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白健华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尹正安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督学 六盘水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肖兴燕 政法系主任 六盘水师范学院

2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柏章发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王圣强 黔南师院中文系原主任 黔南师院中文系
2 周崇启 教研员 黔南州教育局

3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蔡瑛瑛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李锦鸣 安顺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 安顺实验学校
2 冉黔鸣 安顺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安顺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4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蔡臻东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孟刚 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 邓文红 教授、院长
安顺学院大学公共体育教学
部主任、体育学院院长

5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戴家华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李光友 校长 桐梓县一中
2 丁  雄 副校长 桐梓县二中

6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丁光琴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李  秀 教研员 黔东南州教科所
2 罗永超 院  长 凯里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7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丁琦琳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谢承卫 副教授、副处长 贵州大学教务处

8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杜宪利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曾晖 副教授、外国语学院院长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张丽华 中学高级教师、教科所副所 毕节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9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封乔周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柳修阳 副主任 六盘水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尹正安 市人民政府督学 六盘水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0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甘义勇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高钦翔 教授、主任 遵义师范学院  学科办
2 石红 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

11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耿明霞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蔺代平 中学高级、六盘水市教科院 六盘水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李亚军 教授、硕士生导师 贵州师范大学

12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韩忠彧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谢  莲 遵义市教科院助理院长 遵义市教科院
2 张兴运 遵义五中校长、书记 遵义五中

13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何昆莲

贵州省中小学幼儿园第二批名师工作室顾问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柳修阳 市教科院副院长 六盘水市教科院
2 刘兴伦 县教研室主任 盘县教育局教研室

14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贺斌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詹孝慈 副教授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2 周 燕 副教授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生物与化
学学院

15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胡连祖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刘文武
黔南民族师院数学系党总支
书记、教授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数学系

2 蒋士萌 党工委书记、局长 贵州省福泉市教育局
16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胡晓红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魏林
安顺市电化教育馆馆长、中
学高级

安顺市电化教育馆

贡和法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正高级
校长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17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蒋家龙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左相平 盘县名师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盘县教育局教研室
2 蒋承宪 校长 盘县板桥中心小学

18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金中新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石红 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

19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兰显芳
序号 姓名 职    务 工作单位
1 代泽斌 铜仁一中教科所主任 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
2 樊厚义 遵义教科院副院长 遵义教科院

3 张翔刚
思南中学校长，中学数学高
级教师

贵州省思南中学

20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冷枫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翁庆北 教授、副院长 贵州师范大生命科学学院

21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李金辉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谢毅 黔西南州教育局副局长 黔西南州教育局
2 黄利君 黔西南州兴义一中校长 黔西南州兴义一中

22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李明健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王振强 原人大副主任 原黔南州人大委员会
2 彭乃霞 教授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23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李时建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杨跃鸣 副所长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
研究所

2 罗永超 院长 凯里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24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李小平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杨跃鸣
特级、贵州省教育科学院高
教所副所长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2 周燕 特级、省教科院中学英语教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25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李晓妮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陈 钧 副主任,教授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外语系
2 杨昌霞 总支书记，副教授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外语系

26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刘波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任保平 校长 黄草教育中心校校长

27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刘海玲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张朝琼 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
2 张慧 中教高级、中学地理教研员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28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刘建国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张丽华 中学高级、副所长 毕节市教育局教科所
2 卢凤鹏 教授、副院长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29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刘湘红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周江菊 教授/凯里学院科研处处长 凯里学院

2 刘  志
中小学高级教师/生物学科教
研员

黔东南州教育科学研究所

30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龙永田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梁灵 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副校长 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2 周燕 省教科院中学英语教研员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31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卢焱尧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刘隆华 特级教师、校长 贵州省实验中学

2 夏小刚 教授、副院长
贵州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
学院

3 杨跃鸣 特级、高教所副所长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32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陆永琍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张羽琼       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
2 邓  华 贵州师大附中办公室主任   贵州师大附中

33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罗绍良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石培新 党委书记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2 吴晓蓉 政治经济系主任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34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马波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汪  际 中学高级/副院长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2 张  慧 中学高级/教研员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35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倪祖红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范国祖 教授、副处长 凯里学院
2 罗福权 中学高级、副校长 贵州省凯里学院附中
3 杨子奇 副教授、办公室主任 凯里学院宣传部

36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欧江南



序号 顾问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谢旌 处长 贵州省教育厅学前处
2 李浩泉 教研室主任 凯里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37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潘素娟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冉  昕 教授 六盘水师范学院
2 任文静 助教 六盘水师范学院

38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彭丽萍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张学杰 贵州省教科院基教所所长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2 张大勇 铜仁市教育局继教办主任 铜仁市教育局

39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彭莹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蔺代平 六盘水市教科院院长 六盘水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朱家彦 六盘水市第一中学校长 六盘水市第一中学

40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冉启国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李凤华 生命科学院院长 遵义师院
2 邓  可 副教授 贵州师范学院

41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申璐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吴俊 教授、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蒋宗智 中学高级、教研员 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42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石琪英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王圣强 原州人大副主任 已退休
2 杨昌霞 黔南师院外语系总支书记 黔南师院

43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石小康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夏小刚 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
学院

2 杨跃鸣 特级教师 贵州省教科院
44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孙旭亮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赖胜蓉 中高、省小学科学教研员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2 夏五四 教授、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 贵州民族大学

45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台桂莲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47 吴俊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48 杨永明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基础教育
研究所副所长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46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唐绍波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张春 副校长 黔东南州民族高级中学

2 董秀红
凯里学院物电学院副院长

凯里学院

47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唐银乔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王璐
小学高级、贵阳市南明区研
训员

贵阳市南明区教师学习与资
源中心

2 袁克丽 副高、贵州省小学语文教研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48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唐再文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杨永明 基教处处长 贵州省教科院
2 石卉芸 教科所主任 铜仁市教科所

49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田芳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何克 副院长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

2 俞国良 心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
50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田仁军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石红 教授、硕士生导师 贵州师范大学

2 廖伯琴
西南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博士生导师

西南大学

51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王灵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柳修阳
特级教师、六盘水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副主任

六盘水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杨敏
中学高级、六盘水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英语教研员

六盘水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52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王茜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王国亮
中学高级、特级、主任、总
监、顾问

贵阳英语实验学校

2 卯银福 中学高级、威宁县教科所所 威宁自治县教科所
53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王文刚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张成权 中学高级、校长 贵州省遵义县第一中学
2 毛朝良 中学高级、副校长 贵州省遵义县第一中学

54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王跃进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吴有富 副校长 遵义师范学院
2 唐文建 所长 铜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55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魏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周详 助理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2 周锡纯 副教授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56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邬江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代泽斌 高级五级、铜仁一中教科所 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

2 邓 华
特级教师、贵州师大附中办
公室主任

贵州师大附中

57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徐永约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王兴华 所长 黔西南州教科所
2 杨兰兰 工会副主席 黔西南州兴义一中

58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许昌玉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袁克丽 副高、小学语文教研员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2 钱燕萍 副高、语文教研员 六盘水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59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杨从霞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黄朝霞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2 袁克丽 副高、小学语文教研员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60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杨光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李华平
四川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
副院长、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

2 杨永明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基础教育
研究所副所长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61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杨光乾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韩忠彧 教师 遵义市第五中学
2 孙大江 教师工作股股长 仁怀市教育局

62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杨和宝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刘  钢 特级教师 贵州省教科院
2 杨凌霄 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兴义一中

63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杨婷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袁克丽 副高、小学语文教研员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2 杨成林
贵州省人民政府兼职督
、校长

六盘水市第二实验小学

64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杨兴文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穆飞 高级 毕节市纳雍县雍熙四小
2 杨兴育 高级 毕节市纳雍县教育局

65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杨永忠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刘  钢 中学高级、副所长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教育科研
管理所

2 张倩苇 教授，博导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
学院

66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杨再华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陈远鸿 教研员 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 张宇敏 综合室主任 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67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叶明洪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李镇译 教授、院长 安顺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 张举腾 中学语文高级、主任 关岭自治县教研室

68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余红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吕传汉
贵州省高中课改专家组组
长，原贵州师大副校长

贵州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
科学学院

2 庄中文 数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安顺学院
69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袁景涛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68 颜宝平 教授、院长 铜仁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69 刘隆华 特级教师、校长 贵州省实验中学

70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袁青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翟理红 教授、副校长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杨先妤 小学高级、幼教教研员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71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袁雨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张海凤 教科所副所长 贵阳市教科所
2 李健年 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贵州师范学院

72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詹忠贤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陈莉 遵义市教科院化学教研员 遵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宋万琚
贵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副院长

贵州师范学院

73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张波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虞均杰
副教授、安顺学院外国语学
院总支书记

安顺学院外国语学院

2 支 敏 教授、安顺学院教务处处长 安顺学院教务处
74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张冲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梁灵 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副校长 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2 周里理 兴义一中英语教研组组长 兴义一中

75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张克芳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但文红 副主任 贵州省师范大学

76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张 英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代泽斌 铜仁一中教科所主任 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
2 任丽萍 小学数学教科室主任 铜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77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张应新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黄利君 党委副书记、校长 黔西南州兴义一中
2 王甫尤 副校长 黔西南州兴义一中

78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张永泉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谢莲 教研员 遵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杨金平 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

79 工作室主持人姓名：支红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1 黄玲 所长 贵州省教科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