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审总分 平均分 排名 所属市州 学科优势 校（园）长 首席导师 名优教师

1 张掖市青西中学 543 90.5 1 张掖市
数学，生物，心理健康

教育
王幼华 王幼华

陇原名师1名；省学科带头人1名；省级教学骨干2名；省级
教学能手1名；市级学科带头人9名；市级教学骨干12名；市
级教学能手省2名；省园丁奖获得者2名；河西学院兼职副教

授8名。

2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532 88.7 2 兰州市 音乐，历史，科技创新 张  亭 许  芸
省级骨干3名、市级骨干教师16名，县区级骨干教师19名、
省、市级青年教学能手18名，省市级教学新秀27名，获国家
三级心理咨询师10名

3 平凉市第四中学 532 88.7 3 平凉市 语文，数学，物理 李自新 袁小淩
省级园丁奖4名，省级骨干教师6名，省级教学能手5名，平
凉名师2名，市级学科带头人10名，市级骨干教师25名，市
级教学能手6名

4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531 88.5 4 天水市 语文，数学，音乐 陈建民 杨尚义

全国优秀教师1人、省特级教师1人、省“园丁奖”获得者5
人、省师德标兵1人、省学科带头人2人、省骨干教师13人、
省青年教学能手7人、市园丁及骨干教师21人，天水市领军
人才1人，天水师院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6人

5 兰州市外国语学校 529 88.2 5 兰州市
英语，德语，法语语
文，数学，历史化学

王延宁 简士文
省级骨干教师4名，省级教学能手5名，金城名师1名，市级
骨干、教学能手22名，教学新秀22名

6 兰州市第十九中学 524 87.3 6 兰州市 语文，化学，体育 丁学廉 卜文华 省市级教学骨干，学科带头人24名

7 兰州市东郊学校 549 91.5 1 兰州市 语文，数学，音乐 朱文龙 朱文龙
特级教师1名,省级学科带头人1名,省级骨干教师6名,50多名
教师获省级荣誉称号

8 甘肃省兰州实验小学 545 90.8 2 省属 语文，数学，体育 杨   桦 杨   桦
特级教师2名，省级学科带头人2名，省级骨干教师12名、省
级教学能手9名，市级骨干教师10名，市级教学能手25名，
省园丁奖2名

9 兰州市七里河小学 543 90.5 3 兰州市 语文，体育，英语 王俊莉 田  燕

特级教师1名，省级学科带头人1名，省级教学骨干6名，省
级教学能手3名，市级学科带头人1名，市级教学骨干9名，
市级教学能手2名，省园丁奖2名，省级师德楷模1名，金城
名师1名，市级教学新秀64名

10 兰炼第一小学 541 90.2 4 兰州市
语文，数学，英语，体
育

朱雪松 朱雪松

国家级教研员1名，陇原名师1名，省级园丁1名，兰州市领
衔名师3名，省级园丁1名，省级骨干教师5名，省级教学能
手2名，省级青年岗位能手1名，市级骨干教师13名，市级学
科带头人8人，市级教学能手3名，市级教学新秀11名，区级
骨干教师13名

11 兰州市安西路小学 538 89.7 5 兰州市 语文，数学，体育,科技 田兰莉 田兰莉
特级教师2名；省级教学骨干3名；省级教学能手2名；市级
教学骨干7名；市级教学能手2名，市级教学新秀11名

12 嘉峪关市实验小学 538 89.7 6 嘉峪关市 体育（围棋，乒乓球） 吴金玉 王巧云
省级骨干教师1名；省级园丁奖3名；市级领军人才1名；市
级学科带头人3名；市级骨干教师11名；市级青年教学能手5
名

  小学
（13
所）

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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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掖市甘州区大成学校 535 89.2 7 张掖市
语文，数学，美术书
法，史地，机器人

高增明 高增明

省级教学骨干3名，省级教学能手2名，市级学科带头人6
名，市级教学骨干12名，市级教学能手4名，甘州名师1名，
区级学术带头人3名，区级教学骨干23名，硕士研究生11名
。

14 平凉市实验小学 535 89.2 8 平凉市
语文，数学，体育，音
乐

田秀梅 宋志亮
特级教师1名，省园丁奖5名，省级骨干7名，省级教学教学
能手7名，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24名

15 天水市实验小学 534 89 9 天水市 语文,数学,音乐 王增梅 丁代生

特级教师3名，省市级骨干教师18名，省学科带头人2名，省
青年教学能手12名，全国优秀教师2名,省“园丁奖”获得者
3人,省师德标兵1人，省师德先进个人1名，市园丁奖获得者
7名，甘肃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1名。

16 兰州市华侨实验学校 533 88.8 10 兰州市 语文,英语 王向晖 王向晖
省级骨干及教学能手3名，市级骨干及新秀16名，区级骨干
及新秀35名

17 酒泉市西大街小学 532 88.7 11 酒泉市 语文，数学，信息技术 王晓兰 赵宏英
特级教师2名，国家级骨干教师1名，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
带头人共49名

18 张掖市西街小学 528 88 12 张掖市 语文，数学，书法 郑  飞 朱军年

陇原名师1名，特级教师4名，省级骨干教师7名，省级教学
能手5名，市级学科带头人2名，市级教学骨干10名，市级教
学能手2名，市级学术技术带头人5人，甘州名师3名，省园
丁奖获得者6名

19 敦煌市南街小学 526 87.7 13 酒泉市
语文，校本课程养成教
育

习尚丽 刘彩玲
省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2名，市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
人40名

20 甘肃省保育院 547 91.2 1 省属
幼儿一日生活常规及养
成教育

孙玉梅 孙玉梅
特级教师1名，省市区骨干教师18名、教学新秀23名，教学
能手11名，优秀教师15名

21 兰州市实验幼儿园 542 90.3 2 兰州市
幼儿早期阅读，艺术教
育，环境布置

刘 志 修利华
省级骨干教师1名，省园丁奖2名，市级学科带头人1名，市
级教学能手2名，金城名校长、名师、名班主任各1名

22 兰州市城关区保育院 538 89.7 3 兰州市
健康体育教学，0-6岁托
幼一体化办院模式，“
爱育”文化

李  雯 郑  名

甘肃省学前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名；市级优秀教师4
名；市级教学骨干1名；市级教学能手1名； 市级优秀教师4
人；市级优秀班主任1人；市级教学新秀10名；区级名班主
任1人；区级优秀班主任5人；区级骨干教师2人；区级优秀
教师18名。

23 天水市第一幼儿园 537 89.5 4 天水市
语言，音乐，健康环境
创设

巨  慧 金  华
省市级骨干教师6名，市级学科带头人1名，甘肃省园丁3
名，甘肃省青年教学能手5名

24 嘉峪关市第一幼儿园 536 89.3 5 嘉峪关市
健康情绪课程，户外体
育器械，分享阅读

张  芹 张  芹
省级骨干教师1名；市级“园丁奖”教师6名；市级骨干教师
2名；市级青年教学能手5名；嘉峪关市名师工作室名师4
名；嘉峪关市幼儿教育工作指导团教师10名

25 张掖市甘州区第一幼儿园 535 89.2 6 张掖市
多元游戏为主体，体验
快乐奥尔夫音乐，养成

优良的礼仪品格
芦秀红 芦秀红

甘肃省学前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名；省骨干教师1名；
省级优秀教师1名；省级青年教学能手2名；市级学科带头人
1名；市级教学骨干2名；市级教学能手1名；河西学院特聘
指导教师5名；区级骨干教师4人，学术带头人3名，市、区
级师德标兵、优秀教师18名。

  小学
（13
所）

  幼儿
园（7
所）



26 平凉市幼儿园 533 88.8 7 平凉市
艺术教学，语言教学，
科学教学

张瑞琪 赵文莉
省级教学骨干1名；省级教学能手4名；市级教学骨干9名；
市级教学能手1名，省园丁奖获得者1名

  幼儿
园（7
所）



备注

“三三五”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四案五环”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一三六”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经”久不息，“权”变无穷为方
法的经权课堂思想初步形成

教育集团化办学

幸福教育

“六助”参与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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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K教学优化设计

“目标引路，边学边练”课堂教学
模式

2014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称号

校本教研模式：课题引领——课例
示范——行动研究——实践反思”

甘肃省示范性幼儿园

甘肃省示范性幼儿园

甘肃省示范性幼儿园

甘肃省示范性幼儿园

甘肃省示范性幼儿园

甘肃省示范性幼儿园
北京奥尔夫音乐培训机构河西地区
研训基地,河西学院学前教育系实习

基地
甘州区幼儿教育研究会培训基地



甘肃省示范性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