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关于公布第三届佛山市中小学学科优秀青年 

教师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学校：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开展第三届佛山市中小学学科优秀

青年教师评选的通知》（佛山教研〔2022〕7号）精神和要求，

经各区、市直学校初评推荐，市教育局组织专家通过材料审核、

现场说课、答辩、初拟评选结果公示等环节，现将第三届佛山市

中小学学科优秀青年教师评选结果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第三届佛山市中小学学科优秀青年教师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22年 6月 7日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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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届佛山市中小学学科优秀青年教师名单 
 

学段/学科 姓名 学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 刘思远 顺德区南沙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曾楹莹 佛山市铁军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何转娇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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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芬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三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张小妮 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郭美霞 南海区广石实验学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 夏活华 高明区荷城街道泽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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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艳芳 三水区芦苞镇蔡边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彭东平 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小学语文 欧阳妙诗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何惠浈 顺德区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小学语文 刘春花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小学语文 林雪玲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小学语文 赵婕妤 南海区狮山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 胡潇泓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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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巫素雅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林  桢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小学语文 王  雁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实验小学部 

小学语文 王  娟 顺德区世纪小学 

小学语文 王军平 顺德区美辰学校 

小学语文 叶淑涓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詹  睿 顺德区容桂容山小学 

小学语文 杨美金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李紫梅 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小学语文 邢璐倩 三水区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李惠珊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范健华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三小学 

小学语文 赖秋好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黄睿琳 南海区桂城街道怡海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黄光大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小学语文 陈晓红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胡涓兰 顺德区容桂泰安小学 

小学语文 黄杰雯 高明区杨和镇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刘  婵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 苏菊妹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赵岱琼 禅城区大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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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 周秀红 禅城区环湖小学 

小学语文 莫美红 佛山市城南小学 

小学语文 梁婉霞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高明附属学校 

小学数学 胡艳辉 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小学数学 李 凤 顺德区德胜学校小学部 

小学数学 陈守业 禅城区南庄镇紫南小学 

小学数学 王延群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龙小娟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陈爱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小学数学 林俊焕 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马彩花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小学数学 梁秋然 顺德区容桂城西小学 

小学数学 刘 媛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朱新颖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李晓静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尤毅欢 顺德区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小学数学 高丽斯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龙家星 顺德区陈村镇石洲小学 

小学数学 陈汝君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陶梓欣 禅城区智城学校 

小学数学 冯玉红 顺德区乐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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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 陈少端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梁淑芬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小学数学 黄思婷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小学数学 廖丽明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实验小学部 

小学数学 张海平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小学数学 罗 佩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周 志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小学数学 梁小燕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谭凤梅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小学数学 吴泽玲 高明区明城小学 

小学数学 林永霞 三水区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朱秀丽 高明区西江新城第一小学 

小学英语 林清容 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谭翠文 高明区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小学英语 吴亚平 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小学英语 黄玲玲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严欣仪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谢莉莉 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小学英语 林静韫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凌秋霞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小学英语 陈冰华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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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朱晓菲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小学英语 骆明月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小学英语 梁志惠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张仕超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陶喆喆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小学英语 韩建媚 禅城区文华小学 

小学英语 肖楠楠 佛山市实验学校 

小学英语 谢祥添 顺德区勒流大晚小学 

小学英语 罗晓丹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陈欣仪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王素莹 禅城区东华里小学 

小学英语 陆小芳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小学英语 戴顺玲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小学英语 刘  红 禅城区智城学校 

小学英语 伍结丽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小学英语 黄国坚 顺德区北滘镇朝亮小学 

小学英语 邓  菊 顺德区容桂小学 

小学英语 林丹燕 南海区桂城街道怡海第三小学 

小学英语 谢婉霞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黄醒群 南海实验中学实验小学部 

小学英语 谢玉鑫 南海区广石实验学校 



 — 7 — 

小学科学 蔡嘉欣 南海区里水镇金溪小学 

小学科学 吴旭荣 顺德区伦教培教小学 

小学科学 钟丽婷 禅城区澜石小学 

小学科学 陈灏文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冯海斯 佛山市第九小学 

小学科学 黄瑞珍 顺德区北滘镇朝亮小学 

小学科学 谭健泰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小学科学 孔令灿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桂外校区 

小学科学 胡颖芬 南海区大沥镇城南小学 

小学科学 李雪英 高明区荷城街道徳信实验学校 

小学科学 李梓欣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 

小学音乐 刘文娟 顺德区玉成小学 

小学音乐 周健梅 顺德区龙江镇华东小学 

小学音乐 杨  宁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小学音乐 朱慧娟 禅城区张槎小学 

小学音乐 汤杭瑶 禅城区澜石小学 

小学音乐 霍志斌 禅城区南庄镇醒群小学 

小学音乐 郑  露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小学音乐 戴书福 顺德区陈村镇南涌小学 

小学音乐 曾  宓 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 

小学音乐 王  玥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 8 — 

小学音乐 巫丽萍 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曹霭芬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小学美术 何少娟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美术 王清清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中心小学 

小学美术 周  丽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小学美术 何青华 顺德区昌教小学 

小学美术 胡春晖 顺德区西山小学 

小学美术 谭景洋 顺德区龙江叶霖佳小学 

小学美术 李学荣 顺德区容桂小学 

小学美术 吴黛如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小学 

小学美术 李  琦 禅城区协同学校 

小学美术 陈宇杰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小学美术 王  晶 高明区荷城街道泽英小学 

小学美术 邹妙姗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小学美术 杨  婕 禅城区环湖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黄嘉欢 禅城区环湖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肖红伟 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中心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陈  军 南海区西樵镇民乐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蔡沃麒 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麦转红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严胜有 南海区罗村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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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体育与健康 陈敬驱 顺德区光华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何永东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汤  新 顺德区碧桂花城学校 

小学体育与健康 吴繁富 佛山市惠景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杨坚良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麦显平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罗子颖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黄明燕 南海区南海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李剑雄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高明附属学校 

小学信息技术 刘欣平 佛山市第九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林  华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二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林淑慧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魏水银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小学信息技术 罗  潇 顺德区容桂容山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林丽芳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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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嘉敏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小学信息技术 梁迪荣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丁  玲 顺德区龙江东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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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燕涛 顺德区北滘镇莘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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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王瑶瑶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邝艳红 禅城区东华里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许  洁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肖楚娇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夏  青 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小学心理健康 杨卓华 佛山市实验学校 

小学心理健康 任佩娟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曾旻琪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城中心小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叶  青 佛山市实验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何舒颖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陆庆欢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宁  欣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谢金瑜 三水区西南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张  昕 南海区文翰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杨春霞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徐珑钊 顺德区均安文田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王  莹 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孔伟洁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刘少兰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邱晓婵 顺德区杏坛镇林文恩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刘东升 南海区瀚文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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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 李思思 顺德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初中语文 周素芳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雷朋艳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初中语文 肖文娟 顺德区第一中学西南学校 

初中语文 温燕珊 顺德区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欧敏华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语文 梁嘉瑜 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初中语文 张利珊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初中语文 罗苑兰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语文 曾  静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初中语文 黄观莲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语文 潘国欣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语文 周  贤 佛山市第十中学 

初中语文 孔永清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 

初中语文 陈萃欣 南海区西樵中学 

初中语文 吴  婕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初中数学 陈慧然 佛山市惠景中学  

初中数学 谢芳清 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封小波 南海区南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数学 李景顺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初中数学 宋高阳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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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许丽媛 南海区桂江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关建昌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洪秀萍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蔡 萍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数学 李婉妍 佛山市第十中学 

初中数学 彭渭荣 顺德区容桂实验学校 

初中数学 张 玮 顺德区第一中学西南学校 

初中数学 姜良站 顺德区建安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 邝淑莹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数学 张漫漫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初中数学 刘焕贞 禅城区张槎中学 

初中数学 陈文姝 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初中英语 关敬章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南海

区教师发展中心） 

初中英语 包若君 顺德区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 朱永香 顺德区北滘镇教育教学研究室 

初中英语 夏嘉琪 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初中英语 霍韵怡 禅城区张槎中学 

初中英语 揭翠萍 顺德区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初中英语 陈云英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初中英语 陈倩虹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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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庞婉嫦 佛山市惠景中学 

初中英语 石  博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张  娟 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 郑钰玲 南海区南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英语 赵诗韵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英语 郑俏盈 佛山市第六中学 

初中英语 钟利英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初级中学 

初中英语 郑雪桃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初中英语 谭梓婷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物理 吕学武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物理 陈弘皓 顺德区乐从镇教育教学研究室 

初中物理 郑丽冰 顺德区建安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 麦俭富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物理 陈如兵 南海区南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物理 陈海锋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初中物理 丘海锋 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 

初中物理 胡春安 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初中物理 李群英 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 刘小丹 南海区英广实验学校 

初中物理 周佳军 三水区西南中学 

初中物理 杨玉珊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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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 李孟彬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化学 张广娜 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初中化学 蒋  栋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初中化学 叶洁丽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化学 杨敏婷 顺德区桂凤初级中学 

初中化学 梁淑勤 顺德区杏联初级中学 

初中化学 刘荣发 南海区南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化学 吴淑慧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化学 沈艺年 南海区狮山镇英才学校 

初中化学 陈婷婷 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  

初中化学 张玉英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初中化学 周  维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 陆慧敏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初中生物 戴  琼 顺德区北滘镇君兰中学 

初中生物 黄春花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初中生物 刘思玲 佛山市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 诸尔娟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初中生物 庄育晖 顺德区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初中生物 刘玉荣 佛山市第六中学 

初中生物 李琳琳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初中生物 黄才成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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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 何惠玲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历史 车会平 南海区瀚文外国语学校 

初中历史 曹龙水 禅城区张槎中学 

初中历史 陈  敏 南海区平洲第二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 黄小军 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初中历史 萧乐春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历史 陈思婷 顺德区乐从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历史 胡丽娟 高明区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历史 吴颖欣 顺德区梁球琚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 张亚龙 南海区石英实验学校 

初中历史 王新丞 顺德区陈村镇拔萃实验学校 

初中历史 李  娟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历史 张海慧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初中地理 彭文然 顺德区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初中地理 唐  聪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初中地理 梁健玲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地理 杨啟文 南海区南海实验学校 

初中地理 沈冰香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地理 何善斌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初中地理 廖肖霞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初中地理 崔晓明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 



 — 16 — 

初中地理 董嘉欣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初中地理 伍  艳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音乐 陈燕玲 佛山市荣山中学 

初中音乐 韩莎妮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初中音乐 李  勇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初级中学 

初中音乐 崔  倩 佛山市惠景中学 

初中音乐 潘娟娟 顺德区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初中音乐 吴心宇 顺德区沙滘初级中学 

初中音乐 莫  颖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初中音乐 刘  妍 南海区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 

初中美术 卢昱先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初中美术 裴  松 顺德区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初中美术 郭津艺 顺德区实验中学 

初中美术 廖新宇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美术 李毅灵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初中美术 柳林森 佛山市第六中学 

初中美术 罗  丹 南海区狮山镇英才学校 

初中美术 林静文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体育与健康 李西鹏 南海区南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体育与健康 罗俊娥 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钟子顺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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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 杨文强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体育与健康 邝加胜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潘永聪 三水区西南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叶秋生 南海区英广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与健康 陈海昌 佛山市城北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沈俊中 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与健康 谢燚基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朱趣勤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冯光龙 顺德区美的学校 

初中信息技术 张  勇 顺德区大墩初级中学 

初中信息技术 李少娴 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初中信息技术 刘彩嫦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赵建初 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 

初中信息技术 麦梓龙 南海区桂江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信息技术 卢振坤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初中信息技术 孙绪江 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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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宝珊 三水区教育发展中心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万小姗 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黄云婷 南海区桂江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陈国佳 顺德区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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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心理健康 薛晓燕 南海区桂江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 郭思涵 顺德区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 吴丽兰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 刘明蕾 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 李  雪 佛山市华英学校 

高中政治 李惠璇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政治 谭晓冬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政治 孔施敏 南海区第一中学 

高中政治 王  瑶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政治 许敏莹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高中政治 陈敬坤 顺德区华侨中学 

高中政治 代淑言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高中政治 钟冬梅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政治 余金枝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高中语文 梁翠竹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语文 邓小满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语文 周 旻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语文 程 剑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高中语文 李艺韵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高中语文 甘洁珊 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 

高中语文 邓水茹 顺德区乐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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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 陈 华 三水区实验中学 

高中语文 李 卓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易宜红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 

高中语文 伍筱茵 佛山市实验中学 

高中语文 谭洁玲 高明区纪念中学 

高中数学 李亚青 佛山市第四中学 

高中数学 禤铭东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李锦万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数学 龙  宇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高中数学 何训强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张文玲 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 

高中数学 陈基耿 南海区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范友宝 顺德区青云中学 

高中数学 袁  滢 顺德区华侨中学 

高中数学 郭长卫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高中数学 许  玲 三水区华侨中学 

高中数学 林惠贤 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徐亮亮 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 

高中英语 黄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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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耀东 佛山市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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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英语 梁慧娟 顺德区容山中学 

高中英语 梁小晖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高中英语 郭  婷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李海容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英语 陈丽云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李杏莲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王  娟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英语 胡剑宇 顺德区桂洲中学 

高中物理 陈永基 高明区教师发展中心 

高中物理 沈艳文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物理 汤幸统 南海区桂城中学 

高中物理 杨  恒 南海区第一中学 

高中物理 何妹才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高中物理 唐志根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物理 林映霓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物理 周兆武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物理 冯铭昆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化学 张福根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化学 谭德鸿 南海区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 高  超 顺德区均安中学 

高中化学 苏章顺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化学 廖伟梁 顺德区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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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 邵嘉旭 顺德区华侨中学 

高中化学 吴健华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 尹国兰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化学 范  亚 顺德区伦教中学 

高中生物 邵龙国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生物 张应林 佛山市第四中学 

高中生物 张飞文 高明区纪念中学 

高中生物 朱雄军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生物 苏佳琦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高中生物 朱利超 顺德区均安中学 

高中生物 柯展鸿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生物 陈俐彤 佛山市荣山中学 

高中生物 杨  毅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历史 张意珠 南海区九江中学 

高中历史 梁凯甲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高中历史 陈晓钿 南海区第一中学 

高中历史 黎  卡 三水区华侨中学 

高中历史 甘成质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历史 劳锦华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历史 林玉青 顺德区均安中学 

高中历史 张剑茹 高明区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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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 萧宇青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地理 麦小王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地理 王  畅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地理 朱晓芳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地理 刘  靖 顺德区乐从中学 

高中地理 周懂灵 南海区九江中学 

高中地理 张生明 顺德区均安中学 

高中地理 王军彬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地理 郑楚涛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高中地理 刘振峰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音乐 杜晓磊 南海区南海执信中学 

高中音乐 黄旭梅 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高中音乐 杨智威 禅城区实验高级中学 

高中音乐 吴莲芳 顺德区实验中学 

高中音乐 赖秋婷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高中美术 陈燕玲 顺德区乐从中学 

高中美术 范爱君 三水区华侨中学 

高中美术 李慧波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高中美术 祝绍雄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美术 刘小鲁 顺德区实验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谢白云 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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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体育与健康 何锦湖 南海区英广实验学校 

高中体育与健康 韩  帅 顺德区华侨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焦  军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谢锦辉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董芳芳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老志文 顺德区龙江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赖剑锋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顾丽贤 南海区第一中学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汪川瑜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梁佩文 顺德区杏坛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刘明翔 南海区桂城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周洪静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古采凤 顺德区乐从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彭慧玲 佛山市实验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陈雪莹 顺德区容山中学 

小学特殊教育 罗青 顺德区启智学校 

特殊教育+生活语文 马跃 南海区星辉学校 

初中特殊教育 陈榕娥 禅城区启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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