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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获奖名单

序号  类 别        姓 名            工作单位

1 讲红色故事 陈文翠 西安市东仪中学

2 读后感撰写 陈梦洁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3 讲红色故事 高莹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4 讲红色故事 李燕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5 讲红色故事 张颖君，张雪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6 讲红色故事 杨雪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7 读后感撰写 王秀娟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8 读后感撰写 王小维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9 读后感撰写 薛妙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10 讲红色故事 陈佩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11 讲红色故事 李楠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12 讲红色故事 薛妙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13 讲红色故事 张蕾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14 讲红色故事 郭小宁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15 讲红色故事 薛阳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16 讲红色故事 王桂萍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17 讲红色故事 白润菲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18 微视频拍摄 梁艳妮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19 讲红色故事 郑梦怡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20 讲红色故事 徐向梅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21 微视频拍摄 郑梦怡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22 微视频拍摄 韩直娟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23 读后感撰写 杨玲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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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读后感撰写 邹宁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25 读后感撰写 冯俊超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26 读后感撰写 冯雪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27 读后感撰写 白红艳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28 读后感撰写 贾继红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29 读后感撰写 孙雅利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0 讲红色故事 张珊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1 讲红色故事 张雨奇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2 讲红色故事 雍洁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3 讲红色故事 李蓉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4 讲红色故事 王雪乐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5 讲红色故事 杨洋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6 讲红色故事 罗佩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7 讲红色故事 秦继霞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8 讲红色故事 杨甜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39 讲红色故事 张方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40 讲红色故事 田冬梅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41 讲红色故事 王娜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42 讲红色故事 李院 西安市鄠邑区电厂小学

43 讲红色故事 郑颖娟 西安市鄠邑区光明小学

44 讲红色故事 王一嫘 西安市鄠邑区光明小学

45 读后感撰写 庞倩 西安市曲江第四小学

46 讲红色故事 薛婷 西安市曲江第四小学

47 读后感撰写 边瑾 西安市雁塔区科创路小学

48 读后感撰写 周彩玲 西安市雁塔区科创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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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读后感撰写 秦卫华 西安市雁塔区科创路小学

50 微视频拍摄
马凯娟 张怡 韩亚玲 

陈小敬 张文凯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小学

51 讲红色故事 毛楠 宝鸡市渭滨区宝桥小学

52 读后感撰写 骆明鑫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53 读后感撰写 高刚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54 读后感撰写 白静静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55 读后感撰写 郭建辉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56 读后感撰写 马强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57 读后感撰写 邢晨 西北工业大学咸阳启迪中学

58 读后感撰写 刘改妮 铜川巿新区金谟小学

59 讲红色故事 金蕊莉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第二小学

60 讲红色故事 吕蕾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第二小学

61 讲红色故事 张娟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二小

62 微视频拍摄 雷黎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二小

63 微视频拍摄 张薇、薛慧琴 渭南市华阴市华岳小学

64 读后感撰写 吴 丽 延安市子长市职业教育中心

65 读后感撰写 杨巧巧 榆林高新第二中学

66 读后感撰写 崔海霞 榆林市第十八小学

67 微视频拍摄 侯改梅 榆林市第十八小学

68 读后感撰写 曹利 榆林市第四中学

69 读后感撰写 万桂云 榆林市第四中学

70 讲红色故事 白宇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71 讲红色故事 侯丹霞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72 讲红色故事 罗晓娜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73 读后感撰写 王瑞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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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读后感撰写 任芳榆 榆林市府谷县明德小学

75 讲红色故事 常晶 榆林市米脂县南关小学

76 微视频拍摄 高媛媛 榆林市米脂县南关小学

77 微视频拍摄 曹文 榆林市实验小学

78 读后感撰写 郭艳平 榆林市吴堡县第二中学

79 读后感撰写 韦艳红 榆林市榆阳区巴拉素镇初级中学

80 讲红色故事 王璐 榆林市榆阳区上盐湾镇九年制学校

81 读后感撰写 师小娜 榆林市子洲县实验小学

82 读后感撰写 李艳琴 榆林市子洲县实验小学

83 读后感撰写 杜琳科 汉中中学

84 微视频拍摄 陈欢欢 安康市白河县城关小学

85 读后感撰写 康厚欣 安康市宁陕县宁陕小学

86 读后感撰写 卜兆红 安康市宁陕县宁陕小学

87 读后感撰写 余伊 安康市平利县城关第三小学

88 讲红色故事 黄晓玲 安康市平利县城关第三小学

89 微视频拍摄 李挡霞 商洛市初级中学

90 读后感撰写 刘媛媛 商洛市丹凤县第一小学

91 读后感撰写 王娟 商洛市丹凤县第一小学

92 讲红色故事 张海盈 商洛市丹凤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93 读后感撰写 陈娅楠 商洛市商南县恒大小学

94 微视频拍摄 牛超军 商洛市商南县试马镇中心小学

95 讲红色故事 郭贤梅 商洛市商州区第二小学

96 讲红色故事 武立丹 商洛市商州区第二小学

97 读后感撰写 贾利娜 商洛市商州区第三小学

98 读后感撰写 梁艺菲 商洛市商州区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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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读后感撰写 周静 商洛市商州区第一小学

100 讲红色故事 张欢 商洛市商州区第一小学

101 讲红色故事 喻艺媛 商洛市商州区第一小学

102 微视频拍摄 汪承芳 商洛市镇安县第二小学

103 读后感撰写 邓小玉 商洛市镇安县高峰镇张家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