔(女) 成都市武侯区教育科学发展研究院

林　 媛(女)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罗晓航(女)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

岳联容(女)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小学校北区分校

周　 昶(女)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郑　 菁(女) 成都市郫都区实验学校

胡玉兰(女) 成都市新都区旃檀小学校

胡　 霞(女)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敖德兵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涂万强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黄慧章(女)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二小学校

黄　 魏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

曹军才 四川省双流中学

龚　 颜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崔雪梅(女) 成都大学附属小学

宿　 强 成都市成华小学校

揭家清 邛崃市第一中学校

彭海霞(女) 成都市温江区实验幼儿园

赖宗仁 都江堰外国语实验学校

谭　 戎(女) 四川省新津中学

自贡市(1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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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阳智 自贡市蜀光中学

刘云峰 荣县旭光小学校

杨　 奕(女) 自贡高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张贵兰(女)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张　 望 富顺第二中学校

陈　 忠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

陈欲晓(女) 自贡市自流井区第一幼儿园

郑晓栓 自贡市第六中学校

曾良策 自贡衡川实验学校

谭燕舞(女) 自贡市大安区广华山小学校

魏春翔 自贡成外高级中学

攀枝花市(6 名)

刘再坤(女) 盐边县城第一小学校

李美文(女) 攀枝花市密地外国语学校

杨建华(女)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

索争科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钱　 芬(女)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

郭光恒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泸州市(23 名)

王平艺(女)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王　 成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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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琼(女)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王焱刚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邓文静(女) 古蔺县蔺阳中学校

邓　 强 四川省泸州市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付顶斌 四川省泸县第四中学

刘永辉 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李　 静(女)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肖世春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余占琴(女)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宋　 萍(女) 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

张久华 泸县太伏镇太伏中心小学校

张连奇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陈　 飞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陈云超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罗建平 泸州市纳溪区护国镇中心小学

罗　 海 四川省叙永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胡治文(女) 泸化中学

胡思刚 古蔺县蔺阳中学校

高雪波 四川省合江县马街中学校

喻利蓉(女) 泸州市忠山学校

雷贤明 古蔺县太平镇初级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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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14 名)

马顺菊(女) 德阳市实验小学校

李祥芳(女) 北京师范大学什邡附属外国语小学

李梁雅(女) 四川省什邡市职业中专学校

何　 玲(女) 什邡市师古小学

陈　 超 德阳外国语学校

易定涛(女) 四川省广汉中学

卿上海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唐永富 德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唐　 俊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唐　 韵(女) 绵竹市紫岩小学校

梅　 媛(女) 德阳市第一小学校

覃定亮 四川省中江县广福中学

谢长林 德阳市东汽小学

蒲晓蓉(女) 四川省绵竹中学

绵阳市(22 名)

王碧友 绵阳市富乐实验中学

刘文菊(女) 绵阳安州区河清镇小学

刘金荣 四川省绵阳中学

许　 芳(女) 绵阳市涪城区教工幼儿园

严大华 江油市新兴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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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胜高 四川省绵阳第一中学

李　 颖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

杨　 洪 绵阳外国语实验学校

何先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何　 俊(女) 绵阳市实验小学

何雪翰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张　 伟 绵阳市涪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陈小龙 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陈兴贵 绵阳市游仙职业技术学校

陈晓兰(女) 四川省平武中学

胡泉英(女) 四川省绵阳外国语学校

贾清仁 四川省绵阳实验高级中学

龚仙彦 绵阳市游仙区信义小学

廖　 敏(女) 梓潼县文昌第二小学校

谭世贵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滕　 敏(女) 绵阳市富乐实验小学

魏天银 四川省江油中学

广元市(14 名)

王国勇 广元市朝天区中子实验学校

权友慧(女) 广元市利州区东城实验学校

李现文 四川省广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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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生 四川省剑阁职业高级中学校

何朝霞(女) 剑阁县龙江小学校

补　 中 四川省广元市树人中学

张平原 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

张晓菊(女) 广元市昭化区清水镇小学

陈正文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苟满园(女) 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

罗　 毅 苍溪县状元桥小学校

昝学军 四川省旺苍东城中学

高林枫(女) 四川省广元市宝轮中学

董蓉泽(女) 青川县沙州初级中学校

遂宁市(16 名)

王颉平(女)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叶　 俊 四川省遂宁市第一中学校

任　 鹏 四川省射洪市职业中专学校

刘海淹 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

杨琼英(女)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吴治军 遂宁市高升实验小学校

邹显斌 四川省遂宁市第二中学校

张　 东 四川省遂宁中学校

胥咏梅(女) 射洪市第四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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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泽贵 射洪市第一初级中学校

晏　 辉 四川省蓬溪中学校

黄　 鑫 遂宁市船山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梁富强 蓬溪县教育科学研究室

彭宇福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彭红梅(女) 大英县隆盛镇石门小学校

曾　 慧(女) 大英县郪江外国语学校

内江市(16 名)

兰　 昕(女) 隆昌市大南街小学

全凤鸣(女) 四川省内江市第一中学

刘　 刚 四川省威远县竞力学校

刘育聪(女) 四川省隆昌市第二中学

李孝成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吴　 煜(女) 内江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邹群芳(女) 内江市东兴区特殊教育学校

沈泽花(女) 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

张邦斌 四川省隆昌市第七中学

钟　 旭(女)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夏　 竹(女) 四川省内江市翔龙中学

黄春梅(女) 资中县水南实验学校

彭润华(女)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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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成 资中县职业技术学校

曾久琴(女) 四川省资中县球溪高级中学

谢锦玲(女)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中学

乐山市(14 名)

邓承平 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刘　 林 四川省犍为职业高级中学

杨俊华(女) 乐山市草堂高级中学

杨俊容(女) 犍为县孝姑中心小学

杨　 琼(女) 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邱　 毅 四川省峨眉第二中学校

宋远富 四川省犍为第一中学

胡同祥 乐山市实验中学

胡国锋 四川省夹江第一中学

祝俊文(女) 乐山市沙湾小学

敖晓玲(女) 乐山外国语学校

曾兴秀(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毛坪镇中心小学

蔡敏艳(女) 乐山市实验幼儿园

廖大琴(女)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南充市(29 名)

马　 驰 四川省南充中等专业学校

韦　 晗 四川省南充市第五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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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进(女) 南充市高坪第七小学

邓景明 营山县云凤实验小学校

帅　 旭 南充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杜长瑛(女) 四川省南充市第五中学校

杜建均 四川省西充中学

李国民 南部县永定镇初级中学

李明俊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杨善敏 阆中市白塔初级中学校

时春丽(女) 南充市嘉陵区南荣路小学

沈朝明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校

张拥民 营山县涌泉完全小学校

陈　 彬(女) 南充市顺庆实验幼儿园

苟晓旺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易　 晓(女) 南充市五星小学

罗丽娟(女) 蓬安县相如第一小学校

周克雄 仪陇县南图实验学校

庞超波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赵　 宏 南充市江东实验小学

郭登攀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唐龙云(女) 南充市涪江路小学校

寇远明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学校
—31—



曾朝霞(女) 四川省蓬安县锦屏初级中学校

谢红秋(女) 四川省南部中学

谢红艳(女) 仪陇县滨江小学校

蒲朝丽(女) 南充市嘉陵区木老小学

翟小鹏 南部县第二中学

黎雪瑛(女)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宜宾市(26 名)

邓　 志 兴文县教师培训与教学研究中心

石希梅(女) 宜宾市叙州区第一中学校

江　 艳(女) 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中心小学校

李巨龙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李淑敏(女) 宜宾市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邹晓敏(女) 宜宾市市级机关幼儿园

张珍玉(女) 江安县汉安初级中学校

罗亚玲(女) 高县第一实验小学校

周辅蓉(女) 高县柳湖初级中学校

胡小兵 宜宾市忠孝街小学校

柳秀琼(女) 宜宾市翠屏区方水中心学校

钟西友 屏山县金江初级中学校

钟　 鸣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袁勋伟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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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玉(女)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高银物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第一中学校

唐德贵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黄　 欣(女) 江安县幼儿园

曹　 帅 宜宾市戎州实验小学

梁晓芳(女) 宜宾市叙州区育才路小学校

彭　 强 宜宾市南溪区南溪一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曾艺琼(女) 兴文县香山民族初级中学校

谢开芬(女)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初级中学校

詹　 旭(女) 四川省兴文县职业技术学校

廖秀利(女) 宜宾市中山街小学校

翟信旗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广安市(18 名)

王　 宪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田秀敏 四川省广安中学

孙朝金 四川省华蓥市第一中学

杨　 军 广安友谊加德学校

邹大平 四川省邻水中学

张丽华(女) 广安实验学校

张明蓉(女) 华蓥市高兴镇小学

张继伦 四川省广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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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冬琼(女) 四川省武胜县万善初级中学校

郑　 军 岳池县教育技术装备所、岳池县电化教育馆

赵　 娟(女) 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胡敏林 华蓥市高兴初级中学

钟黎明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陶大彦 广安市前锋区奎阁小学校(广安经开区第一

小学校)

龚树华 广安市前锋区护安初级中学校

曾令国 邻水县鼎屏小学

曾庆林 四川省广安第二中学校

谭　 丽(女) 武胜县城南小学校

达州市(28 名)

马　 辉(女) 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文秀兰(女) 渠县第五小学

叶发君 四川省渠县中学

田　 莉(女) 开江县普安镇中心小学

付黎明(女)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任本德 四川省宣汉中学

向文祥 开江县任市镇第一小学

向绍江 达州市第一中学校

刘晓东(女) 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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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必轩 宣汉县普光学校

李明智 渠县临巴镇第一小学

李　 勇 达川区逸夫小学

杨友周 宣汉县芭蕉镇新农中心校

吴明述 万源市河西学校

吴霜林(女) 宣汉县黄金镇中心校

何　 燕(女) 达川区实验小学

邹高云 达州市第一中学校

张小波 开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张荣春 达川区实验小学

罗亚林(女)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罗鑫尤 宣汉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钟道斌 四川省大竹中学

姚丕贵 宣汉县五宝镇学校

骆启林 四川省开江中学

秦　 强 万源市第二小学

黄兴兰(女) 达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熊　 川(女) 开江县普安镇中心小学

熊　 静(女)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巴中市(19 名)

王　 英 巴中市巴州区第九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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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林 巴中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王　 勇 四川省南江中学

龙聪明(女) 南江县文庙小学

许　 斌 四川省通江中学

杜　 宇(女) 巴中市恩阳区玉山中学

李本文 巴中棠湖外语实验学校

李　 勇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杨志成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吴国斌 通江县实验小学

余爱华(女) 巴中市巴州区第三小学校

金　 焰(女) 南江博骏学校

周　 垚(女) 平昌县驷马小学

屈　 芳(女) 四川巴中经济开发区黄家沟实验小学

唐振华 巴中市巴州区第七小学校

涂盛刚 四川省巴中中学

曾建东 南江县实验中学

蔡大才 平昌县信义小学

魏　 伟 四川省南江县长赤中学

雅安市(8 名)

王鼎鹏 四川省汉源县七一中学

吴　 琼(女) 雅安市名山区马岭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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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如伟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罗天骄 雅安市田家炳中学

高本斌 四川省雅安中学

庹庆明 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

程　 丹(女) 四川省石棉县中学

程　 明 四川省雅安中学

眉山市(13 名)

王泰臣 眉山市东坡区齐通小学

王莉萍(女) 眉山工程技师学院

王　 燕(女) 眉山市东坡区苏南小学

杨　 柳(女) 眉山市东坡区齐通幼儿园

吴雅锌(女) 洪雅县致远学校

余　 强 四川省眉山第一中学

张安强 眉山市彭山区第一中学

岳家军 眉山市东坡区苏祠初级中学

黄菊英(女) 仁寿师范附属小学

黄　 蕴(女) 四川省仁寿第一中学校南校区

盛光林 眉山市彭山区彭溪镇中心小学

章晓斌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校

彭长继 洪雅县实验中学校

资阳市(1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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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相珍(女) 乐至县劳动镇中心小学

吕万斌 四川省安岳中学

李家钰 安岳县新民九年制学校

何西俊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汪　 军 四川省乐至中学

张　 琴(女)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陈世明 四川省资阳中学

孟英君 四川省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荣发群 四川省乐至县石佛中学

郭　 娅(女) 乐至县城东小学校

蒋志荣 安岳县启明九年制学校

曾　 莉(女) 安岳县东方红小学

阿坝州(8 名)

刘　 娇(女) 汶川八一小学校

孙国双(女) 茂县土门中学

吴晓萍(女) 小金中学

何九妹(女) 阿坝州外国语实验小学

张　 霞(女) 四川省汶川中学校

陶明虹(女) 理县杂谷脑小学校

崔仁益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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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兰(女) 四川省马尔康中学校

甘孜州(8 名)

扎西卓玛(女) 康定市实验小学

冉智勇 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教育科学研究所

李　 军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

赵华强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中学校

钟　 莉(女) 泸定县第一中学

桑朗泽朗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南民族高级中学

谢直国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中学校

谢　 玲(女) 丹巴县中学校

凉山州(29 名)

邓中云 四川省雷波中学

邓佑忠 甘洛县新华中学校

刘发富 甘洛县城关小学校

刘　 燕(女) 德昌县第一完全小学

孙　 华 冕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李兴春 四川省越西中学

李绍民 盐源县教师进修学校

杨玉砚(女) 雷波县黄琅幼儿园

吴　 艳(女) 西昌市第二中学

吴新梅(女) 宁南县朝阳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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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敏(女) 凉山彝族自治州州级机关第二幼儿园

沈红梅(女) 美姑县城关小学

宋春霞(女) 西昌市东风幼儿园

张权会(女) 布拖县特木里镇中心校

张　 娟(女) 宁南县朝阳小学校

陈玉梅(女) 会理第一中学

罗　 艳(女) 四川省甘洛中学校

郑成伟 越西县南城小学

单成莉(女) 凉山彝族自治州州级机关第一幼儿园

赵　 颖(女) 冕宁县幼儿园

侯　 露(女) 普格县幼儿园

高方华 四川省昭觉中学

唐德鑫 会东县参鱼中学

勒苦里色 昭觉县民族重点寄宿制小学校

黄兴丽(女) 越西县南城小学

崔太宗 西昌市第一中学

童文军 德昌县第二完全小学

曾　 松 冕宁县复兴小学校

熊　 斌 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科学研究所

省级直属单位(10 名)

冯恩旭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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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涛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何兴明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郝志宏(女) 四川省电化教育馆

贾巴甲哈 四川省彝文学校

杨二杰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祝红文(女) 四川省旅游学校

周志明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

黄润芳(女) 四川省直属机关东府幼儿园

董福海 四川省商贸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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