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历任提学使和学务部长、教育司(科)长及教育厅长一览表



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川陕省苏维

埃政权，设立文教委员会，成立了 24

个县(市)的川陕省苏维埃政权，设立

文教委员会，1933 年 3 月 ～1935 年 5

月，两年内更换了 3 次主席。

川陕省苏维埃文教委员会主席一览表



四川省历任正副教育(文教)厅(局)长暨省教委正、副主任及教委领导一览表







一、尊经书院

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四月，洋

务派官僚工部侍郎、丁忧在籍的兴文

县人薛焕，联络官绅 15 人，上书四川

总督吴棠和四川提督学政张之洞，请

求再创办一所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

士”，定名为尊经书院。薛焕等人的请

求，得到清廷批准后，筹款购地，在省

城南门石犀寺旧址(即南校场，现为某

服装厂所在地)修建尊经书院。光绪

元年(1875 年)春天，学校建成，招生开

学。

学生来源由省内各府按比例在有

秀才、贡生等资格的人员中选送，由书

院按人品学问的高下，择优录取。第 l

批学生 100 余人，就是在全省30，000名

学生中选拨的。

尊经书院的经费来源除了拨盐税

公款的盈余外，还有数百亩学田。学

生不交学费，还规定每生每月领“膏

火”银子四两。

尊经书院的负责人实际是四川学

政张之洞，他不仅一手制定了书院的

学规章程(《创建尊经书院记》)，慨然

捐俸购买书籍千余卷，赠送给书院，而

且先后写了《书目问答》和《枧轩语》等

两本书作为办好书院的指导。张之洞

还亲手制定了尊经书院的学规，即《定

志》、《择术》和《务本》等十八条章程。

他还要求学生在经学方面要熟悉《学

海堂经解》；小学方面要学习段玉裁的

《说文解字注》；史学方面要熟悉三史

(《史记》、《汉书》、《三国志》等)。

尊经书院从创办起，历任院长(山

长)均按张之洞的章程、学规办学。要

求生徒必须抄书，以抄助读。并将生

徒们在经、史、词章方面的优秀文章，

刊为《蜀秀集》。

为使生徒读书和参考资料的方



便，尊经书院还专门开设了尊经书局。

先后择要刊刻书籍百多种，几万个版
片。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进士、翰

林院检讨宋育仁担任山长后，组织“蜀

学会”，成立《蜀学报》宣传变法维新。

积极推动编写《蜀学丛书》，同时还刊

印介绍英国议会章程，西方国家的工

商业法规以及教育制度等。

尊经书院前后存在近 30 年，在四

川乃至全国的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的

地位和良好的影响，培养的学生中有

不少爱国志士，如杨锐、宋育仁、吴之

英、廖季平、彭家珍、罗伦、张澜、吴玉

章等。还有骆成骧、徐炯、顾印愚、王

瑞征等文人、学者也都出自尊经书院。

尊经书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经四川总督奎俊奏改为四川省城

高等学堂。

二、锦江书院

锦江书院，创办于清康熙四十三

年(1704 年)。当时的四川按察使刘德

芳，为振兴蜀学，培植人才，在文翁石

室遗址上，重建讲堂斋舍，取名锦江书

院。学生来源在全省内挑选秀才以上

的生员，无秀才以上资格者，均不得入
学。

锦江书院采用北宋熙宁四年

(1071 年)王安石创立的中央太学三舍

之法，实行正课、附课和外课的办法

(正课为正式亨受津贴的优等生，附课

为准正式生，外课为预备生)。学生名

额，初时，正课50人，外课视成绩和正、

附课人员名额盈缺而定，约 20 人，属

候补性质。正课生每月给米1斗5 升，

银一两五钱；附课生减半；外课生在生

活上几乎无津贴和照顾。

清康熙六十年(1721 年)，为扩大

规模，四川提学使方觐又增修讲堂学

舍，扩大招生名额。

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清政府

下令各省进一步明确包括锦江书院在

内的全国20 多所书院的省立地位，并

规定学生的生活费一律由清政府拨给

的学田供给。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四川

总督文缓等又扩大增修书院讲堂，并

增置学田地产，作为生徒的学习津贴

之用。锦江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

容，与其他专攻时文，习考课为主的书

院有所不同，“先经义而后时文”，“先

行谊而后进取”。重视经史、治术课

程，除《古文辞类纂》、《资治通鉴纲目》

等外，《御纂经解》、《性理大全》、《历代

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均为主要学

习内容。

先后主持书院讲学的通儒、学者

数十人，其中彭端淑(清代著名学者)，

李惺等均掌教锦江书院 20 余年。培

养出的学生有当时称“蜀中三才”、“锦

江六杰”之一的李调元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在全国废

书院，兴学堂的背景下，四川总督岑春



煊宣布结束锦江书院。院内师生凡符

合规定条件的，准许转入新办的四川

省城高等学堂任教和肄业，学院的财

产、图书、校具也拨给高等学堂。

三、紫岩书院

绵竹紫岩书院，有 500 余年历史。

由元朝光禄大夫行四川省平章政事赵

世延于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 年)捐资

创办，名紫岩书院。院址在县城北紫

云岩南宋理学家张栻(号南轩)的原读

书堂。书院占地 20 亩，屋以楹计 200

多楹，斋序堂室库庾庖昇，凡书院生徒

所需都齐备。书院各种制度精详，规

模宏敞，皆蜀所未有。

明永乐初(1404 年)，侍郎黄某奉

命将紫岩书院迁到县城东一里南宋丞

相张浚读书地。明嘉靖十五年(1536

年)，重新维修，书院四周绕以墙垣，明

末被毁。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知

事尹渐逵捐薪再修于县署侧，仍称紫

岩书院。设有讲堂 3 间，宿舍 15 间。

清嘉庆十年(1805 年)更名为景南书

院。道光五年(1825 年)复为紫岩书

院。光绪八年(1882 年)知县庄裕筠、

山长杨聪对书院进行培修，设有学习

室、师生宿舍、食堂和张魏公(张浚)祭

祀堂等。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殉

难者杨锐曾任书院教习。光绪三十一

年(1905 年)书院停办，改建为绵竹县

立中学堂。

四、玉环书院

蓬州(今蓬安)玉环书院，由知州

姚莹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倡导

筹建，在当地学官、吏目、士绅共同努

力下获得捐款 9，640 千钱，公元 1848

年建成。设有讲堂、宿舍、山长寝室、

浴室、厨房等。姚莹还用 5，000 多千钱

购买田产，作为山长的酬金、伙食及学

生津贴等费的来源。书院一直办得有

声有色，各种制度甚严，所制定的学规

内容全面，共有戒规十二则，以此督促

生徒在德、才等方面全面发展。王白

与烈士的祖父王葆善曾任书院山长。

五、艺风书院

资州艺风书院，清光绪十年(1884

年)由知州高培谷将栖云书院改建而

成。该院藏书 1．8 万余卷。相继聘蜀

中名儒宋育仁、吴之英、蒲莹、吕翼文、

廖平等来此讲学，州县学子云集，资属

文风因此大变，使该院成为资州最有

名的一所书院。

六、通材书院

简州通材书院，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由知州马承基创立，院址在

今简阳城西街染厂。藏有图书 3 万余

册。聘四川尊经书院的高材生吴之英

(举壬午科优贡生，授灌县教谕)为山

长。该院办学有方，是当时的著名书

院之一。



四川省重点中学一览表











1985 年，四川成立教具分中心。

根据教育部部署，在北京成立教具中

心，在全国五大区设立分中心，四川是

其中一个。这是我国政府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合作周期为

1985—1989 年。项目执行期中，四川

教具分中心开发 159 项约 1500 万元

的幼儿和小学教具、玩具供四川和西

南地区。联合国基金会向分中心投资

25 万美元，主要用于购置设备。中国

方面投资 50 万美元以上，主要用于人

员，土地，基地方面。1985 年初，四川

教具分中心在成都市石室中学校办厂

基础上，由教育厅和成都市教育局投

资 67 万元开始基本建设，同时逐步开

展研制试产工作。到 1988 年共开发

生产中小学数学教具，生物标本采集

工具，幼儿园设备和教玩具等产品共

41 种，生产产值达到 67 ．2 万元，到

1990 年产值达到 117 万元，产品销售

全国 32 个省市地区，在全国同类产品

中有很好的信誉。



四川专业厂及主要校办教仪广基本情况一览表





(一)1956 年四川省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中、初等学校先进教师

名单

申才江 登珍扎巴 蔡邦琼 龚琢璋 张振华 余雪华

(二)1960 年四川省出席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

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中、初等学校先进教师名单

蒋德芳 尧汝芳 陈永福 范启泉 陈其美 张峻德 吴泽济 李显树

冉隆明 傅蜀华 袁丽华 刘才广 李仁惠 蒋林根 罗正直 郭海清

姚芳璞 王清和 李中祥 王高原 唐克剑 吴元璋 陈国柱 陈尤洪

丁正平 廖常怀 李 华 艾秀楩 刘伯惠 冉隆茂 钟裕临 王有莲

魏锡莲 汪淑良 张在银 庞伟烈 何荣书 张辉昆 姚友奎 童 书

杨志哉 土登降措 孙兴哉 廖兴安 何绍策 杨周慎 李发章 王德延

李功立 周石均 刘仁良 黄秀英 李成荣 陈碧森 金先喜 陈世禄

李际唐 夏秉忠 李克莉 谢佑学 泽全孝 扎 西 阿司角 杜金秀

周汝台 刘登万 汪继秀 高茂华 杨让母 周延益 张必闻 蔡邦琼

吕家学 郑大廷 李金容 宋其英 张桂君 陈桂芝 黄文英 许明心

刘期华 岳良淑 李茂华 苟文彬 魏高厚 郑培福 唐智钧 梁如珍

杨惠轩 罗素芳 唐贵安 钟明鉴

(三)1978 年四川省科学大会先进科技工作者(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袁守邦 李铁民 黄功伟 许义忠 吴德修 廖品端 罗绍颖 刘义雄

刘家于 段如山 王建新 陈文炽 沈仕林 赵家福 王光南 徐光培

邬家林 王乐骏 牟元孝 刘联仁 易同培 李汝栋 徐廷文



(四)1980 年四川省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先进单位、劳动模范会

议的劳动模范(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吴正妮 王怀文 丁 玮 袁明芬 杨易丹 官举良 蒋家彬 曹天佐

罗达纯 谢长蓉 石鉴元 黄光彩 熊志远 马家丽 陈蓥瑜

(五)1980 年四川省出席国务院表彰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全国

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大会的劳动模范(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李国兰

(六)1981 年四川省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抗洪救灾模范

(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陈尚永

(七)1983 年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四川省先进代表名单

张煜华(女) 哈培华(女、回族) 吕吉文 韩忠惠(女) 赵墨芬(女)

陈维美(女) 李缵仁 张膺才(女) 张胜利(女) 蔡霞飞(女)

于康宁(女) 付淑玲(女) 刘贵德(女) 熊广绍(女) 严道国 熊崇理

鲁海麟 黄维德 程思泽 干庆邦 方映辉(女) 邱英华(女)

李兆兰(女) 谭万娴(女) 李亨富 李为果 徐济文 徐安秀(女)

邹开诚 蒲发林 赵崇用 唐振壁(女) 曲颐惠(女) 廖正华 刘景星

张家才 余承运(女) 王文君(女) 范方俊 彭月德 李文正 邓成伦(彝族)

(八)1984 年四川省中、初等学校获得“全国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名单

胡永棠 刘五零 袁 芳 张作人 刘文桂 张洪秀 李仁厚 许冠航

仲锡华 李永勤 庹瑶庭 谭正渊 杨琴仙 吴全锐 闵炳华 叶秀芬

张玉仁 谢光华 陈道涐 蒋志进 陈幼华 罗达公 张少科 李宗玉

王周云 吕德智 胡碧芳 王 山 仲萃秀 周 毅 肖惠兰 邓享惠

肖光雍 刘益玉 罗昭维 席志迢 倪学志 张正辉 孙友平 彭孝莹

李芳莉 王清泉 甘淑荣 白凤芹 何银信 邱德华 阴通云 傅淑玲

曾旭英 刘荣桂 欧阳用奇 胡孟华 徐友径 马万鸿 朱勋凤 谢长蓉

林远菊 陈声碧 赵行修 杨 一 彭瑞碧 冯志莲 杨初增 周后芸

汪远宾 倪亚立 程祖识 郑章兴 张宗波 梁 钺 彭丕耀 袁延义

陈蒲芳 任开顺 余 竹 谭显富 李作勇 孙乾熙 李伯英 袁正气

饶学渊 黄 蓁 张炽燊 曾大林 屈九江 张碧光 高淑良 李世文

刘云凤 陈德庄 李佩群 丁成方 刘久凤 吕锡臻 聂杰谋 曹万珍

许志澄 易德秀 梁国琼 梅秀华 王建华 梁林枝 陈昌明 谢春禄



张文珠 杨福廷 沈 烈 赵本钧 徐玉华 陈益国 师兰枝 申典林

陈明旭 罗玉荃 廖世群 谢建文 王典瑞 赵玉铮 何清莲 向喜道

陶宗萍 王保林 唐跃亲 刘宗霞 王文云 龚仕玉 贵以碧 唐先志

李德昌 廖清云 李仕涛 张才富 刘幼兰 邱秀芳 邓仁恩 杨绍清

罗光玉 王应才 舒世星 冯英德 黄兮于 王道清 姜永碧 刘华珍

吴之英 蒋运芳 陈余德 赵成宜 何家瑞 孙成珍 吴中领 黄永英

许克修 卫彬森 李载阳 杨国强 杨仕全 乔文秀 陈玉国 曹树兰

李翠琴 唐素明 江明富 陈裕荣 郭竹勋 陈美权 兰国秀 熊祖芳

何卫清 肖应勤 邓天庆 彭玉湘 戈斯加 蹇寿东 杨东升 多 泽

卓崇熙 卓 玛 赵一明 郑和泽 高江梅 肖星淑 杨华钰 周忠杰

许正模 刘文敖 喇厚惠 拉木则史 刘恩美 欧占中 邓维华 巫立纲

李 芬 陈蓥瑜 赵文德 廖远华 段玉芬 刘世荣 朗 杰 刘厚发

史学如

(九)1984 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的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龚廉光 张作人 谭正渊 胡永棠 刘五零 周永清 黄静炜 张煜华

张玉仁 黄维静 韩忠慧 叶秀芬 李国兰 吴正南 仲锡华 徐安秀

闵炳华 施海华 姚淑清 杨淑蓉 李雪琳 杨绮珊 胡碧芳 王 山

杨建业 丁 玮 王世清 袁明道 况 济 周上立 陈咏榴 王周云

张廷武 周裕民 邓永经 蒋立芬 严道国 何伯贤 邓享惠 刘益玉

陈维美 孙友平 李福萱 肖惠兰 龙于敏 刘永志 周 毅 周美琪

王玉兰 王祖雄 文兰森 黎炳凤 周华溶 钟洪英 杨文钦 王洪德

王瑞嘉 李兴泰 余秉谦 邓明穗 赵多玲 林志超 赵复华 王仕尧

沈 烈 钟尚金 何兆云 赵本均 官晶清 易德秀 李仕尧 张文珠

李明珍 罗培银 闵玉珍 傅家华 余镇堃 罗绎先 林远菊 郑本达

张长学 李学远 杨双杰 蒲发林 戴 勇 毛杨辉 蔺 孝 龙荣发

王宗汉 向宗芬 陶宗萍 王海琼 赵崇用 申 惠 段 政 胡中明

姚 峰 王明康 王应才 董思学 张才富 王学忠 徐仲华 周山民

杨绍清 艾家贵 唐华蓉 王惠琼 彭兴坤 吴中领 李志莹 揭晓兮

李伯英 陈建国 陈智鉴 蒋德明 卓玉筠 施 旭 吕玉勋 毕盛麟

彭达富 沈贞国 吴永娣 袁玉特 杨与齐 邓宗德 陈现和 李遇春

熊崇理 胡安浦 黄汝琴 冉浓书 李学英 石敦智 陶 蓉 金道明

杜特梅 徐怀忠 吴三英 施继龙 唐韩君 贺秋林 张兴作 程思泽



任光明 骆玉芝 余德勤 袁延义 谭显富 田维碧 李文彩 孙治平

樊忠德 周必祥 谭万娴 梁永湘 王安芳 黄纯杰 李亨富

阿兄(藏族) 彭玉铮 林光跃 刘胤和 倪学琴 杨家润 罗建国

张光芝 李学军 孙国祥 何成富 江一心 黄文才 李文正 郑永忠

尚德惠 周荣珍 杨本锡 邓萍影

(十)1985 年省委、省政府表彰的中、初等学校优秀教师名单

苏家麟 王崇昆 商翔飞 舒世群 李治非 刘 鸣 傅先蓉 杨长俊

冯梦月 匡静慧 邹茂林 叶英水 曾令金 刘惠芳 王怀志 吴久先

方文渊 刘呈祥 闵崇斌 蒋宣惠 岳瑞君 周文英 周季牧 周 鑫

吴 蔚 陈尚英 刘辑熙 李学碧 张玉眉 苏光美 彭树银 范文龙

李若微 舒恻心 王 琪 杨世琏 吴兴华 刘毓俊 钟镕玲 贺家杰

黎世清 黄振泉 王嘉兴 王醴泉 叶开祥 唐行庆 金乐宝 吕朝芬

王树泉 杨诗杰 杨大林 周仁濬 王正荣 彭时钿 康大维 李邦伟

皮袭休 李忠良 罗富莉 王华玉 李佐燮 张兴全 蔡春明 陈趣梨

唐建斌 陈国春 傅 平 黄廷祥 蒋家彬 周 碧 潘桂涵 刘逢春

李福明 兰青霞 游绍文 何光列 陆文镕 李必宜 段德凡 邓遂贤

徐绍功 黄清华 赵俊明 张淑和 陈继松 陈华林 徐安琪 刘泽民

韩子渝 谢锡琴 卿德武 曾杨华 沈林娣 李小玲 黄清华 刘明琮

梁大全 胡小曼 谢 华 刘成英 杨必静 刘素云 左开钢 唐名著

张毓松 黄官银 邓素容 陈 琳(重庆市中区景德幼儿园教养员)

陈 琳(重庆第二棉纺厂幼儿园教养员) 蒋录莉 周晓晴 郭克贤

夏胜学 钱德群 王德敏 吴康玉 余从厚 蒋扬威 谭言海 叶永刚

万应琼 朱长寿 刘惠川 刘素辉 薛华伦 张笃彬 黄树威 黄文汉

苏广学 顾永嘉 吴宜宜 崔凤菊 刘志敏 李春发 余华瑯 肖开恭

丁原道 梁仕珍 杨经文 黄声容 江忠明 喜心德 包维芸 马万鸿

彭光坤 王福泰 邓俊杰 刁晓琪 郭德著 邱本义 曾宪思 巫显奇

邓修容 罗明雨 黄安容 张守愚 李万富 蔡九如 郭成友 聂明珠

王光中 朱大容 罗惠群 胡仁方 邱旋英 文伯伦 郭才德 段振乾

邓维湘 杨碧君 陈茂熹 朱俊清 邹才端 黄廷镶 施慰真 屈源沛

雷玉生 林永祥 童传明 朱惠德 刘国梁 晋华田 冯本玉 刘华素

曾惠明 蒋成能 杨世林 刘超良 刘宗尧 黄可春 凌锡英 罗大强

丁荣昌 尤润贤 张伯羽 刘惠仁 帅建中 董子芳 唐光沛 吴祖茂



刘念清 邓菊芳 肖祖华 谭伯庚 李松明 卿显义 罗宗和 王占武

袁建国 李方敏 陈月联 张国正 王敏林 祝正银 章玉昆 冯素兰

张炳文 唐明清 徐宏钧 伍元庭 邓德仁 杨大权 吴秀英 郑淑文

干大纲 王桂槐 段华文 方长信 王学英 赖仕清 张铮雄 吴忠宽

陈星灿 强海忠 郭汉友 谭天知 杨方生 王模瑞 席元勋 张震川

杨昌元 任秀春 杨委全 谢绍群 龚 犍 张翠尧 王开金 杨全雄

罗宏志 张子清 陈茂谱 胡克琪 张宜孜 陈光猛 杨培华 赵纯金

李积昌 王 萍 姚仕成 施越敏 陶远清 吴桂英 俞沛兰 罗宗华

成天一 王之合 王良元 申群正 张淑兰 李明秀 许淑华 吕福康

向 前 黄世述 唐贤凤 王锡昌 张长青 汪品一 熊系志 冯伟伦

陈 斌 任良清 王守澄 陈兴中 尹志虎 毛济忠 刘兴炽 韩准甫

阳先河 陶夏传 任继生 叶 泽 胡国惠 杨佳芳 冯诗嵩 吕沉薰

石涌泉 何有楷 陈述桂 张必军 邓琼兰 方崇义 张怀英 姜平国

袁相舜 彭信言 夏映梅 张延春 陈云兰 杨和荣 何宗信 蒋玉璋

侯宗骐 陈宇庆 李国炯 黄朝义 王昭鹤 叶雅伦 陈新民 曾永旭

艾汝芳 周照明 宋子模 王增强 黄增玉 甘友华 王荣书 李大明

杨 翱 陈德棠 杨贤英 王克华 李光海 李朝友 文良齐 吕子修

陈代富 朱孝君 廖仲辉 向家福 冉纯卿 岳清平 李子禄 王邦明

袁冰梅 陈立权 何斯汶 肖注道 张明钿 斐永华 黄友政 李光亿

黄熙懿 胡海清 何明隆 王廷贵 张孝珍 张荣逖 刘凤佩 王建经

王永列 卢国才 杨干才 陈万斌 凌志雄 黄景浩 王名荣 唐玉如

李 旭 戴荣光 徐若峰 徐鲁瞻 殷林运 谢惠忠 吴仁强 秦为礼

曹庭慧 王正东 朱灼君 田淑铭 汤仲良 唐绍杰 栗 丽 徐大相

梁学富 谭玉山 秦万德 陈振林 叶文光 冯天玉 王浓云 骆美曲

张毅达 刘启超 唐和术 刘光玉 李兴益 张 舜 李铁生 柳云娇

周武华 吴均益 汤绪镒 唐德寿 谭庆芳 张经纹 乔润月 李隆怀

李芝美 黄盛芬 熊章林 张 于 陈群生 何慰萱 程雨初 张建周

杨维英 张福元 卢道华 龚百堪 李如锦 张勇舒 王世忠 薛思进

王崇碧 徐顺庆 冉启锡 蒋开甫 谢崇举 张永庆 周开林 齐富英

李孝忠 冉秀国 高堂奂 成加新 徐孝忠 乐三君 郑本朴 荀全品

张明秋 王银富 许克修 苏国琼 韩光厚 熊式跃 郑启诤 熊志远

赵叔北 田雨松 范嘉碧 周 琼 马丕扬 王广礼 何维坦 欧占中



王大军 肖俊卿 周善国 李培灿 张文珍 孙家乐 雷桃枝 王光国

李佩宁 郑则鸣 王 新 傅金娟 刘加贵 杨 呷 杨秀珍 徐康蓉

王大德 张秀康 多 吉 田 军 扎西旺堆 黄家瑞 杨化春

刘安裕 邓文春 李尔忠 罗开贵 袁纯发 江建中 易 昜 郭时政

宋雏灿 姚大志 刘吉惠 罗显格 王会宽 昂 堂 张裕民 俞德仁

高锡厚 唐 建 张盛莲 陈 刚 童雅俊 褚银余 杨春芬 邱远聪

杨庆兰 李唯放 董淑琴 肖淑英 曹小钦 包德真 左俊臣 张继德

练善金 陈晞朗 刘崇萱

(十一)1985 年获得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的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谢舜琴 许志澄 陈映莲 贺秋林 肖启樑

(十二)1986 年获得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的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冯梦月 帅建中 谯清泰 夏映梅 昂 堂 多 吉 贾古如哈

(十三)1986 年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获得者)称号的

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王永妍 官守昌 万东亮 卢文俊 廖太诚 潘 杰 李兴尤 马本驹

赵文村 邓尚裕 康 侠 傅居太 刘笑胜 姜荣芳 陈一鸣 葛祖铨

李锡荣 熊志远 孙维钧 陈英俊 李忠良 王瑞嘉 贺 芳 廖世华

赵德兴 张相菊 王素华 徐远志 吴文昭 张作润 蹇邦叔 郑尚同

李江游 何春晖 刘先缘 王廷芳 张启荣 卜兴烈 周强渝 梅俐生

陈光初 阎家奕 谢守清 张世银 曾堃华

(十四)1987 年获得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的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吴远高 郭相全 谭明月 姚乃瑾

(十五)1988 年获得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的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邓辉章 张学钊 熊志远

(十六)1988 年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名单

敖锡蓉 冉盛善 罗辉武 李恕刚 贺洪梧 李先和 谢 红 雷文生

张君能 陈德芳 向光宏 廖学琼 邓太妙 苏文钰 王传绪 文碧英

刘诗诊 母桂生 刘万萍

(十七)1989 年获得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的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赵世兰 肖开杰 徐富能 杨毓勋 吕长清 向贤桢 陈家培 刘世安

易敏先 李蜀辉 吴玉祥 巫勤芳 宁长顺 谷裕孚 严巨培 屈享林

任天镛 周万国 周家辅 陈章明 左冰惠 周业永 刘继富 马中原



杨椒纶 余子贤 谢万荣 李升旭 侯远 # 王显友 陈沛章 甘泽伦

周启元 卢文平 郭远珍 陈天海 郑 重 孙训珊 李宗国 胡登良

吴兴涛 周明秀 陈美瑶 张同辉 杨昌发 练善金 谢维义

(十八)1989 年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的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李明英 艾晚霞 尧正文 徐克非 傅成仁 富雅琴 徐泽民 刘建辉

陈大旭 蔡昌荣 周祥礼 孟其祥 郑万清 陈光明 谢征淮 徐永宁

李利荣 阎小雄 张品跃 赵维碧 杨斯琳 杨玉芳 周文良 杨安福

胡桂琼 王信道 徐淑琼 黄贵银 王麟秋 陈俊杰 朱仁容 刘高田

贺玉麟 张奇瑞 古大成 董纪明 胡晓明 刘友福 邹淑贤 张鸿钧

温昌泉 李福燊 奉孝宇 钟天爽 杨宗林 代世忠 田际秋 王光焰

李兴智 郝怀畅 宁顺安 杨仁忠 张誉贤 李光荣 喻才香 曾宪荣

苏崇德 王国成 李德海 周长珊 廖大权 廖怀琨 吉达曲沙 李亚非

赵树年 石伟民 罗宏朗 阳光友 杨守润 赵光太 焦玉凤 何元震

何光琼 姜宝森 王淑德 杨德敏 蔡文成 杨仕才 曹运权 刘丽华

郑金铮 陈远强 卫家裕 陈家瑶 郑先贵 何世汨 任怀兰 马培中

吴明昌 钱宗尧 陈黄甲 舒 蕙 潘泽光 周传兰 陶虹夷 左旭高

李功敏 李新成 曲木烈日 申澄学 蔡荣庄 王彦平

(十九)1989 年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的中、初等学校教师名单

周万国 罗邦安 刘泽民 徐济文 傅秀华 杨莉莉



主 审：王可植 任贵禄

总 纂：任贵禄 纪穑缘

综 述：任贵禄 纪穑缘

各篇撰稿：第一篇第一章，金以钧，第二章，金以钧、梁泽沛，第三章，金以钧、

刘靖东；第二篇，曾令兵；第三篇，廖文璠；第四篇第一章，王真

东、梁泽沛，第二章，王真东；第五篇，易汝奇；第六篇第一章，王能

止，第二章，刘东，第三章，王能止；第七篇，梁泽沛；第八篇，李岚；

第九篇，华迅、张生；第十篇，刘靖东；第十一篇第一章，曾宁波，刘

靖东，第二章、第三章，晏秀新；第十二篇，曾国瑞；第十三篇第一

章，邓华君，第二章，杨明镜、徐永和、李岚，第三章，贺世俊；第十

四篇，江天麒。

附 录：金以钧 曾令兵 鲍明真 邓华君 刘靖东 曾国瑞

图 片：曾国瑞 李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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