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第 1 页  共 13 页 

郑州百年职校 2016-2017 学年任课教师介绍 

幼儿助教专业课程 

幼儿卫生常识 

赵思红 

郑州幼专附属园幼教中心运营管理园长，国家中级营养师，国家健康食疗养

生师。从事幼教二十年，擅长儿童保健、儿童食养、保育及后勤管理、成本核算

等。郑卅幼专园长资格证培训班讲师，保育培训班讲师;省级示范园评估专家，

曾编写《四季养生食谱》，《保健、保育管理手册》，《后勤管理手册》等。 

 

缝纫 

王文华 

曾在职业技术中专学校美术专业执教十五年，后跟随国内名师学习拼布，擅

长布艺设计与制作。目前在郑州百年职校担任缝纫课程。 

 

亲子课程 

张姣姣 

国家高级育婴师，国家高级感觉统合训练师，早期教育培训师，曽多次参与

早教亲子课程研发与实践培训，培训早教老师 1000 余人，参与督导 40 多所早

教中心教务教学工作。 

 



 

郑州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第 2 页  共 13 页 

幼儿美工 

赵宇 

幼儿园高级教师，国家认证的二级心理咨询师，1987 年毕业于郑州市幼儿

师范学校，1988-1993 年在河南大学教育系学习学前教育专业学习，2008-2011

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学前教育管理研究生课程。现在在信息工程大学第二幼儿

园工作。 

 

幼儿教育学课程 

栾晨 

2007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修教育心理学，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幼儿舞蹈 

冯超凡 

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舞蹈系，毕业后一直从事舞蹈教育工作，现任职于河南

省团校并担任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与形体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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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法课程 

姚鸿 

1985 年毕业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大学艺术系音乐专业，副教授，河南省音

乐家协会会员，一直从事琴法教学工作。2010 年至今在郑州百年职校负责琴法

教学工作。 

 

保育员技能课程 

赵艺敏 

2013 年毕业于郑州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从 2012 年实习至今一直工作

在河南省实验幼儿园，多次获得优秀教育者，个人先进，考核优秀等荣誉称号，

于2016年七月份从生活老师转岗为配班教师。2015年信阳师范学院大专毕业。 

 

儿歌与故事 

谷雨 

2013 年毕业于中华女子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曾从事学前教育工作，

有扎实的教育学和心理学基础。现承担郑州百年职校《儿歌与故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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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设备设施综合维修专业课程 

电学基础课程、电工专业课程主任 

李艳贞 

1988 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论专业。工程师，高级实验师。先后

在郑州欧丽电子集团股份公司、河南新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瑞奇质检设备

有限公司、河南机专，河南工业大学任职。主要担任《电工与电子技术》理论课

和《电工与电子技术》、《电机学》、《电机与拖动》等实验课程。2016 年到

郑州百年职校，担任郑州百年职校电工课程主任，承担《电学基础》等课程。 

 

综合布线课程及多媒体运用与维护课程 

张晓辉    

2012 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博士，九三学社成员。

毕业后于河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任教，河南工业大学——国家电网许继仪

表有限公司联合实验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 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自

动控制、生物电信号分析与处理。 

 

高压电力系统基础知识 

胡冠中 

自 2006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先后在机械工业第三设计研究院

及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从事七年电气设计工作，于 2012 年再次于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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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造，攻读博士学位。2016 年毕业后就职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从事电力相关

教学工作。 

 

Auto CAD 

宋革   

就职于郑州欧丽电子集团技术研发部门，工程师，高级技师。历年参与单位

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工作。长期从事新品开发机械结构图和非标设备设计，精通

AutoCAD 制图，熟练多种 PCB 电路制图软件设计工作。2015 年获得郑州五一

劳动奖章，2016 年获得郑州市第三界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称号。现担任郑州百

年职校 Auto CAD 课程。 

 

低压电力系统基础知识 

刘新宇 

1997 年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工业电器自动化专业。工学博士，副教授，主

要从事工业自动化研究；荣获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首届我最喜爱的老师称号。担任

《自动控制原理》、《交直流调速技术》等课程。 

 

低压电力系统运行与维修 

曹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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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毕业于贵州大学电气学院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硕士，郑州

轻工业学院副教授。一直从事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百年学

校主讲低压电工实操和电工数学课程。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 

张伟 

1998 年毕业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及其应用专业，工程师，先后在广州市

奥特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河南万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鑫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新豫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任职工程部主管、设备部经理，2013 年到百年职

校，承担电工班消防课程。 

 

管工、电焊工技术、综合维修课程 

张振东 

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1986 年至今在河南省团校工作。2010 年至今，担

任郑州百年职校电工专业给排水基础知识、管工和焊工及综合维修课程。 

 

鑫苑物业教学团队 

鑫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美国上市企业鑫苑（中国）置业

全资子公司，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具有国家物业管理企业一

级资质，现为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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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物业服务领先企业。加上全国物业行业 14 强。中部六省排名第一。接管总面

积 5000 万。鑫苑物业的工程师长期担任郑州百年职校电工弱电类课程的教学。 

 

家电维修、电子技术基础 

刘永冈 

郑大机电一体化专科毕业，曾在郑州铁文科技中等专业学校及河南师范大学

新联学院工作担任实习指导教师。开办有河南大河便民服务有限公司。担任郑州

百年职校家电维修及电子技术基础课程。 

 

物业及酒店服务课程 

客房服务 

张利敏 

现任职于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客房部楼层经理，2008 年曾支援北京奥运

会媒体村；荣获河南省服务技能大赛二等奖，工作期间获得河南省接待办、中州

集团《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获得洲际集团“培训大使”荣誉称号。 

 

西餐烘焙 

郑梅 

2006 年毕业于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档案馆员，省团校组织人事

处档案党务工作。2015 年以来担任百年职校西餐烘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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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清洁 

王宇青 

从业五星级酒店二十年，现任职酒店公区经理及部门培训导师，有丰富的实

践工作经验，自 2011 年起教授（环境清洁）课程至今。 

 

前厅服务 

彭敏勇 

2008 年毕业于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旅游英语专业，曾供职于温德姆集团

品牌旗下酒店，担任前厅部经理，现就职美利亚酒店集团。 

 

彩妆 

焦强 

资深化妆师，郑州京尚名家学校高级讲师，郑州洛菲拾花摄首席造型师。具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影楼实战经验，化妆风格唯美实用。曾荣获全国化妆造型创

意十佳，河南省化妆造型十佳。担任中国职业模特大赛形象指导等。 

 

红酒品鉴 

张莎莎 

郑州市凯琳葡萄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凯琳商学院首席侍酒师，葡萄

酒收藏爱好者。2007 年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商务英语专业。2007 年至今，专

业从事葡萄酒品酒与侍酒工作，亲自组织主持的专业酒会达 500 场之多。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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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赴法国波多尔各大酒庄，深入研究葡萄酒种植与酿造。2011 年获得法国

CAFA 高级葡萄酒品酒资格证，2013 年获法国勃垦第品酒师资格。 

 

茶艺 

李艳萍 

1993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律专业。国家一级茶艺技师，河南省茶艺文化交

流协会副会长，茶会策展人，长期从事茶艺教学以及高端茶会策展主持。应邀参

与我国驻外大使馆、孔子学院等驻外机构开展的对外茶文化交流活动，《人民日

报》及多家海外媒体都给予了报道。2010 年至今，担任郑州百年职校《茶艺》

课程。 

 

鸡尾酒调制与服务 

何双强 

2003 年毕业于郑州轻工业学院涉外旅游专业。高级咖啡调酒技师，高级西

点师，美国 ACIC 国际认证中心特聘评委。2004 年参加星级酒店服务技能大赛

获河南省亚军。获河南省技术能手称号，首届技术运动会技术标兵称号。2006

年从事教育培训工作有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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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餐服务课程 

郑州新田美爵酒店教学团队 

郑州新田美爵酒店是由河南新田集团投资、世界知名酒店管理集团法国雅高

酒店集团(AccorHotels)管理，酒店位于郑州市中原新区新田大道 1 号。酒店为

郑州百年职校提供中西餐课程的教学支持。 

 

国学 

王静 

1985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专业。副教授。一直从事青少年理论和团学理

论教学工作。主讲社会学等课程，并在全省各地讲学。2010 年到郑州百年职校，

承担《国学》等课程。 

 

音乐 

郭海亮 

2010 年大学毕业，在校期间多次参加校内外比赛多次获奖，毕业后从事声

乐教学工作至今，2015 年 9 学至今在郑州百年职校任音乐课教学。 

吕茵 

2005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音乐教学工作，

熟悉学生心理并熟练掌握相关音乐教学法。现为河南省团校音乐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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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写作 

郭明真 

郑州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副教授。一直从事青少年理论研究和中等职业教育

管理和教学工作。现为郑州百年职校人生技能课课程主任。担任《应用文写作》

课程。 

 

生活技能、办公文员 

谭卿 

1996 年参加工作一直从事会计专业工作，曾涉及房地产业、服务业、教育

业、零售批发业，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会计师中级职称、注册纳税筹划师资

格证书。现就职郑州百年职校，负责出纳工作。担任生活技能课程的教学。 

 

武术 

汪钊 

2010 年毕业于少林寺塔沟武术学校，曾参加广州亚运会开幕式，获得河南

省武术锦标赛男子甲组少林拳第二名，获得全国大学生健身气功大赛三等奖，河

南省健身气功个人赛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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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健美操 

刘长香 

从事教育 30 年，主要教授体育课和健美操，2010 年起在百年职校做学生

管理工作，视帮助学生成长为最快乐的事情，愿意挑战不同的教育难题。 

 

英语 

王琼 

2011 年毕业于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八级，毕业后一直从事英

语教师工作，熟练掌握英语教学理论和方法。2011 年至今在郑州百年职校担任

英语课程教学。 

余敏 

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在学校从事英语课程的教学。自 2010 年

入职郑州百年职校以来，一直承担电工班英语课程的教学。 

邵智增 

毕业于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英语专业八级，曾担任郑州新东方 VIP 部讲

师。2013 年入职郑州百年职校以来，一直担任酒店服务专业英语课程教学。 

 

计算机 

王洪彪 

1986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计算机专业。副教授。一直从事计算机网络与教学

工作。2010 年到郑州百年职校，担任计算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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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与语言表达、文学阅读 

晋灵君 

2010 年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曾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担任

记者和编辑工作，后在新东方任职，一直专注于语言教学工作。2012 年起在百

年职校参与《普通话与语言表达》和《文学阅读》课程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