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2017 命题先进个人 

     

序号 学科 姓名 单位 证书编号 

1 小学英语 杨卫红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01 

2 小学道德与法制 张德立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02 

3 小学美术 闫  梅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03 

4 高中语文 李哲峰 邯郸一中 171518004 

5 高中语文 刘纪堂 邯郸四中 171518005 

6 高中语文 张艳霄 邯郸三中南校区 171518006 

7 高中语文 陈发志 成安一中 171518007 

8 高中语文 杨永辉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08 

9 高中数学 刘景鹏 广平一中 171518009 

10 高中数学 奚新定 邯郸一中 171518010 

11 高中数学 张志明 邯郸二中 171518011 

12 高中数学 赵海良 涉县一中 171518012 

13 高中数学 王建平 永年一中 171518013 

14 高中数学 李金国 邯郸三中 171518014 

15 高中数学 郭素霞 荀子中学 171518015 

16 高中数学 师文亮 邯郸一中 171518016 

17 高中数学 郭瑞 邯郸三中 171518017 

18 高中数学 豆先侠 永年二中 171518018 

19 高中数学 张向农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19 

20 高中英语 师恩伦 邯郸二中南校区 171518020 

21 高中英语 王怀宽 邯郸一中 171518021 

22 高中英语 王新庆 临漳一中 171518022 

23 高中英语 王小斌 邯郸一中 171518023 

24 高中英语 李云飞 邯郸三中 171518024 

25 高中英语 石永红 涉县一中 171518025 

26 高中英语 苏丽平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26 

27 高中物理 弓何云 邯郸一中 171518027 

28 高中物理 李广兴 涉县一中 171518028 

29 高中物理 郭金珂 邯郸二中 171518029 

30 高中物理 张海峰 邯郸四中 171518030 

31 高中物理 宋晓平 邯郸三中 171518031 

32 高中物理 王 刚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32 

33 高中化学 夏昌伟 邯郸一中 171518033 

34 高中化学 王国强 邯郸四中 171518034 

35 高中化学 郭伟 邯郸一中 171518035 

36 高中化学 孟献玲 邯郸三中 171518036 



37 高中化学 靳艳艳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37 

38 高中生物 陈爱静 武安一中 171518038 

39 高中生物 郭生林 峰峰一中 171518039 

40 高中生物 高雪梅 邯郸一中 171518040 

41 高中生物 辛给元 邯郸二中 171518041 

42 高中生物 冯丽超 肥乡一中 171518042 

43 高中生物 许宏娟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43 

44 高中政治 张慧 邯郸三中 171518044 

45 高中政治 杜随旺 峰峰二中 171518045 

46 高中政治 袁杰 邯郸一中 171518046 

47 高中政治 关京京 邯郸三中南校区 171518047 

48 高中政治 沈明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48 

49 高中地理 温志一 涉县一中 171518049 

50 高中地理 李晨光 邯郸一中 171518050 

51 高中地理 张秀芳 邯郸二中 171518051 

52 高中地理 董世杰 邯郸十二中 171518052 

53 高中地理 乔双林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53 

54 高中历史 张  勇 滏春中学 171518054 

55 高中历史 王曙光 邯郸三中 171518055 

56 高中历史 梁建忠 永年一中 171518056 

57 高中历史 赵  磊 邯郸三中 171518057 

58 高中历史 赵玉民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71518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