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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

中扶促发〔2021〕7 号

关于表彰“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

优秀工作人员的决定

凉山州、乐山市学前学普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华言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是管长远的，必

须下大气力抓好。”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凉山考

察时指出：最重要的，教育必须跟上，决不能再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原国务院扶

贫办、教育部于2018年、2019年先后决定在四川省凉山州、乐

山市启动“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工作，帮助3至6岁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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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的彝族儿童在上小学前学会普通话、养成好习惯。三年

来，在原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和四川省的有力指导下，促进

会组织协调凉山州、乐山市、北京华言公司、北京三好公司精

心开展试点工作，三年共惠及43.6万名彝族学前儿童。第三方

评估结果显示，试点基本达到听懂、会说、敢说、会用普通话

的预期目标，初步养成了讲卫生、懂礼貌、爱学习的好习惯，

试点工作成效明显。一是学普儿童普通话水平显著提升，在园

幼儿和学普小学生普通话合格率均超过了97%。二是学普小学

生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与开展学普前的2018年相比，一、二年

级学生语文、数学平均分提高了20分左右。三是学普儿童初步

养成了好习惯，有效推动了移风易俗。四是彝族地区的师资水

平和教育质量得到提升,有力促进了控辍保学。五是试点得到彝

族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增强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试点工作中，行动各方凝心聚力、携手共进，涌现出大量

优秀工作人员。为弘扬学前学普工作者敬业奉献、奋发有为、

积极进取的精神，持续激发工作干劲，巩固提升行动效果，推

动“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在

凉山州学普办、乐山市学普办和北京华言公司、北京三好公司



— 3—

评审推荐的基础上，经审核和公示，决定授予土比日呷等 260

名同志为优秀辅导员（幼儿园教师），授予蔡娟等 40 名同志

为优秀督导员，授予赵云娣等 50名同志为优秀工作人员。

“十四五”期间，“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将在凉山州、

乐山市继续开展。希望受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

创佳绩，全体学前学普工作人员以他们为榜样，立足岗位，奋

发有为，共同为“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优秀工作人员名单

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

2021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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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优秀工作人员名单

一、优秀辅导员/优秀幼儿园教师（260名）

凉山州

土比日呷（女，彝族） 西昌市川兴镇普诗乡杉树村幼教点

何阿呷（女，彝族） 西昌市海南街道办事处俄池格则村

梧桐树幼教点

阿加五基莫（女，彝族） 西昌市樟木箐镇斯阿祖村幼教点

李文霞（女，彝族） 西昌市阿七镇九道村幼教点

皇 旭（女） 西昌市安宁镇顺河幼教点

罗阿呷（女，彝族） 西昌市佑君镇巴山五组幼教点

郑慧萍（女） 西昌市太和镇转山村幼教点

阿生五基莫（女，彝族） 西昌市琅环镇白水幼教点

朱伍各（女，彝族） 西昌市四合乡火普幼教点

张盛于（女） 西昌市安哈镇新营村幼教点

庄云月（女，回族） 西昌市红旗幼儿园西溪分园

张鹏飞 西昌市红旗幼儿园花涧桃源分园

周冰倩（女） 西昌市红星幼儿园海南分园



— 5—

王成丹（女） 西昌市红星幼儿园大箐分园

纪在木（女，蒙古族） 西昌市马道幼儿园安哈长板桥分园

李 芳（女，彝族） 德昌县铁炉镇春光村幼教点

兰 燕（女，彝族） 德昌县麻栗镇新塘村幼教点

邱瑶瑶（女，彝族） 德昌县麻栗镇马路村幼教点

卢 翠（女） 德昌县昌州街道昌州村幼教点

张鑫慧（女，傈僳族） 德昌县南山傈僳族乡小南山村幼

教点

刘生霞（女，彝族） 德昌县巴洞镇宽裕凉峰村幼教点

李泽珍（女，彝族） 德昌县热河镇烟坪村幼教点

陈月蓉（女） 德昌县乐跃镇小高中心幼儿园

黄 星（女） 德昌县永郎镇蒲坝村幼儿园

杨世玉（女） 德昌县第三完全小学附属幼儿园

起 迪（女，彝族） 会理县关河镇田房村幼教点

张有梅（女） 会理县新安傣族乡普隆村幼教点

王 会（女） 会理县城南街道大捲村幼教点

张厚群（女） 会理县小黑箐镇白鸡村幼教点

赵开玉（女） 会理县通安镇田磅洪发联合幼教点

李秋相（女，彝族） 会理县黎溪镇中心幼儿园

杨康凤（女） 会理县城南街道南阁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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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云（女） 会理县鹿厂镇中心幼儿园

刘文宇（女） 会理县益门镇中心幼儿园

胡 伽（女） 会理县太平镇中心幼儿园

张宏玉（女） 会东县姜州镇小坝村幼教点

文开莲（女） 会东县鲹鱼河镇小岔河幼教点

宁太梅（女） 会东县江西街乡新桥村幼教点

陈 玲（女） 会东县乌东德镇元宝山村幼教点

龚 玉（女） 会东县江西街乡江西村幼教点

张荣杰（女） 会东县姜州镇建设村幼教点

李 璐（女） 会东县新街镇光明村幼教点

李天菊（女） 会东县嘎吉镇乌龟塘村幼教点

王志敏（女） 会东县铅锌镇小街子村幼教点

解富芳（女） 会东县幼儿园

周宗丽（女） 宁南县竹寿镇红旗村幼教点

刘 翠（女） 宁南县华弹镇中心幼儿园

冯 莉（女） 宁南县俱乐镇中心幼儿园

张 丽（女） 宁南县骑骡沟镇幼儿园

周 玲（女，彝族） 宁南县幸福镇顺河村幼教点

肖 丽（女，彝族） 宁南县新建乡幼儿园

周 霞（女） 宁南县石梨镇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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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文（彝族） 宁南县稻谷乡花椒村幼教点

毛 宁（女，彝族） 宁南县白鹤滩镇六城村幼儿园

银小花（女，彝族） 宁南县六铁镇幼儿园

邓世菊（女） 冕宁县泸沽镇孙水关社区孙水幼教点

谢建梅（女，彝族） 冕宁县复兴镇果园村幼教点

曾启超（女） 冕宁县漫水湾镇玉马山村幼教点

姚 贤（女） 冕宁县泸沽镇王家祠村幼教点

曾文翠（女） 冕宁县泽远镇金星村幼教点

沙国英（女，彝族） 冕宁县彝海镇曹古扯羊村幼教点

纳尔拾古莫（女，彝族） 冕宁县彝海曹古大马乌村幼教点

马 荣（女，彝族） 冕宁县棉沙镇龙家沟村幼教点

廖开菊（女） 冕宁县泸沽镇第一幼儿园

余 燕（女） 冕宁县复兴镇中心幼儿园

赵 颖（女） 冕宁县幼儿园

彭 淘（女） 冕宁县幼儿园

陈 燕（女） 冕宁县幼儿园

袁诗媛（女） 冕宁县幼儿园

文世莉（女，彝族） 冕宁县幼儿园

邱秀芬（女，彝族） 普格县螺髻山镇庙子湾幼教二点

吉木你都（彝族） 普格县雨水乡新光村幼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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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泽么日喝（女，彝族） 普格县螺髻山镇马厂坪村幼教

一点

底莫优各（女，彝族） 普格县螺髻山镇幼儿园

朱朦朦（女） 普格县花山幼儿园

俄底么俄各（女，彝族） 普格县东山乡东方村幼教点

马尔的莫（女，彝族） 普格县夹铁乡幼儿园

勒格日曲（女，彝族） 普格县普基镇新农幼儿园

阿俄有呷（彝族） 普格县瓦洛乡幼儿园

马海五呷（女，彝族） 普格县特口乡幼儿园

土比友火（女，彝族） 普格县普基镇红军树幼教点

沙马阿衣（女，彝族） 普格县沙合莫幼教点

土比么日牛（女，彝族） 普格县五道箐镇幼儿园

吉吾么日洛（女，彝族） 普格县特尔果乡幼儿园

次阿各（彝族） 普格县螺髻山镇小槽河幼教点

阿欧么陈英（女，彝族） 布拖县特木里镇幼儿园

阿尔阿各莫（女，彝族） 布拖县龙潭镇幼儿园

马俊红（女，彝族） 布拖县龙潭镇幼儿园

日勒土杰（彝族） 布拖县俄里坪镇采洛一幼

俄地么比作（女，彝族） 布拖县特木里镇拉达幼儿园

土比么医生（女，彝族） 布拖县特木里镇拉达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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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力子呷（彝族） 布拖县拖觉镇中心幼儿园

吉伍合依莫（女，彝族） 布拖县拖觉镇中心幼儿园

马哥各（女，彝族） 布拖县叶尔幼教点

阿布么阿罗（女，彝族） 布拖县木尔乡幼儿园

吉力么力外（女，彝族） 布拖县拉果村幼教点

阿力日吾（彝族） 布拖县拉果乡阿尔马之村幼教点

彭元会（女，彝族） 布拖县乐安镇幼儿园

潘丽筠（女） 布拖县幼儿园

胡华秀（女，彝族） 布拖县幼儿园

八且史西（女，彝族） 昭觉县城北乡幼儿园

俄的林洋（女，彝族） 昭觉县塘且乡塘且村幼教点

吉布伍果（女，彝族） 昭觉县比尔乡俄尔阿莫村幼教点

阿比牛牛（女，彝族） 昭觉县解放沟镇火普村幼教点

罗 英（女，彝族） 昭觉县三岔河镇幼儿园

莫色子呷（女，彝族） 昭觉县碗厂乡团结村幼教点

石扎布西（女，彝族） 昭觉县特布洛乡特布洛村幼教点

颜德兰（女） 昭觉县支尔莫乡康复村幼教点

切吉金沙莫（女，彝族） 昭觉县四开镇梭梭拉打幼教点

曲木呷呷（女，彝族） 昭觉县日哈乡拉测村幼教点

阿皮伍呷（女，彝族） 昭觉县四开镇洒瓦洛且博村幼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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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伍金尾（女，彝族） 昭觉县沐恩邸社区幼儿园

吉子日呷（女，彝族） 昭觉县昭美社区幼儿园

马佳佳（女，彝族） 昭觉县南坪社区幼儿园

李传琴（女） 昭觉县阿并洛古乡幼儿园

俄地小核（彝族） 金阳县热柯觉中心村则呷幼教点

安晓燕（女，彝族） 金阳县丙底镇丙底洛村幼教点

石一古作（女，彝族） 金阳县天地坝镇东山社区幼儿园

熊 娇（女，苗族） 金阳县春江幺米坨村幼教点

徐道飞 金阳县春江大卷村王家屋基幼教点

董正秀（女，彝族） 金阳县丙底镇依达村中心幼教点

苏呷么里火（女，彝族） 金阳县派来镇唐家营盘村幼教点

阿苦只作（女，彝族） 金阳县天地坝镇圆堡幼教点

吉尔史重（女，彝族） 金阳县务科幼教点

朱 蝶（女） 金阳县对坪镇芦茅林村幼教点

罗 艳（女，彝族） 金阳县对坪镇芦茅林村幼教点

梁 旭（女） 金阳县德溪镇德姑村幼教点

毛金华（彝族） 金阳县洛觉镇马店村幼教点

李 玲（女，彝族） 金阳县芦稿镇幼教点

张志妍（女） 金阳县芦稿镇幼教点

朱子英（女） 雷波县金沙镇乌角村幼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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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克以（彝族） 雷波县千万贯乡马颈村幼教点

鲁古拉正（彝族） 雷波县雷池乡所期村幼教点

张 妍（女） 雷波县中田乡干池塘村幼教点

乔 艳（女） 雷波县永盛镇槽田村幼教点

何 琴（女） 雷波县渡口乡糖房村幼教点

吉拿布独（女，彝族） 雷波县八寨乡联拉村一二三四组

幼教点

朱光芬（女，苗族） 雷波县箐口乡罗汉沟村苗寨幼教点

李 君（女） 雷波县汶水镇马处哈村幼教点

吉模吕且（彝族） 雷波县马湖乡唐家山村幼教点

甲石医生（彝族） 雷波县双河口乡双河村幼教点

黑来阿巫（女，彝族） 雷波县莫红乡莫红村幼教点

吉拿子古（彝族） 雷波县谷堆乡中心幼教点

李马林（彝族） 雷波县西宁镇团尔堡村幼教点

沙 莎（女，回族） 雷波县沙坨乡沙沱村幼教点

吉克阿米（女，彝族） 美姑县洛俄依甘乡新农村幼教点

马海衣作（女，彝族） 美姑县洛俄依甘乡新农村幼教点

洛格克洛（女，彝族） 美姑县洛俄依甘乡阿卓瓦乌幼教点

吉日阿牛（女，彝族） 美姑县巴普镇达戈幼教点

俄木石普（女，彝族） 美姑县巴普镇达戈幼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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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吉基洛子（女，彝族） 美姑县牛牛坝镇由木合村幼教点

曲木金咪（女，彝族） 美姑县牛牛坝镇牛牛坝村幼教点

罗 美（女，彝族） 美姑县峨曲古乡雷觉莫村幼教点

沙马惹西（女，彝族） 美姑县峨曲古乡雷觉莫村幼教点

吉拉娘良（女，彝族） 美姑县龙门乡哈古幼教点

吉拉阿地（女，彝族） 美姑县龙门乡哈古幼教点

吉作金珠（女，彝族） 美姑县洒库乡处火迁村幼教点

曲么知里（女，彝族） 美姑县洒库乡幼儿园

李晓敏（女，彝族） 美姑县洪溪镇依果觉村幼教点

马晓梅（女，彝族） 美姑县洪溪镇依果觉村幼教点

万 霞（女） 甘洛县新市坝镇岩润阿发村岩润幼教点

杨 慧（女） 甘洛县田坝镇中心幼教点

阿衣尔金（女，彝族） 甘洛县田坝镇前进中心幼教点

郑秋妮（女） 甘洛县新市坝镇新民村幼教点

阿呷子以（女，彝族） 甘洛县玉田镇中心幼教点

张运方（女，藏族） 甘洛县斯觉镇尼尔觉中心幼教点

罗明江 甘洛县新茶乡两河村幼教点

阿支莫（女，彝族） 甘洛县普昌镇中心幼教点

周 洁（女） 甘洛县普昌镇石海中心幼教点

陈红玲（女） 甘洛县普昌镇桥边村幼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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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坤（女，藏族） 甘洛县普昌镇地坝村洛留组幼教点

张雪锋 甘洛县海棠镇中心幼教点

阿衣尔扎（女，彝族） 甘洛县苏雄镇阿兹觉村幼教点

阿木子举（彝族） 甘洛县海棠镇蓼坪村蓼坪幼教点

倪 蓝（女） 甘洛县新茶乡九环地村幼教点

马海阿牛（女，彝族） 越西县南箐镇广洛村幼教点

杨 梅（女，藏族） 越西县大花镇斯觉村幼教点

说日伍支（女，彝族） 越西县越城镇大坪村幼教点

汪 娇（女） 越西县越城镇金光村幼教点

邱建英（女，彝族） 越西县五里箐乡达支村幼教点

张玉萍（女） 越西县尔觉镇阿木洛村幼教点

田阿衣（女，彝族） 越西县白果乡白果村幼教点

魏 玲（女） 越西县大花镇瓦尔幼教点

董佳丽（女） 越西县马拖镇中心幼儿园

孟 端（女） 越西县新民镇大营盘村幼教点

为色尔吉（彝族） 越西县普雄镇沙米村幼教点

毛阿梅（女，彝族） 越西县贡莫镇青地村幼教点

邹燕美（女） 越西县幼儿园

蒋 玲（女） 越西县新民镇第一幼儿园

赵 昕（女） 越西县旌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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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古阿弟（女，彝族） 喜德县光明镇中心幼儿园

赵 琴（女） 喜德县贺波洛乡塔普村幼教点

的日阿呷莫（女，彝族） 喜德县光明镇幸福村、新村村

联合幼教点

黑日伍呷（女，彝族） 喜德县鲁基乡中心幼儿园

郭 婷（女） 喜德县冕山镇中心幼儿园

胡文敏（女，彝族） 喜德县且拖乡三呷果幼教点

鲁小静（女，彝族） 喜德县彝欣幼儿园

吉木说铁（彝族） 喜德县则约乡中心幼儿园

肖陈秀（女） 喜德县东沟幼儿园

殷小兰（女，彝族） 喜德县冕山镇洛发村幼教点

胡 蕾（女，蒙古族） 盐源县梅雨镇八家村小河边幼教点

黄 娇（女） 盐源县润盐镇拦河村幼教点

肖登俊（女） 盐源县龙塘镇滑泥村幼教点

喇友母（女，蒙古族） 盐源县泸沽湖镇木垮村幼教点

唐世美（女） 盐源县树河镇石门坎村幼教点

许志芳（女） 盐源县卫城镇打柴坡村幼教点

沙 菲（女，彝族） 盐源县润盐镇合哨幼教点

刘阿甲（女，彝族） 盐源县润盐镇五洞桥村幼教点

马沙丽（女，彝族） 盐源县棉桠镇木邦营村幼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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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佳（女，藏族） 盐源县城南幼儿园

马 佳（女，回族） 盐源县城南幼儿园

李泽珍（女） 盐源县城南幼儿园

徐国婷（女） 盐源县幼儿园

马洪梅（女，回族） 盐源县幼儿园

文建玲（女，彝族） 盐源县幼儿园

扎西央宗（女，藏族） 木里藏族自治县茶布朗镇中心幼

儿园

杨燕美（女，藏族） 木里藏族自治县固增苗族乡小学故

拉幼教点

朱东燕（女，藏族） 木里藏族自治县倮波乡中心幼儿园

孙志兰（女，彝族） 木里藏族自治县屋脚乡瓦坪幼教点

陈永慧（女） 木里藏族自治县乔瓦镇上核桃湾幼教点

卓 玛（女，纳西族） 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纳西族乡小

学益地幼教点

苏 媚（女，藏族） 木里藏族自治县李子坪乡黄泥巴村

幼教点

徐荣美（女） 木里藏族自治县瓦厂镇小学店扎村幼教点

李旭春（女） 木里藏族自治县三桷桠乡高房子村幼教点

扎西祝玛（女，藏族） 木里藏族自治县依吉乡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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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

李贞惠（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荣丁镇新华村幼儿园

吉石里兴（女，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下溪镇金马村幼

儿园

佐凼莉（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大竹堡乡中心幼儿园

拉叶阿牛（女，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永红五马村幼儿园

阿如子石（女，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烟峰镇西安子村

幼儿园

王 霞（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建设镇八一桥幼儿园

余玲玲（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劳动镇先锋村幼儿园

阿彭小花（女，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烟峰镇白家湾幼

儿园

乌尔阿牛（女，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雪口山镇拦马埂幼

儿园

范光祥（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民主镇东湾村幼儿园

彭 红（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荍坝茶叶幼儿园

刘良琼 （女，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靛兰坝龙桥村幼

儿园

罗克牛牛（女，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三河口镇中心幼

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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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心席（女，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苏坝镇中心幼儿园

罗 敏（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水碾坝建新村幼儿园

吕登云（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苏坝镇老峰溪幼儿园

曲模坚坚（女，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永乐幼儿园

勒各曲子（女，彝族） 峨边彝族自治县杨河乡高湾村幼

儿园

张秀英（女，彝族） 峨边彝族自治县白杨乡杨柳村幼儿园

罗阿利（女，彝族） 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中心幼儿园

廖树英（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茗新村幼儿园

陈冰倩（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平等乡观慈村幼儿园

葛佳丽（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红星村幼儿园

李丽婷（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红旗镇四坪村第二幼儿园

张露芬（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红花双桥幼儿园

龙 娟（女，彝族） 峨边彝族自治县红旗镇觉莫村第一幼

儿园

李 静（女，彝族） 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中心幼儿园

李 恒（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镇中心幼儿园

陈建凤（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中心幼儿园

袁 敏（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毛坪镇中心幼儿园

钱 平（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大堡镇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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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彩霞（女） 金口河区永和镇中心幼儿园

耍惹阿金（女，彝族） 金口河区共安彝族乡林丰村幼儿园

万成敏（女） 金口河区和平彝族乡迎春村幼儿园

张晓娇（女） 金口河区和平彝族乡桠溪村鲤鱼浩幼儿园

二、优秀督导员（40名）

蔡 娟（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吉嘉佳（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俄尼伍牛（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沙德美（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郑 舟（女）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杨金芳（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邱晓勇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沈兴梅（女）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朱兴平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张邦巧（女）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代云山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沙马阿日（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石以各各（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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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比妞牛（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马黑马曲（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谢华金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白女姐（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门石洗（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补比日古（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阚晓梅（女）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唐进方（女）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胡茜芳（女）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曲比紫瑛（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阿 兴（女，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邛莫建华（彝族）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阿洛里布木（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马阿呷（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邱木伍牛莫（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阿牛口夫（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呷尔者（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邓 蕾（女）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呷觉安英（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何春燕（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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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咱莫阿色（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阿各呷呷木（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刘荭荣（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马 睿（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沙阿牛（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杨小林（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殷 娟（女，彝族）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三、优秀工作人员（50名）

凉山州

赵云娣（女，回族） 西昌市教师发展中心（西昌市学普办）

白 雪（女） 西昌市学普办

段春丽（女） 西昌市学普办

肖 雄 德昌县学普办、德昌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

杨 兰（女） 德昌县示范幼儿园（德昌县学普办）

陈 静（女） 德昌县教师发展中心（凉山州学普办）

徐玉璐（女，傈僳族） 德昌县金沙傈僳族乡（凉山州学

普办）

郑洪虎 会理县学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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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诗升 会理县学普办

沙阿支（女，彝族） 会理县学普办

杨万树 会东县学普办

王朝荣 会东县学普办

曾 玲（女） 宁南县学普办

赵小燕（女） 宁南县学普办

邹志巧（女） 宁南县学普办

陈荣会（女） 冕宁县学普办

晁 琴（女） 冕宁县学普办

李小红（女） 普格县学普办

李 梅（女） 普格县学普办

胡建华（回族） 普格县荞窝镇中心小学校（凉山州学普办）

余 颜（女） 布拖县学普办

杨 静（女） 昭觉县学普办

吉 祥（彝族） 昭觉县学普办

邱建蓉（女） 金阳县学普办

杨 莹（女） 金阳县学普办

蒋国菲（女） 雷波县学普办

余华群（女，彝族） 雷波县学普办

李燕玲（女，彝族） 美姑县学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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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燕（女） 甘洛县学普办

张龙敏（女） 甘洛县学普办

汪旭锋 越西县学普办

田阿呷（女，彝族） 越西县学普办

苦乐华（彝族） 喜德县学普办

陈明凤（女） 盐源县学普办

庄永春（女） 盐源县学普办

陈 静（女，布依族） 木里藏族自治县学普办

布姆曲珍（女，藏族） 木里藏族自治县学普办

董瑞芳（女） 凉山州教育体育局

黄 静（女） 凉山州学普办

杨文娟（女） 凉山州学普办

黎 曦（女） 凉山州机关一幼（凉山州学普办）

张 琴（女） 凉山州机关二幼（凉山州学普办）

乐山市

余 江 乐山市学普办、市乡村振兴局

熊惠瑶（女） 乐山市学普办、市教育局

罗相东（彝族） 马边彝族自治县学普办

袁真华 马边彝族自治县学普办

向 杨（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学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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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勇 峨边彝族自治县学普办

段晓蓉（女） 峨边彝族自治县学普办

段凤英（女） 金口河区学普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