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郑州市教育局文件  
  

郑教宣外„2019‟52 号  

 

 

郑州市教育局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两创两争”活动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市属事业及各民办学校： 

2019年，我市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持续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省市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

想的时代新风，推动以“创建文明班级、创建文明宿舍、争当文

明教师、争当文明学生”为载体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



 

   —2— 

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

范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更好地推动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经

研究，决定对郑州市第一中学 2107班等 389个班级、郑州市第一

中学 A4103宿舍等 209个宿舍、吴少平等 585名教师、王宗熹等

1074 名学生分别授予“郑州市文明班级”、“郑州市文明宿舍”、

“郑州市文明教师”、“郑州市文明学生”荣誉称号（见附件）,

对 2257名获奖集体或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希望受获得先进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接

再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争取更大的成绩，同时，也希望全市

各学校和广大师生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开

拓创新，锐意进取，不断深化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把“两创两争”

活动引向深入，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郑州市 2019年度“两创两争”活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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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郑州市 2019 年度“两创两争”活动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 

一、文明班级（389个） 

局属、事业及民办学校 

班级 班主任 班级 班主任 

郑州市第一中学 2107 王馨苑 郑州市第五十二中学九（2）班 李彩霞 

郑州市第二中学高三创新（1）班 陈楠 郑州市第五十七中学 2020届 1班 张祥岱 

郑州二中九六班 弓梦杰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九年级 8班 王祥 

郑州市第三中学八年级六班 刘亚晶 郑州市第六十一中学九年级三班 冯戈 

郑州市第四中学九七班 周劲松 郑州市第六十二中学八八班 屈书静 

郑州市第五中学九年级（6）班 吴子健 郑州市第六十三中 2019届 2班 黄晓娟 

郑州市回民中学高二（1） 王蕾 郑州外国语中学 2021届 2班 关瑞 

郑州市第七中学八年级 6班 戚志 郑州市第一 0一中学高二四班 张丽华 

郑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17）班 尹战立 郑州市第一 0二中学高二九班 费媛媛 

郑州市第八中学 2019届 1班 刘颖 郑州市第一 0三中学八（14班） 胡玉婷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2104班 王伟杰 郑州市第 106中学高三二班 李伟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高三五班 李爽 郑州市第 107中学八年级一班 王小华 

郑州市第十四中学八年级四班 李春艳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学校高三（1）班 王慧丹 

郑州市第十六中学八年级二班 郁盼盼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2018级科学一班 郭鹏 

郑州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8）班 李世伟 郑州龙湖一中 2001班 尹向乐 

郑州市第十九中学七十一班 韩涛 郑州市九十九中学九（2）班 刘晓凯 

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2020届 2班 马春平 郑州市盲聋哑学校盲四班 张瑞芬 

郑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2016级 3班 苌雅丽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21届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2班 
廉政超 

郑州市第二十六中学八年级七班 卢长兴 郑州市第十中学 1802 孙克香 

郑州市第三十一中学高三一班 赵显明 郑州市财贸学校 2017级 11班 张丽霞 

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九五班 沈沉沉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17平面设计 2班 李超鹏 

郑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8-4班 朱晓雅 郑州市金融学校经济贸易系 18级 7班 华广 

郑州市第四十二中学 2020届 2班 宋莉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17美术设计 杨素娟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电子商务专业 张宝月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小三班 于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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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级 1班 

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高三（2）班 齐海龙 郑州市教工幼儿园大一班 唐哲 

郑州市第四十五中学九年级八班 曹俊敏 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五四班 方洁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高三（6）班 张亚杰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现代制造系

1822班 
陈文龙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九（6）班 陈惠霞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2017级设计二

班 
贾芳 

郑州市第四十八中学 2021届 2班 王亚菲 
郑州市第四十九中学 2020届八年级五

班 
张帅月 

郑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2020届 6班 王丽 郑州市京广实验学校  高三四班 李亚 

河南省实验中学初一 7班 王鑫 郑州市思齐实验中学高一 2班 张卫梅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一 9班 郭雨 河南农业大学附中九年级三班 石卫东 

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初一 3班 朱文广 郑州爱中学校 高一（6）班 王延航 

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高一 5班 王贵艳 郑州博爵国际学校 2020届 4班 王健 

河南省实验中学英才中学七三班 郝新娜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女中校区 2019届

1班 
郑金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九二班 张娟 黄河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高一 1班 韩李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 1班 董平 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 2019届 4班 袁晓娟 

郑州市桃园中学高二 3班 付振勇 郑州轻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四班 李宏伟 

郑州励德双语学校高二八班 王庆军 郑州东枫外国语学校，初二年级 19班 刘东玲 

郑州惠民中学九年级十一班 刘萍 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 初三 7班 李兴华 

河南郑州建业外国语中学八年级六班 张树新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 26班 马强 

郑州市陇海中学高一 20班 余晓瑜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八年级（11）班 侯慧丽 

郑州市明新中学高二六班 张玉锋 郑州嵩阳中学高一（14）班 李华平 

郑州树人中学高三〃二班 侯晓凯 
郑州中学生学习报社附属学校高三三

班 
朱兰英 

郑州市勤礼外语中学七年级温良班 赵洪鑫 郑州市西一中学初一六班 杜静静 

郑州市明德中学高三七班 陈华 郑州津孚国际学校高二（3）班 刘鹏鹏 

郑州中奥维也纳音乐学校高三一班 王晓娟 郑州领航实验学校高二（七）班 杨文彬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学 8.2 夏柯 郑州啟思中学高二一班 张慧奇 

郑州慧民外语学校 2020届 1班 鲁会永 郑州尚美中学高三 4班 王冕 

郑州市为民高中高二一班 王晓阳 优胜实验中学八（4）班 郭亚平 

郑州女子高级中学高三一班 任军霞 河南省实验小学四四班 李明蕾 

登封市 

登封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三年级（14）

班 
吴 昊 登封市石道乡初级中学九年级五班 孟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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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实验高级中学高三（11）班 钟长新 登封市送表矿区中心小学三年级 高小权 

登封市实验高级中学高三（05）班 时舰兵 登封市白坪乡初级中学 赵利花 

登封市嵩阳高级中学三（04）班 魏向晖 登封市东华镇第一初级中学九一班 王少锋 

登封市外国语高级中学高一（01）班 崔红俊 登封市区第三初级中学九二班 刘鸿洲 

登封中专汽车运用与维修 172班 赖少辉 登封市嵩山路小学四二班 韩改玲 

登封市嵩阳中学八十三班 卢耀辉 登封市滨河路小学四二班 孙慧芳 

登封市菜园路初级中学九七班 马占军 登封市书院小学六二班 王桂霞 

登封市崇高路小学六四班 弋小茜 登封市唐庄镇初级中学九年级五班 宋远航 

登封市商埠街小学六一班 常晓婷 登封市告成镇初级中学七七班 韩瑞娟 

登封市通达路小学二四班 蒋信道 登封市清华园学校九四班 焦俊丽 

巩义市 

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三（15）班 马朝峰 巩义市第四小学四二班 赵香瑞 

巩义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三 1625班 李常喜 巩义市子美外国语小学四一班 翟玲鲜 

巩义市市直高级中学 高二三班 王骊斌 巩义市米河镇第二初级中学八二班 陈伟峰 

巩义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二年级十班 李慧君 巩义市新中镇茶店小学四（1）班 赵珂 

巩义市第四初级中学陇海路校区九二

班 
席秋霞 巩义市北山口镇北湾小学三年级一班 李变利 

巩义市第二高级中学附属外语初级中

学九二班 
张延鸽 巩义市涉村镇第一小学分校五一班 张佳楠 

巩义市紫荆实验学校  七二班 刘丹鹤 巩义市芝田镇蔡庄小学一一班 白景鸽 

巩义市鲁庄镇中心小学四二班 祖莉冬 
巩义市回郭镇第一初级中学七年级六

班 
李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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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 

新密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三十三班 王小勇 新密市实验小学四年级四班 王秋丽 

新密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一三班 鲁何志 新密市实验小学五年级一班 卢巧红 

新密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二十七班 李  根 新密市市直第二小学四年级一班 窦春玲 

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高二五班 韩冉阳 新密市市直第三小学五年级七班 李建华 

新密市职教中心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应

用三一班 
屈耀辉 新密市新华路小学五年级一班 陈军霞 

新密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二四班 刘向阳 
新密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五里店小学

六年级二班 
郭会芳 

新密市矿区中学高二七班 朱春仙 
新密市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七年级六

班 
岳冬梅 

新密市第一初级中学八年级一班 王  莉 
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初级中

学九年级一班 
王利娟 

新密市第二初级中学九年级十三班 韩永杰 新密市米村镇矿区小学六年级一班 宋双彩 

新密市金凤路初级中学八年级六班 罗晓锋 新密市平陌镇初级中学八年级五班 李东奇 

新密市西大街初级中学八年级三班 李彩凤 新密市刘寨镇初级中学九年级七班 任向华 

新郑市 

河南省新郑市第一中学高三 7班 刘源 新郑市观音寺镇初级中学九年级一班 史晓艳 

河南省新郑市第二中学 高三（1）班 李伟 新郑市梨河镇初级中学九三班 胡猛 

河南省新郑市第三中学高二一班 赵振营 新郑市和庄镇初级中学九三班 陶萌萌 

新郑市新郑高级中学 高三（15）班 胡亮 新郑市薛店镇第一初级中学九六班 肖铁峰 

河南省新郑市实验高级中学高二六班 高留锋 
新郑市孟庄镇第二初级中学九年级二

班 
杜改玲 

新郑市苑陵中学八年级九班 张洪军 新郑市龙湖镇荆垌完全小学一一班 李喜玲 

新郑市市直初级中学七十班 王新芳 新郑市龙湖镇东徐完全小学六一班 王贵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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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实验小学六一班 周慧贤 
新郑市郭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年级

一班 
冯慧莉 

新郑市外国语小学 张蕊 新郑市新村镇第一初级中学九二班 敬艳琴 

新郑市第二实验小学四六班 左晓红 新郑市中等专业学校 16财会班 宰华斌 

新郑市城关乡第一初级中学 赵民现 河南省新郑市第三中学高一五班 王海涛 

新郑市辛店镇第一初中九年级五班 李瑞红   

荥阳市 

荥阳市第三小学五四班 卢晓慧 荥阳市第六小学六七班 王瑞娟 

荥阳市龙门实验学校 902班 余新强 荥阳市高级中学 高二（21）班 张伟锋 

荥阳市第一幼儿园中一班 王丽霞 荥阳市汜水镇第一初级中学九二班 韩淑静 

荥阳市第一初级中学九五班 张晓红 荥阳市第二幼儿园中四班 吴  岚 

荥阳市第九小学六一班 苏红霞 荥阳市第一小学二五班   金  果 

荥阳市第二高级中学三（15）班 苟远志 荥阳市第五小学四年级三班 苏盛夏 

荥阳市第四小学六（六）班 王红菊 荥阳市第三幼儿园大四班 陈俊莹 

荥阳市第七小学六一班 秦  萍 荥阳市第四初级中学九（9）班 赵艳霞 

荥阳市实验高中 三（5）班 郝鹏飞 荥阳市第二初级中学九 14班 任玲琴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16（2）班 王晓斌 荥阳市第二小学四一班 陈丽娟 

中牟县 

中牟县官渡镇中心中学九年级七班 董赵庆 中牟县第一初级中学八年级三班 杨芳 

中牟县狼城岗镇第一初级中学、九一

班 
张小志 中牟县第二初级中学 九十二班 陈丽霞 

中牟县平安路学校五年级六班 马慧娟 中牟县第三初级中学九年级十班 姚永刚 

中牟县轩顺街学校  七年级三班 梁敏 中牟县第四初级中学七年级一班 潘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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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牟县姚家镇罗宋小学三、一班 宋芳平 中牟县第五初级中学 九年级一班 周爱兰 

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 1919班 刘  健 中牟县第六初级中学  九年级三班 刘铁楼 

中牟县第二高级中学 1906班 李卫宾 中牟县文明路小学六年级二班 孟玲玲 

中牟县第四高级中学 1901班 李营周 文博路小学三五班 袁丽敏 

中牟县弘毅高级中学高三(2)班 王利强 中牟县青年路幼儿园中三班 孟晓 

中牟县职业高中现代农艺 181班 张爱香 中牟县特殊教育学校康复四年级 胡志红 

中牟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16电信班 曹书刚 中牟县第四高级中学 2021班 张瑞英 

中牟县教师进修学校16秋行政管理专

业 
李占领 文博路小学三四班 黄秀英 

二七区 

郑州市二七区棉纺路小学五年级二班 申林玉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东路小学二年级三

班 
田  园 

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小学五年级三班 杨  锋 
郑州市二七区建新街小学校三年级一

班 
杜诗雨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小学三年级二班 赵  柯 郑州市第九十二中学五年级二班 王雪丽 

郑州市二七区人和路小学四年级二班 张慧超 郑州市第七十四中学高二年级六班 谢懿曦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第二小学三年级

一班 
高颖慧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二中七年级四班 胡  雷 

郑州市二七区铁三官庙小学一年级一

班 
任  慧 郑州市第八十九中学八年级二班 闫  开 

郑州市二七区兴华小学三年级二班 吴红霞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南校区六年级

三班 
王黎娟 

郑州市二七区路砦小学五年级二班 李  亚 郑州市第八十一中学九年级三班 庄  丽 

郑州市二七区春晖小学四年级二班 段华丽 郑州市第二十二中学八年级六班 孟  杰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三年级 3

班 
刘  燕 郑州市二七区全垌小学四年级一班 胡伟东 

郑州市二七区航海路小学四年级一班 宋俊琴 
郑州市二七区外国语小学校五年级二

班 
张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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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陇海中路小学三年级一

班 
杨华洁 郑州市第八十二中学九年级六班 翟春燕 

郑州市二七区兴华小学六年级六班 李红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郑州中学高二九班 殷成斌 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 206班 冯镜璇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中学八

十一班 
殷二丽 郑州高新区八一小学一年级三班 吕莹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中学九

年级六班 
黄贺菊 高新区外国语小学五年级二班 刘蓓蓓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莲花街小学

四一班 
许春洋 

郑州高新区科学大道第三小学五年级

二班 
李政杰 

郑州中学附属小学六四班 徐斐 郑州高新区育林小学一年级 4班 师志勇 

郑州中学第二附属小学一年级五班 师海燕   

管城回族区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二年

级六班 
吴  昱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银莺路小学三年级

五班 
张萌莹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二里岗小学五年

级一班 
姚延娜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回族幼儿园中四班 朱凡钰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二年

级三班 
王宇慧 郑州市第八十三中学九年级二班 石俊晓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回民第二小学五

年级四班 
冉永丽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回民中学七年级八

班 
周梦婷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实验小学六年级

四班 
张彩虹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九年级

三班 
郜丽炜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小学四年

级四班 
唐旭丽 郑州市第二十九中学高二年级四班 李永亮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五里堡小学四年

级四班 
刘  蕾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席村小学二

年级一班 
张龙幸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阳光实验小学三

年级四班 
郭鹏飞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张华楼小学

一年级一班 
刘秀云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二实验小学三

年级四班 
李聪聪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漓江路小学一年级

四班 
刘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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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牧歌小学

四年级四班 
王安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站马屯小学五年级

一班 
平宽阔 

航空港区 

郑州航空港区双楼小学五年级 赵志伟 
郑州航空港区福和希望小学四年级（1）

班 
刘彦欣 

郑州航空港区三官庙小学五一班 张软琴 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 1905班 孟培 

郑州航空港区张庄小学一（三）班 孙丽娟 郑州航空港区外国语小学一年级二班 张艳莉 

郑州航空港区冯庄小学三二班 闫永珍 郑州市第一二一中学九年级四班 康亚培 

郑州市第一二七中学七四班 王文贤 郑州航空港区铁李小学五年级二班 张静 

郑州市第一二四中学九年级二班 王金垚   

惠济区 

郑州市惠济区弓寨小学四二班 赵秋芳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九年级五班 吕英霞 

郑州市惠济区岗李小学二一班 曹露露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五年级一班 马伟亭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九年级

九班 
刘营军 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第一小学四五班 朱彩凤 

郑州市惠济区师家河小学 二一班 武爱玲 郑州市惠济区金洼小学    四年级一班 李志建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六七班 汪辉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八年级六班 王慧峰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五年级一

班 
魏星   

金水区 

郑州市金水区沙口路小学 五年级三

班 
胡甘露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第一小学 六一班 李培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三小学 三年

级三班 
赵浦宇 郑州市金水区纬三路小学 六六班 马艳枝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四三

班 
张黎辉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三年级一

班 
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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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二五班 胡斌 郑州市金水区利智学校 六年级一班 窦艳玲 

郑州市第七十七中学 八四班 景婧倩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第二小学六三班 徐雯 

郑州市第七十五中学 五年级一班 张淑晓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八五班 张丽 

郑州金水区纬一路小学六二班 崔正琦 郑州市金水区新柳路小学六二班 尹航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 四一

班 
牧旭 郑州市金水区优胜路小学 二五班 李红霞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六九班 岳丽敏 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六三班 柴嘉盟 

郑州市金水区工人第一新村小学 四

（三）班 
王玥 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小学六六班 姚永静 

郑州丽水外国语学校 二五班 冉韶华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一三班 李玲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一小学三六

班 
赵萌   

上街区 

郑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高三（8）班 葛丽娜 郑州市上街区新建小学四（2）班 安继峰 

郑州市第一〇〇中学九（2）班 冷慧 郑州市上街区外国语小学五（2）班 曹俊娜 

郑州市上街实验初级中学九（10）班 李卿 郑州市上街区铝城小学六(3)班 席红艳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小学二（5）班 孙丽瑕 郑州市上街区曙光小学六(1)班 王秋燕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小学三（1）班 沙宝琴   

郑东新区 

郑州市第九十三中学八五班 白艳琴 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平小学五三班 邓红伟 

郑州市郑东新区实验幼儿园大一班 姜亚娟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小学五一班 王文丽 

郑州市郑东新区杨桥中心小学六二

班 
马真真 

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惠路第一幼儿园中

五班 
卢路路 

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四六班 程晓斐 
郑州市郑东新区河南大学附属学校二

一班 
吴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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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三四班 张精丽 
郑州市郑东新区圃田乡中心小学二三

班 
朱丽梅 

郑州市第九十四中学八十班 吴善云 郑州市郑东新区永平路小学三二班 陈彩丽 

郑州市郑东新区畅和街小学四三班 朱丽娟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中学八三班 魏倩 

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惠路小学四三班 张玲娟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九二班 刘江涛 

郑州市郑东新区通泰路小学六年级

五班 
张 颍   

中原区 

郑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1905班 刘  永 郑州市中原区回民中学八年级二班 孙明艳 

郑州市第九十中学七年级三班 赵晓锋 郑州市中原区西岗中学七年级二班 宋倩倩 

郑州市第八十中学九（4）班 陈晓静 郑州市中原区育红小学六三班 崔丽娜 

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八年级二班 杨永丽 郑州市中原区育才小学二三班 张  琪 

郑州市第七十中学 九四班 李鹏辉 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五（1）班 冉  欢 

郑州市第六十八中学八二班 杨  旭 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二六班 李  佳 

郑州市第六十六中学九年级三班 陈  瑞 郑州市中原区西岗小学六年级一班 袁鹏展 

郑州市秦岭中学  七一班 郭浩强 郑州市中原区百花艺术小学 程  璐 

郑州市中原区第一中学七四班 董晴丽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第二小学 郭晓靖 

河南省郑州市第二十一中学九年级一

班 
闫俊红 郑州市中原区汝河新区小学 杨俊萍 

经济技术开发区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一学校七一班 朱刘霞 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七年级（6）班 周云霞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能庄小学五一班 路秀英 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八年级（10）班 姚敏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星希望小学四

一班 
苏凡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中学 七 5班 张弯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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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肖庄小学三一班 蒋建丽 郑州经开区第二中学九年级 1911班 郑岩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平庄小学六一

班 
李小强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九年级

四班 
张俊杰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五二班 王莉   

二、文明宿舍（209个） 

局属、事业及民办学校 

学校 宿舍 学校 宿舍 

郑州市第一中学 A4 103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美工 18级 2班

108宿舍 

郑州市第二中学 女生 509宿舍 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 女寝 203室 

郑州市第四中学 415宿舍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6117 

郑州市第四中学 208 郑州市第六十三中学 三省屋 

郑州市第五中学 芝兰楼 419 郑州市第一 0一中学 4217宿舍 

郑州市回民中学 “朝阳”宿舍 郑州市第一 0二中学 女生 407寝室 

郑州市第七中学 2A108 郑州市第 107中学 103寝室 

郑州市第八中学 女生寝室 514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学校 女生 105宿舍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2101班 3323

宿舍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2018级英才二

班 620宿舍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1）班女

生 401寝室 
郑州龙湖一中 531 

郑州市第十四中学 316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21会计一班女

生 205宿舍 

郑州市第十六中学 B319听雨轩 郑州市第十中学 女生 225宿舍 

郑州市第十八中学 秀慧阁 517 郑州市财贸学校 516宿舍 

郑州市第十九中学 201小花园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119寝室 

郑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女生 404宿舍 郑州市金融学校 
艺术 16级 2班

107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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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女生宿舍 407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18幼 1女生

207宿舍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2017级设计二

班男寝 112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1812班 204宿

舍 

河南省实验中学 2533宿舍 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 女生 320宿舍 

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 7611宿舍 郑州东枫外国语学校 
初一（18）班

2504宿舍 

河南省实验中学英才中学 男寝 102 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 4216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女生 503宿舍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高二2305宿舍 

郑州市桃园中学 女生 606宿舍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 
先进和谐宿舍

206 

郑州励德双语学校 206 郑州嵩阳中学 女寝 603 

河南郑州建业外国语中学 308 郑州中学生学习报社附属学校 
312宿舍（男

生） 

郑州市陇海中学 415宿舍 郑州市西一中学 女生 409宿舍 

郑州树人中学 
女生宿舍 505

室 
郑州津孚国际学校 

4号宿舍楼 4

单元 202 

郑州市勤礼外语中学 201宿舍 郑州领航实验学校 4#435 

郑州市明德中学 308宿舍 郑州啟思中学 308宿舍 

郑州慧民外语学校 606寝室 郑州尚美中学 
高一 7班 401

宿舍 

郑州市为民高中 2302 优胜实验中学 
七号楼 305宿

舍 

郑州女子高级中学 
404宿舍（缘

梦园） 
郑州爱中学校 男生 302宿舍 

郑州市京广实验学校 
高一 8班 312

宿舍 
郑州博爵国际学校 625幸福之家 

郑州市思齐实验中学 409书香雅舍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女中校区 304宿舍 

黄河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4号宿舍楼北

418 
郑州市电力中等专业学校 1号楼 224 



 

   —15— 

登封市    

登封市第一高级中学 女寝 215 登封市颍阳镇初级中学 文明之星 

登封市实验高级中学 女寝 514 登封市君召乡初级中学 女寝 307 

登封市嵩阳高级中学 男寝 215 登封市石道乡初级中学 女寝 305 

登封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博贤阁 登封市大金店镇第四小学 114宿舍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 女寝 405 登封市唐庄镇初级中学 女寝 301 

登封市卢店镇中心小学 1014 登封市大冶镇第二小学 舒服家 304 

巩义市    

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追梦家园——

2412 
巩义市市直高级中学 105 

巩义市第二高级中学 女寝 4413 巩义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女 生 宿 舍 楼

1717班 202室 

巩义市第四高级中学 慧美舍—138 
巩义市第四初级中学货场路校

区 

巩义市第四初

中 510室 

河南省巩义中学 
河南省巩义中

学 318宿舍 

巩义市第二高级中学附属外语

初级中学 
男寝 220室 

新密市    

新密市第一高级中学 310男寝 新密市实验初级中学 307 

新密市第二高级中学 B313 新密市兴华公学小学部 402 

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 小小家 
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初级中学 
九一班女寝 

新密市教师进修学校 410 新密市超化镇第一初级中学 
女生公寓 201

室 

新密市职教中心 522男寝 新密市来集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米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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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矿区中学 A516男寝 新密市白寨镇第一初级中学 9501 

新郑市    

河南省新郑市第一中学高一４班 女寝 109 
新郑市观音寺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年级二班 
118 

新郑市第二中学 二（12）班 129 
新郑市薛店镇第一初级中学九

六班 
凤仪轩 

河南省新郑市第三中学高二九班 男寝 414 
新郑市龙湖镇第一初级中学九

一班 
C楼男寝 401 

新郑市新郑高级中学 高三 16班 汇英 409 
新郑市郭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八级一班 
女寝 113室 

河南省新郑市实验高级中学高三

十一班 
男寝 228 

新郑市新村镇第二初级中学八

年级一班 
女寝兰馨阁 

新郑市辛店镇第一初中九年级五

班 
心海居 

新郑市中等专业学校  18应用

2 
203 

荥阳市    

荥阳市高村乡第一中学 女寝 317室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16（1）班男寝

107 

荥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205宿舍 荥阳市高级中学 女寝 106宿舍 

荥阳市广武镇第一初级中学 
九 年 级 一 班 

女生宿舍 101 
荥阳市王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112寝室 

荥阳市高村乡第二中学 303室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1 号楼交通部

17(3)班 613宿

舍 

荥阳市广武镇第二初级中学 温情居 荥阳市崔庙中学 女生 104宿舍 

荥阳市实验高中 
二 年 级 女 寝

223宿舍 
荥阳市王村镇第二初级中学 优雅阁 

中牟县    

中牟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男寝 208 中牟县晨阳路学校 爱的港湾 

中牟县第四高级中学 男寝 130 中牟县轩顺街学校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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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一（4）班 111

寝室 
中牟县平安路学校 女寝 609 

中牟县第一初级中学 男寝 105室 中牟县弘毅高级中学 
高一 12 班 413

女寝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男 206 中牟县第二高级中学 女寝 202 

中牟县第五初级中学 男寝 319 中牟县特殊教育学校 培智 305宿舍 

二七区    

郑州市第八十九中学 201 郑州市第八十二中学 105 

郑州市第五十三中学 120 郑州市第十三中学 103 

郑州市第五十三中学 218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一中 304 

郑州市第七十四中学 102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一中 301 

郑州市第七十四中学 310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二中 101 

郑州市第七十四中学 519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二中 203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郑州市第三十七中学 北 1-113 郑州中学 雅舍(245)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中

学 

81111 寝室云

葵之家 
郑州中学 男寝 152室 

郑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411   

管城回族区    

郑州市第八十三中学 401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六中学 梦想宿舍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 310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三中学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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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 407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六中学 温馨之家 

郑州市第二十九中学 女生 413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三中学 208 

郑州市第二十九中学 女生 402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二中学 女生 205宿舍 

航空港区    

郑州市第一二九中学 女生 312 郑州市第一二二中学 男寝 309 

郑州航空港区博雅小学 男生 304 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 417 

郑州市第一二六中学 女寝 108   

    

    

惠济区    

郑州科技中专 女生 305 郑州市惠济区第六中学 静志居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男生 427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101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女生 508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105 

郑州市惠济区第五初级中学 201宿舍 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女寝 316 

金水区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德馨 115 郑州丽水外国语学校 315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115 郑州丽水外国语学校 309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108 郑州丽水外国语学校 519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316 郑州冠军中学 Fighting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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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丽水外国语学校 311 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 423宿舍 

郑州丽水外国语学校 509 郑州丽水外国语学校 女生 502宿舍 

上街区    

郑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芳华雅室 208 郑州市第一〇〇中学 7#306 

郑州市上街实验高级中学 
怡心公寓 301

室 
郑州市上街实验初级中学 静雅居 

郑州市第二外国语中学七（2）班 505   

郑东新区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 6105 郑州市郑东新区豫兴中学 八二悦馨阁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 6205 郑州市第五十四中学 女生 118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 5235 郑州市第五十四中学 男生 316 

郑州市郑东新区豫兴中学 八二闻知轩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 413 

中原区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231宿舍 郑州中原区特色实验小学 六五班宿舍 

郑州市中原区回民中学 卧龙居 216   

经济技术开发区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一学校 轩缘阁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51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中学 307 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 511（滢水阁）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中学 女生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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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教师（585名） 

局属、事业及民办学校 

吴少平 李苗 郭薇 李永亮 吴文伟 徐宏杰 李畅 

钱丽娟 罗中龙 李三群 侯蕊 李应峰 高霏 和  欢 

刘娜 徐瑞丽 卢婷 尚姗姗 李传斌 姜红 刘翠丽 

张景红 万双盈 李严行 任德亮 张茜楠 李莉 孟秋燕 

王洁洁 赖欣 刘倩 樊玉洲 孟园园 丁婵娟 刘重隆 

孟坤燕 李桢桢 王建芬 李 辉 李得亮 周高萌 王肖利 

彭方林 王娜 刘晓庆 史慧兰 来松涛 肖坤 白圆圆 

陈莉莉 朱开峰 姚芳 姚孩 卢复敏 刘敏 刘俊亮 

曹景福 刘静 徐红杰 王琰珂 赵盼盼 何亚芬 王娜 

谢京川 张晓娟 刘玮娴 王敏 徐俊英 曹丽艳 石磊 

贾爱萍 张宇翔 申亮 孟豪 石晓姝 许亚雅 邵朋威 

王  磊 王庆 娄菊红 杨晶晶 张文捷 王伟 李京燕 

侯培芬 李静 李竞川 蔡雅静 崔苏醒 彭湘芳 曹宁 

汪滨 毛明智 张东梅 杨洋 张宇翔 王玉歌 杨向娜 

栗宏燕 程媛媛 曲思琴 齐贝 曹涛涛 韩志国 武文文 

彭静 万娟娟 周佳佳 聂建亮 刘爱萍 贾新霞 薛玉敏 

贺清华       

登封市 

李丹华 赵益婷 李会娜 杨晓东 申浩楠 李占国 梁巧丽 

司红涛 郭军魁 梁俊丽 张亚楠 王继锋 蒋占军 弋红丽 

黎杰光 雷西强 王晓辉 李可飞 郝海霞 杨雅婷 赵志伟 

梁跃玲 申晶晶 赵晓阳 李海燕 贾沛瑞 宋淑峰 冯秋明 

秦小玲 康金芳 何晓鹏 方会丽 冯小香 席海涛 邓慧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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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登基 张伟霞 吴朝帅 贾淑丽    

巩义市       

雷学武 张海洋 贺爱峰 郝世昌 孔维维 郝鹏华 郝劲昊 

李  赟 王忠良 李静雅 李杰涛 李会娟 王其朝 牛伟利 

李开科 林晓阳 李小艳 赵紫贤 李博 李新建 王艳艳 

张 溢 杨金立 崔晓娜 康洁 张松霞 宋笑萌 李保东 

郝晓瑞       

新密市       

刘炜丽 郭艳红 张福涛 冯梦梦 李慧霞 樊方方 王  路 

李巧娜 宗  玲 程建枝 文卫敏 朱建华 郑瑞玲 王文娟 

宋亚琼 谢江赢 马国强 张令军 马淑玲 陈春冉 李项英 

陈建勋 范俊朋 李长江 阎晓青 郭卫民 崔要娟 张志刚 

李丽娜       

新郑市       

宗莉军 王晓颖 吕小变 时春霞 韩金星 王志义 杜晓飞 

张建林 李晓军 郭幸福 张彩莲 邱巧萍 王保伟 张超玲 

张亚萍 王乐 冯志敏 李会琳 王星 乔晓利 李晓鹂 

李鹏飞 王琳琳 冯爱芳 王建设 闫丽丽 刘惠阁 陈想 

司亚娟 李艳红 吴改平 王芳萍 贺丽敏 高德欣 屈圆圆 

郭新玲 赵俊伟 张军增 沈小伟 常小燕 邓海花  

荥阳市       

牛艳丽 吕明明 柴利平 席晓燕 王西兰 王青霞 王丽卿 

张建英 刘晓燕 李素玲 王  娟 王秋敏 贺向飞 王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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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津凤 王颖霞 范红宾 李慧萍 刘 洋 穆艳红 李玉宾 

陈银科 司慧芳 刘  雨 马月红 张丽杰 王丽君 孙炎彬 

中牟县       

娄源芳 张变景 周伟华 张会香 孙记兰 姜炎焱 王香香 

张莹 韩爱景 张俊 李军强 李艳华 陶莹 李磊 

付圣瑞 杨善晚 张慧敏 韦艳丽 冉会敏 梅喜会 马杰 

马爱杰 李杰 赵珍珍 李梅花 赵瑞 王伟亮 黄灵芝 

张伟莉 姚志勇 张璐 马艳利 郝胜霞 张新英 王敬环 

樊青霞 杨磊 冀聪聪 刘莉莉 袁俊荣 张可  

二七区       

刘  硕 荆王磊 徐爱霞 沙郑汝 李杰恒 崔旭东 李  芳 

任晓洁 魏辛苗 何兰兰 张瑞君 李姗姗 张朝阳 戴  鑫 

张  雪 李晓蕾 韩  凯 王静娟 祁  媛 王立新 李  媛 

冯治波 贾艳红 蒋向阳 马骁博 王  露 高  静 沈雅芳 

席  悦 韩  雪 阎伟萍 武磊    

高新区       

李晓宇 杨婕 张晓琼 李妍 张玉森 李静 张丽娟 

毕丽霞 唐冉 王长江 李依婷 王竞 赵艺帆 张娜 

汪春蕾 杨玉春 苏琳婧 张玉丹 李相儒 赵志娟  

管城回族区       

范书莉 克  静 王金朋 耿桂兰 郑玉洁 范誉今 张  鲲 

张  艳 韩亚琪 于瑞华 方  楠 葛  琦 王  利 李梦霞 

史新枝 邵新栋 毛小慧 荆建博 马建功 张鲲 胡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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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漫 马红燕 王耀辉 遆亚娜 李  俊 魏志英 董喜军 

郑甜甜 郭坤杰      

航空港区       

王  敏 史  凌 鹿郅伟 常露文 宗春丽 张  静 刘庆云 

赛  鑫 韦  欣 王红军 杨丽丽 李玲莉 高卫平 苏  夏 

张有坡 胡留岚 王  芳 赵瑞霞 孙  英 韩焕婷  

惠济区       

黄玉驹 张英丽 刘胜楠 陈丹丹 刘静 关红燕 王保丽 

毛彦伟 黄静 马小艳 王海峰 杨霄 陈保平 张国峰 

朱瑞瑞 王亚鸽 赵莹莹 孟小静 王伯焱 杨桂芳  

金水区       

于洁 丰晓兰 崔明儒 王玉平 陈伟伟 陈洁 王强 

宋璟 王萌 赵薇娜 陈伏龙 李顺战 宋伟琴 袁惠玲 

陈丽霞 高岩 李广英 郭秀敏 弓淑惠 孙雪 宋妤茜 

马丽 董利敏 屈园园 李虹 郑雯 彭婷 焦憬 

付晓楠 肖青青 常亚琳 任珊珊 武艳玲 张峥 刘晓雯 

张丽娟 曹丽萍 张郭恒 冯慧超 杨华 王平 赵章瑞 

刘海荣 葛畅 张涛 杨晓媚    

上街区       

迟秋燕 杨铁明 吴欢 时永生 王建勋 王利敏 丁淑娟 

邢建敏 杜会平 魏新丽 卢朝阳 任平 张粉桃 陈华丽 

张丽 蒙利伟 和燕滨 廖桂梅 杨寅凤 王君丽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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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 陈彪 姚增戗 形丽 盛君 刘志华 李莉 

朱玲玲 花帅红 李志宇 孟梦 李冰 魏武军 赵刘朋 

张瑶 王玉 黄丹丹 梁丽红 赵雨 朱瑞娜 马彦丽 

任伟霞 赵路明 常晓萍 张琪琪 孔金香 宋晓琳 马志华 

中原区       

王丽丽 吴  琦 王曼霞 陈 龙 金明惠 罗艳青 赵 华 

梁光涛 于厚生 鲁晓玲                                                                                                                                                                                                                                                                                                                                             陈菲菲 郭春燕 贾  慧 谢俊伟 

郭晶晶 罗  娟 刘辉平 邱建磊 田 豫 王海霞 魏秋璇 

唐玉娇 杨永利      李  姗 陈 艳 冯伟 许海娟 郑耀君 

李霞       

经开区       

石占荣 王丽 秦丽莉 王超 李萌 王艳辉 马密钦 

杨珂 贺瑞仙 杨森荣 武秀玲 张潇君 杨会逢 张学智 

梁英婕 张真 孔志锋 贾娟霞 耿秀 陈秀娟  

四、文明学生（1074名） 

局属、事业及民办学校 

王宗熹 贾涵迪 向天郅 陈昱成 张佳琪 雷心怡 赵天乐 

陈宇昂 王诗桐 刘家骏 薛俊岐 王乙多 毛一茗 李成瑜 

胡宜恬 孙怡菲 王怡宁 徐子迅 邢睿洋 李  卉 李音璇 

刘莹莹 陈露艺 方  鑫 王诗语 刘博宇 宋丽怡 李天然 

孙家琪 王嫣鹤 曾舒羽 黄昱淮 刘心语 郝妍辰 朱蕊 

程嘉硕 卢睿洋 赵钰哲 赵志雪 王淇睿 赵  昱 徐若寒 

孟波 冯晟钊 和靖淇 王冰琪 曾思思 郭诗仪 孙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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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昆鹏 杨马暘 李昊宸 赵乾鹏 龚芫苒 华巍 何宇轩 

李嘉欣 袁乙丹 王  哲 贺冠冠 付隆隆 刘迷佳 王梓铭 

岳雅女 王朝阳 戚颖昊 陈志平 刘梦帆 尚乐文 王雨棽 

安韵颐 史倩倩 阴向辉 杜潇奕 李润泽 王佳钰格 吴书涵 

栗镕宇 康玉静 李笑涵 刘星泽 王鑫蒙 张坤鹏 葛可庆 

麦尔胡兰〃卡

哈尔曼 
胡洋硕 李佳慧 孙雨欣 程一纯 魏怡君 张涵 

卜剑楠 张新彤 王旖彤 常鹏远 王好雨 刘前程 张艺嘉 

彭启迅 任潇莹 李梦瑶 李怡冰 邢心艺 张洪博 万志浩 

王  朔 彭兆晖 赵文博 刘珺怡 李学鹏 周哲宇 王璐 

杨  旭 贺佳明 孙梓轩 尉  淇 张嘉晨 谢宝赓 梁铃艺 

任燕子 彭鑫茹 匡姿瑜 郭晓颖 陈德炜 何振华 薛  雯 

毛景 张笑颜 尼宸源 刘孟圆 郝展 段庚辰 崔荣航 

苏郑 唐嘉泽 汪鹏 常可 王雪淳 赵秭钫 蔡金蕊 

杜宇飞 申思思 张嘉楷 陈逸凡 强如石 李育君 余海龙 

李沛衡 郭屹鸣 杨蕊嘉 张靖宜 廖斯诺 史继旭 孙洁 

梁富珂 戚佳雨 孙永杰 赵姝淇 王梦柯 张迪 厉虹邑 

侯越凡 孟祥真 马一鸣 贾博 李泽 李铭慧 门心茹 

吴艺佳 黄曼玉 刘家宝 刘一帆 冯泰然 吉航 许行健 

董怡皓 张可妍 李沅霏 秦润珂 孙璐璐 吴姬傲 薛腾高 

刘豪杰 刘  通 朱雨晴 仝海洋 岳臣朋 张  浩 牟思睿 

邱敬洋 沙  航 张思雨 张嘉明 毛圆圆 李留杰 刘凯乐 

陈可宇 连运运 乔涵 马亚欣 张延 刚金超 武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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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君 秦理 孙伟 代薏真 王贺葳 常婉茹 李琪欣 

张佳楠 孙申存 李潇杉 赵玉林 赵珂琅 牛忠双 李  青 

蔡家乐 彭博远 赵若翕 司思宇 程东明 武振尧 王帅兵 

李小龙 郭鑫阁 蔡佳佳 张梦晴 曹淼淼 周梦甜 茹天楷 

胡心然 胡予涵 张珈宁 戴嘉雯 苗靖章 张月 姚养正 

李宜展 王启轩 周小奇 尹紫莹 韩栎霖 李依宸 何柳 

李晓蒙 李贝妮 王牧天 张玉娇龙 耿健翔 郝炫鹏 王天佑 

张冰姿 姚熙原 许昉怡 蒋天姿 齐豪杰 温梦乐 李晓璐 

周彦君 王珂珂 丁睿松 方  潇 程颖颖 孙笑丹 朱斌 

张琪 高子瑜 陈冰弦  梁婷 魏琳珊 高艺文 李婉姿 

程浩翔 曲宝融 池沛璐 李昌繁 卢芳 陈月文 张函  

周浩霖 张嘉宁 段一 牛柬舒 郅慧 任子琦 苏钰雯 

王浚 崔  萌 付林涵 代坤 杜青云 何勰 胡锦荣 

王有昊 李卓璇 杨笑冉 党紫薇 王俊志 徐研 李愉姣 

陈弘宇 徐一恒 宋琳欣 王蔚 张思晗 王世民 常天 

甘亲亲 刘邦昌 刘锦豪 董俊豪 刘俊臣 扈汀文 郑亦萱 

冯凌云 王浩然 李颖贤 王谏非 霍倾馨 王静茹 杨书铭 

苏轩熠 贾焜棋 王昊馨 贾寒冰 李睿扬 姚泽昊 王志强 

刘瑜婷 吴浩泽 胡耀丹 王琬琰 刘芊浩 陈伯森 刘馨语 

宋欣樾 贺若芸 张艺佳 任垣铮 王文煜 韩佳璇 张嘉澍 

欧阳啸风 张丁予 郝杨雨 王诚 张博翔 庄博 刘雨楠 

孙祖轩 苗淑晴 黄  鑫 李美璇 李高文 刘肃豪 王一杨 

张依凡 董文举 李文博 李晓文 于路婷 孙宁 董俊豪 



 

   —27— 

刘俊臣 扈汀文 冯朝 杨俊 马婉莹 马雯媛  

 

登封市       

周艺君 焦鑫豪 裴鹏晓 杨治轩 张培贤 曾庆宇 孙慧敏 

刘逸峻 吴  潇 姚皓波 宋  琦 牛弈博 史凯文 李  兢 

赵轩逸 申佳丽 常迎迎 王乐怡 王羽昂 张晨雨 杨梦园 

郑雯文 郭果通 屈子涵 薛皓轩 张冰冰 刘雅豪 冯静敏 

邓笑言 赵一博 刘明鑫 王亚宁 刘怡冉 姜涵晴 董高涵 

刘雨菡 吴嘉明 王科颖 李  楷 岳奕翔 任潇冉 常煜尧 

刘智昊 孟奕聪 王誉颖 宋昕妍 毛润婷 闫鹏翔 孙睿静 

桑华霞       

巩义市       

郅懿瑶 张晗 郑丞妤 魏欣怡 张皓瑞 吴亚东 蔡晶晶 

杨译婷 张怡方 李尚远 张震晗 李金璨 路佳琦 李尚锦 

王乙彤 马  哲 张  莹 张议方 赵启源 白瑞政 张冰彤 

李涵霖 王银哲 葛鑫宇 杨斯琪 薛雨欣 康晨雨 孙溥怿 

武一丹 赵路阳 张美琪 赵楚皓 胡梓骁 张  琛 周汶柯 

赵静怡 李晨瑞 袁玮培 马  赛 郜婧晗 祖子航 李芊莹 

王柯涵 宋炎璇 白嘉琦     

新密市       

刘  洋 韦  一 肖正航 魏  一 孟姚辰 赵雨萌 王艺涵 

牛玉麒 徐凯航 李  升 周要兵 张轩瑜 王海燕 张海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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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昊泽 王  艳 杨雨涵 范佳欣 陈柯睿 马金格 乔鼎云 

苏正熙 曹正青 刘紫涵 张荔涵 丁友岚 王  璐 司天骄 

王璐倩 付翊博 陈政元 李  琳 李姿熠 崔梦瑶 孙培振 

赵艺童 任真莹 冯紫晗 陈  曦 钱路翰 袁晟浩 石丰源 

王镱霏 裴涵旸 张  榆 姚冠彤 尚恒锐 王淼琳 申隆裕 

潘浩东       

新郑市       

王米涵 姚嘉 连莹 李想 王淑敏 樊博闻 胡峥阳 

王  旭 祝庆元 肖今朝 张幸 田怡宁 李飞龙 张雨萱 

王义宁 刘子航 孙格 李道明 王怡轩 刘素丽 李蒙雨 

袁琳雅 朱迪 张佳颖 王颂然 王亦童 刘非凡 杨仕尧 

谢嘉璐 梁旭 张嘉研 王钰铭 董浩然 周世航 常烁 

王怡丹 高嘉仪 荆彤 张子越 贾婉莹 余欣燃 宣利江 

李浩鑫 王艺伽 王怡嘉 冯昱杰 李桢 王亚茹 李笑彤 

宋瑞锦       

荥阳市       

杨璨宇 赵堉立歌 韩艺欣 樊龙飞 王佳贤 崔睿卿 王奕豪 

陈佳栋 王艺茹 郭泽楷 商展瑞 李晨萱 李  璇 王皓瑭 

李雨轩 陈志豪 王欣媛 禹悠然 李梓怡 王玉坤 邢冠彦 

张晓冉 秦梓涵 刘世超 段锦雯 赵晗雪 王浩哲 段心怡 

郑皓夫 张博涵 赵景欣 吴若彤 张翔宇 张鹏举 鲁俊亚 

任奕泽 陈沼宇 程梦佳 平一琳 房逸宸 张祖翔 吴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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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轲芯 马启元 杨克明 闫子寒 黄今贝 杨梓皓 周硕钰 

任心怡       

中牟县       

张胜男 高懿轩 李若冰 张文慧 刘子扬 李晨冬 周静 

王雨真 杜姝睿 程元锦 扶海婷 芦艺佳 王浩然 王雯雯 

校艺萱 卢一迪 陈予鲁 张添胜 潘锦泽 李嘉乐 刘雯清 

刘  畅 朱玲玲 王康 马程航 刘宇彤 潘王婷 任耀辉 

袁嘉怡 李云飞 蔡依婷 朱恒超 闫聪瑞 李文菁 张童鑫 

李姿妍 李雨航 韩一斐 尚腾达 万艾嘉 王嘉豪 杜薇薇 

刘杰 任飞扬 周甲祎 周科举 於萌雅 吴雅雯 刘航 

边艺果       

二七区       

侯思宇 孔韵哲 王婉舒 李若晨 郑冰冰 杨梓萱 冯媛诺 

解璐阳 石玺宁 李宝璐 贾子千 袁馨愿 余颜希 郭子怡 

李儒豫 宋依阳 田梦瑶 宋赵天乐 张宇瑶 闫秉玺 张恩祈 

刘赵子贺 王豪杰 王志清 许博涵 聂子越 李心洁 陈雅楠 

郭力铭 王文镭 张向乐 陈  蓓 郭靖汝 李锦钰 时思齐 

刘梓璇 李姝睿 高顺凯 王熙源 陈  钰 董心怡 刘兰馨 

陈向阳 任新萌 高奕涵     

高新区       

钟林彤 段浩冉 韩浩琰 马易菲 付法源 杜佳俊 郭一涵 

夏墨皙 董旭峰 司维 程呈成 白凯心 田紫东 岳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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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歌 梁悦嫣 贾明铄 赵宏锦 杨奥飞 陈墨涵 陈玉颍 

王刘卓尔 王林繁 赵凌一 王小北 吕佳鑫 王张宁 郭肖威 

巩晨旭 张悦文 丛雪龙 郭佳乐 刘静怡 古晴 卫恒妍 

管城回族区       

董志阔 宋一婷 刘冉钰琪 张铭喆 宋艺铎 李文静 祁佳颖 

何玥婷 余菱菱 姜一格 张璐瑶 巴悦然 刘一丁 邹云旸 

郭梓航 何子墨 王茜夕 刘  翔 朱怡凝 杨博涵 张怡斐 

王祎铭 徐  克 王家乐 耿诗雨 安森昱 马沂彤 柴瑞琦 

魏海峰 王峻杰 王筱梅 盛一涵 白会玲 李浩楠 张琳佳 

施  孟 木歌远 刘  旭 李俊平 史培森 胡智杨 朱静逸 

王曼卿 李易晗 徐傲然     

航空港区       

肖建玉 亓艺星 张  熙 王佳乐 邵迎珠 耿明义 单丽莹 

刘丰硕 耿帅军 冉丰胜 樊涵硕 胡壮壮 王  涵 乔建萍 

屈楚涵 张轩铭 冯金苹 邢翔宇 王冠翔 李凯文 郝思雨 

张亦菲 李锦灏 左留蒙 张乐星 王昱轩 张依婷 张怡君 

司靖远 李嘉怡 吴奕萌 杨建勇 李璟灿 王婧研 薛子尧 

惠济区       

韩天宇 王忆文 赵晟翔 席婉婉 王香月 刘满 罗佳熠 

逯通 孙资汇 罗雅兮 辛姝宇 姚优冉 喻秦莹 刘宝怡 

田一鸣 黄瑾灿 张博涵 张文妍 李孜莹 郭金月 王羿华 

杨勇超 吴 珂 孙羽萱 邵启航 范子涵 赵言诺 张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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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佳怡 翟臣浩 赵开闻 张烨廷 李得可 范嘉晨 张熠珂 

陈思菡 刘文博 王苡萱 宋逸涵 李欣格   

金水区       

马熙韵 臧英泽 郑泽朴 李笑怡 张一凡 朱子轩 崔宸宇 

邢翕婷 吕海宇 张昱霖 李明扬 孙东琦 崔露 张玥琦 

巴澜清 黄伊宸 黄思源 胡译文 陈佑威 窦浩元 乔文轩 

郝梓羽 刘钟祺 贺子衿 牛卓予 崔煊宜 李心 杨灿 

窦涵淼 李佳怡 冯弋可 陈彦然 余沈豫 王智慧 任家欣 

彭湃 王烨梓 蒋卓希 赵一涵 陈姝蕊 李嘉豪 王炫潼 

谢雨辰 张伊萌 侯芮祎 李芮铭 王昕乐 李俊哲 许若琪 

王美燕 宋佳音 赵梦迪     

上街区       

何佳琪 张文静 高贤显 张馨予 郭  筱 路梓涵 赵煜格 

禹泊沣 吴宇杰 付浩泉 戚子乾 刘灿瑜 朱育莹 任璟轩 

蒋昀珊 潘克柔 谢雨欣 周若惜 邓皓泽 张茗棋 隋艺凡 

张涵玥 皮文翰 梁刚维 何思凝 季江睿 江山水青 胡宜鸣 

邓宇航 张桓瑜 荣赫然 李妍茹 张桓睿 江山水秀 方淼 

郑东新区       

李明宇 薛童心 赵一博 王欣心 张美琪 张宇航 张子箭 

王锦源 刘芊影 李佳文 李佳轩 任梦蛟 夏琳茜 常作爽 

李晨雨 邢星岩 张伯钰 陈吉祥 姚文涛 马静怡 梁展潇 

刘金灿 杨笑飞 张一诺 王紫麒 白子慧 王婧琪 郝瑞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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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琪 李荟轩 刘路芳 师文洁 张香香 周宇飞 秦晨曦 

张艺源 李木子 马墨轩 杨秋杰 杨光瑶   

中原区       

朱珂萌 蔡铁梅 狄家豪 陈思言 姚  珂 李祥胜 刘诗涵 

袁赫弈 许倩如 李欣聪 王奕鹏 李朝阳 陈安琪 王钰涵 

陈怡霖 宋致轩 王栎燃 王梓灏 胡慧雯 朱笑笑 陈必显 

刘锦雨 温子谊 任悦菡 陈思伊 李庆贤 赵  恒 刘尚佑 

梁宗豪 朱家彤 宋怡乐 李雨轩 山昊天 单亿萍 王若菡 

朱  彤 刘  钰 聂乐萱 田函鸣 楚雨陶 张明轩 王珂欣 

赵佳琦 代志煊 刘一然 赵梦奇 沈祝青   

经济开发区       

王轶晨 贾博涵 蔡雨晓 阴婧雅 赵海福 李卓洋 岳依依 

李梓路 焦子青 张田耘 苗欣然 司琢晴 张子怡 冉菲菲 

马至锦 孟祥晟 杨锦滢 王立涵 孔逸飞 宋一诺 姜继祎 

刘祎轩 邢若伽 陈艺萱 吴佳蓓 莫梦琪 楚骥远 燕子豪 

张智富 常梦帅 张旭阳 范君仪 刘凯悦 陈  希 韩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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