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八批山东省特级教师名单
（共３９０人）

济南市

边敦明　　　济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银萍（女） 济南育秀中学

董述欣（女） 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冯秋生 济南第十一中学

高　妍（女） 济南市纬二路小学

高玉岱 济南稼轩中学

兰俊宝 济南市教研室

李　莉（女） 济南市历城区彩石中学

李晓云（女） 山东省济南中学

梁　丽（女） 济南市阳光１００小学

刘志英（女） 济南高新区第二实验学校

马　刚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常春藤附属小学

马德君 济南市长清第五中学

潘信芙（女） 济南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孙红霞（女） 济南第七中学

王　玫（女） 济南市大明湖小学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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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华（女）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吴金革 济南第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武树滨 济南市第二十七中学

徐希红（女） 济南市济阳县济北小学

杨宏丽（女） 济南市教研室

杨育红（女） 山东省实验中学

姚　强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张　薏（女） 济南市小辛庄小学

张继平 山东省平阴县第一中学

张君可（女）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青岛市

陈　琰（女） 青岛华夏职教中心

杜明霞（女） 青岛市中心聋校

冯秀珍（女） 山东省青岛第十九中学

高　峰（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高保卫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管桂梅（女） 胶南市张家楼镇中心小学

姜丽丽（女）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中学

姜素萍（女） 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

姜竹亭（女） 青岛市中心聋校

冷爱霞（女） 胶州市第七中学

李　林 即墨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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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笃 青岛第三中学

刘　翠（女）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刘　林（女） 青岛市普通教研室

刘光尧 青岛第五十九中学

刘岩林（女） 青岛市市北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

卢　齐（女）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栾彩霞（女） 青岛市人民路第一小学

苏美荣（女）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隋同梅（女） 青岛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孙　梅（女）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孙丽君（女） 平度市实验幼儿园

王　君（女） 青岛升平路小学

王　萍（女） 胶南市藏南镇中心幼儿园

王克伟 山东省青岛师范学校

王艳葵（女） 胶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许兆燕（女） 青岛市崂山区第十一中学

薛　凤（女） 胶南市理务关镇中心幼儿园

杨秀丽（女）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张　红（女） 青岛嘉峪关学校

张　青（女） 青岛鞍山二路小学

赵　英（女） 即墨市长江路小学

周韫轶（女） 青岛大名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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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泳（女） 青岛实验幼儿园

朱宏瑜（女） 青岛四方实验小学

庄慧丽（女）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邹　波 青岛艺术学校

淄博市

曹文萍（女） 淄博建筑工程学校

陈　秀（女） 淄博市桓台县实验学校

陈　勇 淄博市教学研究室

崔美芳（女）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董军华（女） 淄博市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葛小丽（女） 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第一中学

韩冰川（女） 淄博市市直机关第三幼儿园

贾益芹（女） 淄博市特殊教育中心

李　克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小学

李红梅（女） 淄博市临淄区实验小学

李宇翔（女） 淄博市工业学校

刘可翔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吕承波 淄博市周村区第三中学

王　冰（女） 淄博市实验幼儿园

王　芳（女） 淄博市特殊教育中心

王桂荣（女） 桓台县城南学校

杨　鹏 淄博市淄川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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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翠（女） 淄博市张店区科苑小学

张　晓（女）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张爱玲（女） 淄博市张店区教师进修学校

赵敏丽（女） 淄博市张店区第八中学

郑素梅（女） 淄博市博山区第七中学

周　君（女） 淄博市沂源县南鲁山镇中心小学

朱桂兰（女） 淄博实验中学

枣庄市

单　波 枣庄市教学研究室

邓　淇 山东省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房　永 山东省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侯化珍（女） 滕州市实验小学

黄　飞 枣庄市薛城舜耕中学

敬晓鹏（女） 枣庄市峄城区实验幼儿园

雷春景（女） 山东省枣庄市第三中学

李　亚（女） 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李瑞平 滕州市第五中学

刘　浩 枣庄市薛城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沈　超（女） 枣庄市实验幼儿园

王　慧（女）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邢　静（女） 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中心小学

殷　惠（女） 枣庄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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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欣（女） 滕州市墨子中学

庄海霞（女） 枣庄市立新小学

东营市

丁来成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中学

郭东美（女） 东营市胜利实验小学

徐　燕（女） 东营市胜利第五十八中学

许华忠 东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于文慧（女） 东营市垦利县第一实验幼儿园

张风兴 东营市广饶县丁庄镇中心初中

烟台市

褚桂芳（女） 海阳市发城镇第一小学

管锡基 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郭　艳（女） 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佑民中心小学

韩燕香（女） 莱州市文峰中学

李　波（女） 莱州市三元中学

李　丽（女） 海阳市育才小学

李　娜（女） 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

李国志（女） 莱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鸣琴（女） 栖霞市翠屏中学

梁吉峰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满红红（女） 莱州市双语学校

牛麦燕（女） 山东省莱山第一中学

—８—



曲冬梅（女） 烟台市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

曲瑞娜（女） 栖霞市大庆路学校

隋少兰（女） 烟台市芝罘区宫家岛小学

孙彦华（女） 莱阳市实验小学

孙忠华（女）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

王梅英（女） 栖霞市幼儿活动中心

王少华（女） 山东省烟台第十中学

王智海 龙口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徐　艳（女） 烟台市市级机关幼儿园

杨海霞（女）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杨立军（女） 招远市蚕庄镇蚕庄初级中学

张　敏（女） 海阳市新元小学

张美萍（女） 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张绍虎 招远市实验幼儿园（阜山镇吕家村分园）

赵　苗（女） 长岛县第二实验学校

潍坊市

安俊莲（女） 潍坊市教科院

曹　锋 安丘市第一中学

代丽芝（女） 昌邑市奎聚中学

丁尔安 诸城市实验中学

董　梅（女） 潍坊高新区教研室

高继勇 潍坊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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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高波 寿光世纪学校

侯忠彦 临朐县第二实验小学

李　婧（女） 潍坊经济区锦绣学校

李虹霞（女） 潍坊市北海双语学校

李祥军 寿光现代中学

李长娟（女） 诸城市文化路小学

刘加爱（女） 潍坊市潍城区实验小学

马　山 山东省临朐第一中学

马慧玲（女） 临朐县城关街道北苑中学

毛晓青（女） 潍坊商业学校

毛艳丽（女） 潍坊商业学校

孟令华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孟祥波 潍坊市实验学校

牟海珍（女） 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逄是涛 昌邑市教研室

宋宏伟（女） 潍坊市坊子区崇文中学

孙跃方（女） 潍坊市寒亭区第二实验小学

滕　健（女） 昌乐特师附属小学

王爱胜 山东省青州市第一中学

王冬梅（女） 潍坊日向友好学校

王洪芳（女） 昌邑市第一实验小学

王金琴（女） 山东省潍坊盲童学校

—０１—



王秋慧（女） 高密第二实验小学

王秀霞（女） 潍坊市奎文区樱园幼儿园

王宗彬 高密开发区中学

徐坤红（女） 潍坊聋哑学校

杨瑞荣（女） 寿光世纪学校

尹继瑞 临朐外国语学校

于莉莉（女） 潍坊市潍城区永安路小学

张吉刚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张云杰 青州市云门书院双语学校

赵桂霞（女） 潍坊广文中学

郑明言 诸城市职业中专

济宁市

安　波 济宁市实验初级中学

鲍建中 济宁学院附属中学

陈　伟（女） 邹城市第八中学

陈永琴（女） 微山县实验小学

程爱民（女） 梁山县第一中学

崔国文 梁山县第一实验小学

代瑞芳（女） 邹城市机关幼儿园

邓继民 济宁市教研室

高海英（女） 济宁市育才中学分校

关在龙 微山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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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滨 曲阜市第一中学

季　涛 济宁市任城区教学研究中心

蒋海燕（女） 梁山县第一中学

李翠霞（女） 济宁市任城区实验小学

李现勇 邹城市实验中学

李玉英（女） 济宁外国语学校

马　敏（女） 兖州市兴隆庄煤矿学校

齐龙新 济宁市第一中学

宋秀珍（女） 曲阜市王庄镇中心幼儿园

孙　平（女） 兖州市实验小学

田成良 泗水县教育和体育局教学研究中心

汪孔海 微山县实验小学

王红云（女） 济宁市市中区唐口镇中心中学

王廷志 曲阜市实验中学

王宪芳 邹城市香城镇中心小学

魏中礼 嘉祥县卧龙镇中心小学

徐军华 微山县夏镇一中西校

徐素秋（女） 济宁市霍家街小学总校

杨丽娟（女） 汶上县实验小学

张洪军 济宁学院附属高中

张进英（女） 金乡县鸡黍镇张寨小学

张敬永 济宁市育才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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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玖 济宁市教研室

周　岩 金乡县金曼克中学

泰安市

曹丙娟（女）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实验小学

程和方 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

崔成林 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

高居二 山东省泰山外国语学校

纪成涛 肥城市仪阳镇中心小学

李　鹏 肥城市河西小学

李慧静（女） 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

刘桂荣（女） 山东省宁阳第三中学

刘桂英（女） 肥城市安临站镇陆房初级中学

刘胜利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刘万元 山东省泰安师范学校附属学校

强光峰 泰安市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

孙凤霞（女） 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

田洪文 新泰市青云街道马庄联办小学

汪　花（女） 肥城市泰西中学

王　锋 山东省新泰市第二中学

王光儒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徐德亮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杨树滨 肥城市龙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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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丽（女） 肥城市汶阳镇中心幼儿园

张秀东（女） 山东省泰安师范学校附属学校

张衍伟 泰安市教学条件装备办公室（电教馆）

张政栋 肥城市桃都中学

赵　晶（女） 山东省泰安第十五中学

威海市

陈红梅（女） 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苑学校

董绍才 威海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李振梅（女） 乳山市第一中学

梁建丽（女） 荣成市府新小学

孙晓俊（女） 威海市第二中学

王丽辉（女） 威海市实验中学

夏世珍（女） 文登市实验中学

邢毅丽（女） 文登市第二实验小学

于艳红（女） 威海市第一中学

元红君（女） 威海市教育实验幼儿园

原新国 山东省乳山幼儿师范学校

钟　静（女） 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

日照市

单　英（女） 日照港中学

葛平霞（女） 莒县第五实验小学

李清季 日照市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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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　宁（女） 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莲海幼儿园

牟　玲（女） 日照市新营小学

申延龙 日照市岚山区虎山中学

唐玉洁（女）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中心初中

田玉辉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王瑞欣（女） 日照第二实验中学

王有鹏（女） 五莲实验小学

徐锡华 日照市实验小学

杨志刚 莒县第一中学

姚庆霞（女）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于世华（女） 日照市山海天路小学幼儿园

张加富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莱芜市

安　秀（女） 莱芜市口镇初级中学

董春玲（女） 钢城区汶源街道丈八丘联小

韩立菊（女） 莱芜市莱城区汶源学校

李　鹏 莱芜市教研室

鹿业振（女） 莱芜市第十七中学

于立国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初级中学

临沂市

陈为词 临沂市教科研中心

陈雪峰 临沂朴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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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利（女） 郯城县胜利镇中心小学

崔立峰（女） 临沂实验中学

杜永菊（女） 沂水县实验幼儿园

冯　浩（女） 临沂第四实验小学

高英华 沂南县第二中学

韩继香（女） 临沂第三十一中学

胡艳芝（女）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黄道青 苍山县第一中学

黄立胜 郯城县美澳学校

金立村 临沂市教科研中心

李洪忠 沂水县第一中学

李蕴哲 临沂市河东区益民实验中学

刘凤存 临沭县玉山镇中心中学

刘福勤（女）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刘浩芝（女）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刘建宇 临沂第二十中学

刘秀艳（女） 临沭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马晓彦（女） 苍山县第二实验小学

秦　艳（女） 蒙阴县第一实验小学

任碧霄（女） 蒙阴第三中学

任庆祥 费县实验中学

宋庆云（女） 沂南县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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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雪梅（女） 平邑县实验小学

王乐福 临沭县实验中学

王莉艳（女） 莒南第一实验小学

王召坤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王正茂 临沂市特殊教育中心

王忠强 临沂第二十八中学

夏洪文 平邑兴蒙学校

咸　慧（女） 山东省临沂第十六中学

徐连清 莒南县教育体育局

颜世萍（女） 临沂第二实验小学

于江美（女） 临沂市教科研中心

于立奎 沂水县实验小学

袁俊莹（女） 沂城街道中心小学

詹长青 蒙阴第一中学

张萌苗（女） 山东省临沂第三中学

赵美娜（女） 临沂市兰山区兰山办事处中心幼儿园

周国红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朱爱华（女） 临沂大学附属中学

德州市

侯艳红（女） 乐陵市第三中学

姜　燕（女） 平原县中小学教育教研室

李静玲（女） 夏津县胜利希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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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梅（女） 德州市德城区第九中学

李志清（女） 德州市平原县第二中学

刘风云（女） 齐河县机关第一幼儿园

刘俊秀（女） 临邑师范学校

孟丽华（女） 德州市德城区直机关幼儿园

宋雪梅（女） 德州市教研室

王洪胜 陵县第一中学

王志祥 德州第一中学

徐宝贵 德州市实验中学

徐金月 德州第二中学

许士文 武城第一中学

颜　凤（女） 齐河第三实验小学

杨　彦（女） 齐河县第一实验小学

张德军 德州经济开发区同济中学

周忠莲（女） 夏津县香赵庄镇中学

聊城市

陈玉芝（女） 聊城市第一中学

何仲秋 茌平县教育局小学教研室

姜莲玉（女） 聊城经济开发区东城中学

李靖华（女） 聊城市实验中学

伦爱华（女） 高唐县第一实验中学

马春玲（女） 聊城市高中教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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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建涛 东阿县鱼山中学

王春红（女） 东阿县实验幼儿园

王占霞（女） 莘县实验小学

魏清泉 聊城市第二中学

吴海燕（女） 茌平县振兴街道办事处周楼小学

徐　利 茌平县杜郎口中学

许红玲（女） 冠县实验幼儿园

许延霞（女） 临清市民族实验中学

滨州市

白桂云（女） 博兴乐安实验学校

杜　静（女） 邹平县教研室

傅学燕（女） 邹平梁邹小学

高春霞（女） 博兴实验小学

蒋文学 无棣第一中学

李春红 沾化县第一中学

刘海舰 滨州市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

刘玉华（女） 滨州市滨城区第二中学

孟凡芳（女） 滨城区育英学园

王晓芳（女） 无棣县教研室

张　强 滨州市滨城区逸夫小学

张永华（女） 博兴县第四中学

张宗龙 惠民县姜楼镇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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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军 滨州实验学校

周建国 邹平县第一中学

菏泽市

常根元 成武县田集镇中心小学

丛文胜 单县第一中学

崔胜菊（女） 定陶县实验小学

董玉景 菏泽市开发区广州路小学

顾英华（女） 鄄城县东城完全小学

郭红梅（女）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韩建华 菏泽市教学研究室

韩金刚 东明县菜园集乡中心学校

黄保江 菏泽市实验中学

李　伟 菏泽市牡丹区教学研究室

李凤真（女） 菏泽市牡丹区第五小学

李继合 郓城县实验中学

李明强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李香凤（女） 菏泽市牡丹区第二十一中学

李志华（女）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逯雪云（女） 巨野县第一中学

王爱忠 曹县大集乡中学

王庆东 单县北城第一中学

王庆国 郓城县教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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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华 巨野县第一中学

尹香莲（女） 东明县教学研究室

于运河 巨野县实验小学

张海云（女） 单县第一中学

张新云（女） 菏泽市实验小学

周国华（女） 成武县实验小学

邹道华 巨野县高级中学

省直

郑廷伟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田明泉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宋连义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韩际清 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孔令鹏 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李家栋 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王秀玲（女） 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刘爱华（女） 山东省实验小学

郭玉村（女） 山东省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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