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教研〔2022〕12 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佛山市中小学学科

兼职教研员选聘人员名单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为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加强我市学科教研队伍建

设，优化专兼职教研员队伍结构，高质量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指

导工作，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选聘佛山市中小学学科兼职教

研员的通知》（佛山教研〔2022〕3 号）的精神和要求，市教育

局组织开展了我市中小学（含中等职业教育）学科兼职教研员选

聘工作。经评选、审议、公示等环节，决定选聘李霞等 254人为

佛山市中小学学科兼职教研员，现予以公布（名单详见附件）。

附件：佛山市中小学学科兼职教研员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22 年 5 月 6 日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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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佛山市中小学学科兼职教研员选聘人员名单

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小学 道德与法治 李 霞 禅城区环湖小学

小学 道德与法治 黄桂兴 南海区大沥镇沥北小学

小学 道德与法治 秦 勃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伍艳萍 顺德区陈村镇吴维泰纪念小学

小学 道德与法治 陈家维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学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何洁珍 三水区实验小学

小学 语文 李咏莲 禅城区智城学校

小学 语文 蔡阳合 南海区狮山镇联合吴汉小学

小学 语文 杨倩桢 顺德区陈村镇南涌小学

小学 语文 陈明慧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小学 语文 李燕娇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 语文 邓惠凤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小学 数学 邓 睿 禅城区环湖小学

小学 数学 陈小杏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数学 胡新丽 南海区南海中心小学

小学 数学 罗辉英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小学 数学 胡 蓉 高明区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小学 数学 陈惠淑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小学 英语 骆文欣 禅城区环湖小学

小学 英语 范巧凌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实验小学部

小学 英语 詹登超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第四小学

小学 英语 洪奕萍 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小学 英语 谭翠文 高明区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小学 英语 李丽梅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博文小学

小学 科学 黄展强 禅城区石湾第三小学

小学 科学 刘少君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小学 科学 梁由维 三水区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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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小学 科学 谭丽珊 广外附设佛山外国语学校

小学 科学 卢宝生 顺德区乐从小学

小学 科学 陆国兴 南海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 音乐 吴少华 禅城区文华小学

小学 音乐 周 芳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第二小学

小学 音乐 陈 燕 顺德区容桂泰安小学

小学 音乐 刘文娟 顺德区玉成小学

小学 音乐 黎丽君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小学 音乐 禤颖华 三水区西南中心小学

小学 美术 彭嘉玲 禅城区文华小学

小学 美术 何洁冰 南海区桂城街道怡海小学

小学 美术 欧阳强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小学 美术 姜南南 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小学 美术 何少娟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 体育 叶沁洲 禅城区南庄镇河滘小学

小学 体育 王水万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

小学 体育 莫建山 顺德区陈村镇吴维泰纪念小学

小学 体育 何永东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 体育 何伟奇 三水区芦苞镇新乐丰小学

小学 信息技术 张英华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小学 信息技术 赖建强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小学 信息技术 吴照龙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 信息技术 保安璞 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小学 信息技术 王 臻 禅城区镇安小学

小学 信息技术 杜 钢 顺德区西山小学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蔡 虹 佛山市白燕小学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甘海明 南海高新区第一小学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周燕涛 顺德区北滘镇莘村小学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樊华锋 顺德区容桂高黎小学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张秀群 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 梁健霞 三水区下东鲁小学

小学 劳动教育 练小莹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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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小学 劳动教育 林少环 南海狮山镇科技路小学

小学 劳动教育 吴向红 顺德区五沙小学

小学 劳动教育 张永新 顺德区罗沙小学

小学 劳动教育 区燕芳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 劳动教育 何永盛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初中 道德与法治 林瑞容 南海实验中学

初中 道德与法治 莫叶兵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初中 道德与法治 李爵艺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道德与法治 张小慧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道德与法治 梁伟平 高明区明城镇东洲中学

初中 道德与法治 杨彩玲 佛山市惠景中学

初中 语文 邓晓芳 顺德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初中 语文 王志亮 南海区西樵镇西樵中学

初中 语文 廖仲麒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语文 许静怡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 语文 卢嘉昕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数学 梁福新 顺德区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初中 数学 金国年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初级中学

初中 数学 莫焯洪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数学 黎春玉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数学 叶燕霞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 英语 夏嘉琪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初中 英语 庞婉嫦 佛山市惠景中学

初中 英语 蔡海珍 高明区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 英语 罗小红 南海实验中学

初中 英语 谢颖瑜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英语 谭梓婷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物理 许爱群 佛山市惠景中学

初中 物理 陈如兵 南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 物理 黄碧玉 顺德区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初中 物理 符方阳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物理 梁健辉 三水区华侨中学



— 5 —

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初中 物理 邓兴勇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 化学 夏建敏 佛山市惠景中学

初中 化学 蒋 栋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初中 化学 黎仕秋 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初中 化学 陈 徽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化学 田元元 三水区西南中学

初中 化学 吴淑慧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 生物学 吴奶珠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初中 生物学 杨伟玲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生物学 王楸梦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初中 生物学 赖进铭 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初中 生物学 冼稚文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生物学 黄才成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历史 陈秀华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历史 李旭生 佛山市第六中学

初中 历史 陈 广 南海实验中学

初中 历史 康桂萍 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初中 历史 萧乐春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历史 李 娟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 地理 刘传懿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初中 地理 彭文然 顺德区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初中 地理 麦艳娴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初中 地理 谭玉珊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地理 邹国钊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地理 伍 艳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 音乐 纪 欣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音乐 杜建萍 佛山市第十中学

初中 音乐 李 勇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初级中学

初中 音乐 张 怡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 音乐 袁小茵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美术 廖柳弟 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初中 美术 史慧军 佛山市华英学校



— 6 —

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初中 美术 冯燕群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初中 美术 林静文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美术 陈荣添 顺德区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初中 美术 郑平生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 体育 靳 涛 佛山市第四中学

初中 体育 詹 炎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初中 体育 李西鹏 南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 体育 崔家有 高明区荷城街道荷城中学

初中 体育 潘醒忠 三水区白坭中学

初中 体育 钟学平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信息技术 陈玉姬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 信息技术 张 勇 顺德区大墩初级中学

初中 信息技术 李 兰 南海区九江镇华光中学

初中 信息技术 黄浩武 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初中 信息技术 况 旭 顺德区东逸湾实验学校

初中 信息技术 杨 俅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 王兰英 佛山市实验学校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 郭锦华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 麦秀灵 南海区西樵镇西樵中学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 马新新 顺德区北滘镇君兰中学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 吴彩红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 综合实践活动 杨丽贞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劳动教育 凌宏盛 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初级中学

初中 劳动教育 邹绮颜 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初中 劳动教育 陈亚玲 顺德区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初中 劳动教育 梁 锦 顺德区伦教翁祐实验学校

初中 劳动教育 苏世荣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 劳动教育 程丽群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高中 思想政治 潘彩珍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思想政治 罗荣华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思想政治 谭晓冬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 思想政治 高 萍 南海区桂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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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高中 思想政治 周 益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高中 思想政治 姚凤卿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 语文 姜勇军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 语文 何 叶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 语文 刘大鹏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语文 区惠娟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语文 陈绮雯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 语文 韩 莹 佛山市实验中学

高中 数学 李 维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数学 黄伟亮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 数学 李亚青 佛山市第四中学

高中 数学 杨志龙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 数学 朱少卿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数学 陈荣芬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 英语 江碧霞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 英语 陆珊珊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英语 吴 逊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 英语 雷 霜 南海区南海执信中学

高中 英语 敖杏元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高中 英语 黄素勤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 物理 张前平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 物理 李泽林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 物理 段才盛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 物理 胡兴启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物理 陈庆贺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 物理 苏言政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化学 尹国兰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 化学 陈婷利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 化学 高 超 顺德区均安中学

高中 化学 刘 洁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化学 王章宁 三水区实验中学

高中 化学 苏华虹 佛山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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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高中 生物学 刘丽娜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 生物学 黄广慧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生物学 陈 华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 生物学 邵龙国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 生物学 李慧鹏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高中 生物学 张飞文 高明区纪念中学

高中 历史 庞玉姬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历史 蔡文镜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 历史 周新征 南海区桂城中学

高中 历史 张 欢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高中 历史 陈金国 三水区实验中学

高中 历史 张剑茹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地理 宋其正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 地理 夏 杨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 地理 张生明 顺德区均安中学

高中 地理 龚爱英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地理 麦小王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 地理 谭丽平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高中 音乐 石涌志 佛山市实验中学

高中 音乐 姜苏卉 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高中 音乐 钟 华 顺德区乐从中学

高中 音乐 陈 珺 顺德区实验中学

高中 音乐 孙爱国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音乐 邓婉晴 三水区实验中学

高中 美术 潘国新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 美术 蔡坚彬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美术 冯绍忱 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高中 美术 陈伟华 顺德区实验中学

高中 美术 钱继华 三水区华侨中学

高中 美术 李慧波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高中 体育 陈 琼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 体育 古 恩 南海区里水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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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高中 体育 吴 胜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高中 体育 焦 军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体育 刘英建 三水区华侨中学

高中 体育 叶健光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信息技术 董芳芳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 信息技术 梁冠健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 信息技术 陈镜明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信息技术 刘世能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 信息技术 姚淑仪 顺德区北滘中学

高中 信息技术 梁健忠 三水区实验中学

高中 通用技术 李 强 南海区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 通用技术 杜启康 顺德区容山中学

高中 通用技术 梁健忠 三水区实验中学

高中 通用技术 谢原毓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 通用技术 汤 勇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 综合实践活动 张百睿 佛山市荣山中学

高中 综合实践活动 闫灵麟 南海区第一中学

高中 综合实践活动 刘翔武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 综合实践活动 何丽梅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综合实践活动 范爱君 三水区华侨中学

高中 劳动教育 文 静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 劳动教育 陈建鹏 华师附中南海实验高级中学

高中 劳动教育 刘翔武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 劳动教育 汪川瑜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 劳动教育 李唐昭 三水区工业中专

高中 日语 杨诗云 顺德区龙江中学

高中 日语 邵艺婷 顺德区容山中学

职业教育 电子商务 彭翔英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职业教育 机电技术应用 黄桂胜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教育 计算机平面设计 王萌萌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教育 汽车运用与维修 郭建英 顺德区顺德中等专业学校

职业教育 数控技术 罗建新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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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学科 姓名 学校

职业教育 数学 吕德元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教育 英语 郑明瑜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教育 语文 彭小芽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