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第二届佛山市中小学

教学能手大赛结果的公示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举办第二届佛山市中小学教学能手

大赛的通知》（佛山教研[2022]5 号）的精神和要求，我市中小

学（含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以下简称中小学）教学能手大赛经

各区、市直学校初赛推荐，市教研室精心组织实施各组别学科（专

业）决赛，通过专家的现场公开评审，拟授予顺德区北滘深业城

幼儿园幼儿教育学科沈妙纯等 438 位同志为“第二届佛山市中小

学教学能手”荣誉称号(具体名单见附件）。公示时间从 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4 日止。

在公示期内，若对评审结果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佛山市

教育局相关部门反映，反映情况的电话或书面材料要自报或签署

真实姓名，不报或签署真实姓名的，一律不予受理。

受理情况反映的部门、地址、联系人和电话：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 9 号，邮政编码 528000。

学前教育，赵嘉茹，电话：0757—83831637。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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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张彦，电话：0757—83384132。

心理健康，邱月玲，电话：0757—82280461。

教学研究室，吴俊和，电话：0757—83211962。

附件：第二届佛山市中小学教学能手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22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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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届佛山市中小学教学能手名单
组别 学科 姓名 单位

学前

教育

幼儿教育

沈妙纯 顺德区北滘深业城幼儿园

宋敬尧 顺德区阳光幼儿园

程沭欢 禅城区石湾镇明珠幼儿园

曹朝阳 南海区大沥布鲁森幼儿园

王雅群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张娜 顺德区大良圣德保幼儿园

李杏 南海区丹灶醒华幼儿园

唐武湘 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肖粤莉 南海区大沥沥雅幼儿园

黄静婵 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小

学

教

育

小学道德

与法治

黎晓雯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邹泳怡 南海区里水镇展旗学校

骆丹丹 顺德区陈村镇仙涌小学

刘思远 顺德区南沙小学

莫月华 三水区实验小学

黄美霞 高明区荷城街道泽英小学

郑名凤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潘彦秀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张可 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周亚南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小学语文

陆玉娇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游洁莹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陈 聪 顺德区西山小学

胡潇泓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吴仪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程金垚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曾洁霞 南海区大沥镇大沥实验小学

谭艳峰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陈洁曼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叶红玲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钟梓琼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黎敏芝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李小燕 南海实验小学

牛 欢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夏晓琪 南海区怡海第五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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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佩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郑剑飞 广东顺德大良实验小学

何 敏 佛山市启聪学校

谭 杰 广东碧桂园学校

马俊芳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三小学

小学英语

曾雅婷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洪君娜 佛山市顺德本真未来学校

潘李露 高明区西江新城第一小学

谢超雯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罗晓丹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陈可莹 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云淑妍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陈晓君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冯楚瑶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卢小丹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小学科学

吴旭荣 顺德区伦教培教小学

廖璐斯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戴晋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第四小学

吴明玉 顺德区乐从小学

朱胤安 顺德区西山小学

区淑青 南海区大沥镇平地小学

陈夏娜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李嘉琳 顺德养正学校

梁恩恩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第五小学

朱仙梅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音乐

封莉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马渝轩 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

易舒晴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五小学

钟茜 南海区狮山镇桃园小学

罗美芳 佛山市实验学校

朱韵叶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黎子峰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李佳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郭永乔 顺德区大良世纪小学

吴嘉琳 顺德区乐从小学

小学美术

黄淦华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刘佩莹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顾佳馨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蒋畅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周静 顺德区星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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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杏怡 顺德区北滘镇林头小学

黎敏华 三水区第四小学

周仕伟 南海区狮山镇石小实验学校

陈银璇 南海区桂城街道怡海小学

翁怡谋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

与健康

蔡志威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

郑华威 南海区里水镇展旗学校

李冰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陈嘉新 三水区北江小学

李诗韵 南海区大沥镇城南小学

邓丽娟 高明区明城镇崇步学校

周志琴 南海区大沥镇泌冲小学

刘小玲 禅城区澜石小学

陈树文 顺德区陈村镇新圩小学

丘德义 顺德区玉成小学

小学信息

技术

梁雨静 顺德区西山小学

周弘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何幸珊 南海区里水镇金峰洲第一小学

吴美珊 禅城区澜石小学

张园园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邓嘉慧 顺德区容桂容山小学

陈首同 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钟素群 高明区沛明实验小学

李清韵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冯曼诗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小学综合

实践

蔡玉婷 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郑植允 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

梁仕儒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郭嘉琪 南海灯湖小学

黄志明 南海双语实验学校

黎云君 顺德区容桂高黎小学

李婉琪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下东鲁小学

廖璐斯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蔡晓晴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小学

张石泉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小学心理

健康

罗岚 南海区狮山实验学校

陈苗 禅城区南庄小学

郭冬娜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二小

林燕媛 顺德区本原小学

傅丽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 6 —

蔡婷婷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刘祎敏 南海区灯湖六小

梁婉仪 南海区西樵四小

陈依宁 禅城区澜石小学

李莎莎 顺德区云路小学

初

中

教

育

初中道德

与法治

曾李萌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中学

苏婷婷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周海媚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苏敏瑜 佛山市华英学校

孟思岐 顺德区乐从第一实验学校

冯洁 三水区西南中学

余雪瑶 南海外国语学校

丘梅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黄静仪 三水区华侨中学

杨 璐 高明区更合中学

初中语文

林涵 顺德区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吴浪漫 佛山市惠景中学

吴海燕 顺德区第一中学西南学校

王丽君 顺德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沈静 顺德区乐从镇乐从第一实验学校

杨晨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苏眉芳 高明区高明一中实验学校

陈丽丽 佛山市第十一中学

肖秋霜 南海区南海双语学校

李婉华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数学

龚瑞婷 南海区和顺第一初级中学

赖晓玲 佛山市惠景中学

张展文 顺德区容桂实验学校

佘萍萍 顺德区北滘镇君兰中学

刘丽容 顺德区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贺青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黄瀛莹 南海外国语学校

洪冬慧 南海区里水初级中学

胡涛 佛山市华英学校

黄欢 佛山市第四中学

初中英语

陈忆珊 南海外国语学校

徐婷婷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宗韵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李锋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梁晶晶 高明区惟德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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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颖怡 南海区桂江一中

谢芬 顺德一中西南学校

孔绮婷 佛山市惠景中学

龙洁敏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李康丽 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

张敬松 南海区金石实验中学

张爱婷 佛山市第四中学

张皎琳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袁泉 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李昀昀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李舒盈 三水区西南中学

陈忠根 佛山市惠景中学

刘小丹 南海区里水镇英广实验学校

林晓卉 南海区大沥镇石门实验学校

李俊涛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化学

何洁莹 顺德区沙滘初级中学

刘鸿辉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李清艳 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罗少龙 佛山市惠景中学

陈洁柔 顺德区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沈艺年 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肖妍煌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黄菲 高明区沧江中学

郑瑞芬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周维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

学

劳诗雅 顺德区伦教翁祐实验学校

熊炜 南海区旗峰中学

康绮嫦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黄春花 南海区映月中学

蔡小江 南海区映月中学

刘鲸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曹镇佳 佛山市惠景中学

沈碧端 顺德区北滘镇君兰中学

卢洁芸 南海区文翰中学

蓝秀清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初中历史

张亚龙 南海区石英实验学校

李妹华 南海区西樵中学

段德庆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苏芷莹 高明区沧江中学

谢瑛琳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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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条 顺德区顺峰初级中学

苏明月 顺德区汇贤实验中学

胡丽娟 高明区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周键钰 南海外国语学校

许家辉 顺德区杏联初级中学

初中地理

欧阳柳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外国语学校

李文红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初级中学

杨茵雅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第二初级中学

房震明 三水区西南中学

梁真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龙青松 顺德区碧桂园实验学校

肖力 顺德区大墩初级中学

罗慧 高明区更合中学

刘小芳 南海区大沥镇许海中学

吴茵 顺德区建安初级中学

初中音乐

刘丽君 佛山市第十中学

邓瑞萍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陈海东 禅城区明德中英文学校

杨帆 三水区西南中学

侯琳 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初级中学

黄海清 顺德区拔萃实验学校

马佳鑫 顺德区顺德养正学校

李雄杰 南海区梅沙双语学校

江任宏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李烨 顺德区桂凤初级中学

初中美术

陈绍炯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周令娴 南海区大沥镇许海初级中学

李毅灵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吴静嫣 禅城区澜石中学

邱小冉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张玲 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赖淑榆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黄大欣 顺德一中西南学校

罗颖 三水区白坭中学

吴军平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初中体育

与健康

刘曼琳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马吉丽 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陈美琴 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詹锦烨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贾帅 南海区桂江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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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燚基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学

植盛强 三水区西南中学

林永杰 南海区里水旗峰中学

陈艳 佛山市实验学校

伍雄健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信息

技术

李少娴 顺德区伦教翁佑实验学校

林秋圆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况旭 顺德区东逸湾实验学校

李江莲 佛山市华英学校

张晓灵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朱燕南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杨凤娜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林璇君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黄超明 高明区沧江中学

黄艳媚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初中综合

实践

陈敏丽 南海区小塘初级中学

陈国佳 顺德区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曾瑶瑶 顺德区北滘镇莘村中学

黄嘉嘉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黄春铭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徐竺蕾 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李惠燕 禅城区智城学校

邓丽萍 佛山市惠景中学

张钰馨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赵健波 佛山市华英学校

初中心理

健康

黄颖仪 禅城区张槎中学

周 婷 顺德区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何欣颖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高明附属学校

许舒婷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学

陈健玲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姚丽华 顺德区乐从第一实验学校

吴志琳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梁琳琳 高明区明城镇东洲中学

朱虹颖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黄 慧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高

中

教

育

高中思想

政治

孔施敏 南海区第一中学

易彩云 南海区南海中学

李惠璇 佛山市第二中学

李莎莎 顺德区第一中学

温华冰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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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丽娟 顺德区北滘镇莘村中学

文梦碟 南海区听音湖实验中学

叶婷婷 三水区三水中学

兰佳婷 佛山市惟德外国语实验学校

叶颖琪 顺德区北滘中学

高中语文

潘玉雯 佛山市第三中学

钟超 南海区石门中学

韦嘉凤 顺德区容山中学

谢吉杨 南海区南海中学

曾莹 南海区桂城中学

吴倩婷 顺德区勒流中学

汪剑锋 高明区第一中学

萧光照 佛山市第三中学

蒋陟 顺德区北滘中学

郭琳瑛 顺德区均安中学

高中数学

陈豪 佛山市第一中学

邱美艳 顺德区北滘中学

陈玉仪 三水区三水中学

张耀雄 顺德区第一中学

周洁玲 南海区石门中学

孟弦 高明区纪念中学

郭长卫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谢芷凝 佛山市第二中学

张丹 佛山市荣山中学

何威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英语

刘长颖 高明区第一中学

叶 露 南海区石门中学

胡碧雯 三水区三水中学

梁琪沁 顺德区华侨中学

张 昕 佛山市第一中学

林晓鹏 华附南海实验高中

谭嘉韵 佛山市第四中学

洪林璇 南海区南海中学

罗健莹 南海区罗村高中

杨顺龄 三水区华大星晖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

罗筠怡 顺德区第一中学

谢焕杰 南海区石门中学

何伟锋 南海区第一中学

王梅娟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高志鹏 顺德区华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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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 佛山市第三中学

唐志根 南海区南海中学

刘莉 三水区三水中学

冷春莹 高明区第一中学

周超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

韩伟 高明区第一中学

马恒春 顺德区乐从中学

陈婷利 南海区南海中学

黎秀梅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张晓娜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区燕君 高明区第一中学

王馨瑶 顺德区文德学校

龚康佳 顺德区第一中学西南学校

林晓淑 佛山市第四中学

赖洁玲 三水区华侨中学

高中生物

学

彭正英 顺德区第一中学

吴桂珊 顺德区华侨中学

覃歆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黎杏萍 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何淑婷 佛山市第四中学

周娅 南海区石门中学

罗广侨 三水区三水中学

黄聪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黄思苗 高明区第一中学

凌舒琦 佛山市听音湖实验中学

高中历史

吴浪思 顺德区第一中学

庞玉姬 佛山市第一中学

林宋玉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肖蔓然 佛山市第四中学

叶君明 顺德区杏坛中学

李万浩 三水区实验中学

顾强强 南海区第一中学

王敏莹 高明区第一中学

曾红艳 顺德区国华纪念中学

夏 朦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地理

宋其正 佛山市第二中学

徐炫清 南海区第一中学

蔡光辉 南海区石门中学

肖丹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刘靖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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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春燕 南海区南海中学

郑冠中 高明区第一中学

何慧君 三水区三水中学

郑韵怡 南海区桂城中学

陈锟 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中音乐

龙伯承 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彭甜 南海区南海实验学校

许闽仪 佛山市第三中学

袁也 顺德区国华纪念中学

罗闪 南海区听音湖实验中学

孟令如 顺德区杏坛中学

余立慧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张鹤 顺德区桂洲中学

简小喻 三水区实验中学

马琴 南海区南海执信中学

高中美术

李露斯 三水区华侨中学

杜方华 顺德区勒流中学

杜永强 顺德区第一中学

邹国赟 顺德区实验中学

赵月汉 顺德区均安中学

冯毅雯 南海区九江中学

陈国华 三水区华侨中学

李嘉慧 南海区艺术高中

李明锋 南海区南海执信中学

严俊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体育

与健康

朱美琳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袁文丽 顺德区伦教中学

李帅 南海区南山湖实验中学

张燕萍 南海区九江中学

林灯 南海区南海中学

魏远铮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冯涛 三水区华侨中学

梁姣姿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谢锦辉 佛山市第三中学

陈楚恒 南海区南海中学分校

高中信息

技术

彭俊 顺德区桂洲中学

赖剑锋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朱淼仪 佛山市第三中学

梁志浩 顺德区第一中学

陈自立 南海区金石实验中学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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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会敏 南海区英广实验学校

张春 顺德区乐从中学

邓志华 三水区教育发展中心

付静媚 南海区南海执信中学

施慧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通用

技术

曾俏华 顺德区青云中学

唐玉敏 佛山市第三中学

徐建明 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叶科 顺德区乐从中学

梁志浩 顺德区第一中学

何梓逸 高明区惟德外国语实验学校

陈深耀 南海区英广实验学校

符萌双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曾俏华 顺德区青云中学

唐玉敏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综合

实践

卢碧妍 顺德区第一中学

接宇航 南海区第一中学

冯敬欢 华师附中南海实验高中

梁宝贤 顺德区容山中学

白玫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林惠贤 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钟晓欣 三水区华侨中学

何丽梅 高明区第一中学

陈淑华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罗倩仪 顺德区杏坛中学

高中心理

健康

周 昀 顺德区容山中学

张群 南海区九江中学

宋美丹 顺德区华侨中学

周洪静 南海区石门中学

周志锋 三水区华侨中学

罗敏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林锰君 南海区南海一中

李 倩 顺德区北滘中学

黄巧元 南海区桂华中学

邹湉椀 佛山市第二中学

特殊

教育
特殊教育

黄烨雯 佛山市启聪学校

陈露 顺德区大良梁开初级中学

邓曹顺 佛山市康复实验学校

肖楚娇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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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雨菲 禅城区启智学校

黄静辉 顺德区勒流新龙学校

葛晓娇 南海区星辉学校

林春琴 高明区启慧学校

何惠如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三小学

何绮婷 南海区丹灶镇罗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