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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高级科技辅导员拟认证名单 

（按行政区划和姓氏笔画排序） 

 

一、破格申报拟认证名单（4 人） 

 

 

 

二、普通申报拟认证名单（65 人）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1 北京市 马兰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2 北京市 陈静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3 北京市 杨静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 

4 北京市 姚飞 科创逐梦（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北京市 高宇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1 江苏省 张雪峰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2 江苏省 郭士安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3 安徽省 王燕玲 安徽省蚌埠师范附属小学 

4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栾凤梅 乌鲁木齐市41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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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6 天津市 李云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7 河北省 马卫民 河北隆尧第一中学 

8 河北省 孙秋红 保定市南关小学 

9 内蒙古自治区 王志英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学 

10 内蒙古自治区 王春梅 呼伦贝尔扎赉诺尔区旺泉小学 

11 内蒙古自治区 邬菲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第十四小学 

12 内蒙古自治区 刘波 包头市第二中学 

13 内蒙古自治区 杨静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南马路小学 

14 内蒙古自治区 高文光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青小学 

15 辽宁省 关亚峰 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16 上海市 刘博伟 上海市敬业中学 

17 江苏省 刁国斌 扬州科技馆 

18 江苏省 王璋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19 江苏省 周瑞祥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 江苏省 徐子森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教育集团 

21 江苏省 黄强 江阴市青阳实验小学 

22 浙江省 王爱刚 淳安县千岛湖初级中学 

23 浙江省 胡金伟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 

24 浙江省 徐德亮 嘉兴市实验小学 

25 福建省 姚朝祥 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26 江西省 谢钱丰 江西革命老区会昌珠兰示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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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27 山东省 王传胜 威海市码头小学 

28 山东省 王宏键 临沂岔河小学 

29 山东省 李昌磊 济南市长清区凤凰路小学东校区 

30 山东省 崔维贞 胶州市第一中学 

31 山东省 蓝文平 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32 山东省 路国刚 济南实验初级中学 

33 山东省 傅丙赐 威海市普陀路小学 

34 山东省 樊明涛 阳谷县第三中学 

35 山东省 樊雷 阳信县第一实验学校 

36 湖南省 刘章平 宁乡市玉潭街道春城初级中学 

37 广东省 王礼华 东莞市石排镇独洲小学 

38 广东省 付应伟 深圳市建文外国语学校 

39 广东省 曹顺 东莞市东坑中学 

40 广西壮族自治区 刘卫 钦州市第十九小学 

41 重庆市 张元立 重庆皇冠实验中学 

42 重庆市 沈菊颖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43 重庆市 唐巧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 

44 重庆市 黄强 重庆市綦江中学 

45 四川省 陈邦斌 四川省大竹中学 

46 云南省 王伟权 安宁中学嵩华校区 

47 云南省 吉平 楚雄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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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48 云南省 杨蓉 昆明市第一中学 

49 云南省 卓煜 昆明市第二幼儿园 

50 西藏自治区 唐洁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51 陕西省 李敏 西安爱知初级中学 

52 陕西省 张红军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53 陕西省 杨晒波 西安爱知初级中学 

54 陕西省 侯希维 西安滨河学校 

55 甘肃省 王焱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56 甘肃省 吕文成 嘉峪关市第四中学 

57 甘肃省 李童阳 北京师范大学庆阳附属学校 

58 甘肃省 郑宗成 定西市安定区公园路中学 

59 甘肃省 俞克勋 兰州市皋兰县第四中学 

6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邓开平 奎屯市第二中学 

61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李天宇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62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关贵峰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八中学 

63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张艳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64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赵明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65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楚小桃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八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