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教德〔2020〕4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建设“规范化家长学校

实践基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市属幼儿园：

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树立先进典型，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

于评选佛山市建设“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基地”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通知》（便笺档案 2019-0036号）安排，市教育局对各单

位推荐的建设“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基地”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评

选，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附件：1.先进工作者

2.优秀家长学校

3.积极支持家校工作的校领导（园领导）

4.优秀家长学校教员

5.优秀家长委员会

6.优秀家长委员会主任

7.优秀教研员

佛山市教育局

2020年 1月 17日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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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先进工作者

序号 单 位 姓 名

1 禅城区教育局 陶智锋

2 禅城区教育局 谢燕妮

3 禅城区教育局 高 峰

4 禅城区教育局 吴记平

5 禅城区教育局 陈桂娟

6 禅城区教育局 罗建华

7 南海区教育局 宋华

8 南海区桂城街道教育局 吕灿辉

9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教育局 李海坚

10 南海区西樵镇教育局 许刚

11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教育局 周光华

12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教育局 刘习洪

13 南海区大沥镇教育局 赵志强

14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教育局 陈妙贤

15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教育局 袁晓明

16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中学 巫春柳

17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教育局 袁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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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姓 名

18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教育局 刘晓伟

19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局 何启亮

20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教育局 邓巧贞

21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旺岗小学 李少强

22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教育局 罗佩华

23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教育局 陈嫣

24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教育局 邓影瑜

25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教育局 胡绮婷

26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教育局 李惠贤

27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教育服务部 何伟城

28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新圩小学 谭华峰

29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教育服务部 宋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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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优秀家长学校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佛山市第一中学 佛山市第二中学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佛山市惠景小学

佛山市实验学校 佛山市第六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铁军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佛山市禅城区下朗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鸿业幼儿园

佛山市禅城区玫瑰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城南玫瑰幼儿园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二小学 南海区狮山镇横岗小学

南海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实验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艾薇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桃园中学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学 南海区大沥太平成远小学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初级中学 南海区大沥沥东小学

南海区九江镇沙头中心小学 南海区大沥盐步第三初级中学

南海区西樵镇第五小学 南海区大沥沥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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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南海区西樵镇西樵中学 南海区大沥城南小学

南海区西樵镇泰和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中心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星辉学校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前进幼儿园

佛山市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昌教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马东幼儿园

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顺峰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启智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初级中学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君兰幼儿园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本原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新城幼儿园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镇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劳村小学 顺德区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汇贤中学

顺德区龙江镇龙山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丰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冲鹤小学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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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小学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三水区西南中学

三水区实验小学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三水区南山镇迳口中心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纪念中学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机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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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积极支持家校工作的校领导（园领导）

序号 姓 名 学 校

1 陈 华 佛山市第一中学

2 何清亮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3 陈敏晶 佛山市实验学校

4 曾中文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5 胡惠科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6 杨 翠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7 谭秀芹 佛山市禅城区下朗小学

8 李丽华 佛山市禅城区玫瑰小学

9 周丽芳 佛山市惠景小学

10 江 玮 佛山市第六小学

11 卢佩玲 佛山市铁军小学

12 郑 雅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13 卢江碧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14 蔡汉碧 佛山市禅城区鸿业幼儿园

15 梁碧华 佛山市禅城区城南玫瑰幼儿园

16 黄 丽 佛山市第二中学

17 张洪伟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18 黎绮华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平洲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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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19 欧阳燕辉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中心小学

20 周汉云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21 杜翠菊 佛山市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22 邓爱勤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23 黄凤友 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24 周少伟 西樵镇民乐小学

25 潘洁园 西樵镇第四小学

26 程婉欣 西樵镇英才幼儿园

27 刘星照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28 麦挺锐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29 汤昌 南海区狮山镇横岗小学

30 钟绍坤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山中心小学

31 刘大治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32 杨瑞珍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中心小学

33 黄江英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中心幼儿园

34 李佩球 大沥实验小学

35 吴敏强 大沥黄岐中心小学

36 王熙筱 大沥许海初级中学

37 何镜永 大沥黄岐初级中学

38 吴杏甜 大沥镇初级中学

39 彭应锋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中心小学

40 陈健 广东实验中学南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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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41 梁利享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第一初级中学

42 黎红梅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中学

43 焦玉君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44 林俊才 佛山市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45 吴剑平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46 区淑玲 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

47 曾祥明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48 申承林 佛山市顺德区启智学校

49 马敬雄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50 李相君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51 潘惠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52 麦宝文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53 徐洪 佛山市顺德区本原小学

54 朱庆发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55 裴志刚 佛山市顺德区劳村小学

56 闻 峰 佛山市顺德区沙滘小学

57 王惠航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58 谢景霞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59 罗园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新城幼儿园

60 李升旺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

61 谢荣福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62 吴凡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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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63 叶宏艺 佛山市顺德区汇贤中学

64 伍文英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冲鹤小学

65 龚国英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前进幼儿园

66 李兆辉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昌教小学

67 陈新强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伍蒋惠芳初级中学

68 焦柏强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中心小学

69 欧阳信芳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顺峰小学

70 龙斌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71 宾灿华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初级中学

72 辛玉枝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幼儿园

73 罗能赞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中学

74 林蔚桥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小学

75 梁健霞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下东鲁小学

76 冯敬文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77 卢远文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蔡边小学

78 邓爱明 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79 吴光华 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80 郑芬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小星星英语实验幼儿园

81 李彩虹 三水区白坭镇凯旋幼儿园

82 雷雪霞 三水区南山实验幼儿园

83 张美兰 佛山市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84 肖万春 佛山市高明区纪念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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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85 江为彬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86 严泽芳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德信实验学校

87 区志明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更合中学

88 唐丽芬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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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优秀家长学校教员

序号 姓 名 学 校

1 李要鹏 佛山市第一中学

2 罗 娟 佛山市第二中学

3 萧光照 佛山市第三中学

4 黄仁观 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5 赵惠仪 佛山市荣山中学

6 狄 丽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7 甘展勇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学

8 蓝超跃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9 程雪芳 佛山市实验学校

10 徐结霞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11 劳韵岚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12 劳洁芳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三小学

13 罗翠珍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小学

14 陈银旺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15 吴明珠 佛山市禅城区下朗小学

16 徐淑怡 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小学

17 程玉明 佛山市禅城区冼可澄纪念学校



— 13 —

序号 姓 名 学 校

18 张海芬 佛山市禅城区玫瑰小学

19 陈桂芬 佛山市惠景小学

20 潘惠萍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21 黄友英 佛山市城南小学

22 周桂芳 佛山市禅城区深村小学

23 邓颖颐 佛山市第六小学

24 曾楹莹 佛山市铁军小学

25 黄倩文 佛山市第一小学

26 徐洪章 佛山市鸿业小学

27 李建文 佛山市元甲学校

28 黄国英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29 李小娟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30 周可莹 佛山市禅城区鸿业幼儿园

31 周雪芬 佛山市禅城区城南玫瑰幼儿园

32 张丽姗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二初级中学

33 凌静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第二初级中学

34 何颖洁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35 江芳华 佛山市南海区中大金域蓝湾外语幼儿园

36 刘 郴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博雅学校

37 罗眉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国际）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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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38 李伟红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心幼儿园

39 李洁开 南海师范附属小学

40 张建文 南海区桂城街道叠滘初级中学

41 黎淑贞 桂城街道桂江第三小学

42 何丽莎 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学

43 刘海鸥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师范附属幼儿园

44 邓钊培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45 关小玲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华光中学

46 刘洁颜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南方小学

47 关美芬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东方六社小学

48 杨峰 西樵镇西樵中学

49 黄蒲 西樵镇樵北中学

50 李海莹 西樵镇第二小学

51 颜洁灵 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52 何蔼如 西樵镇新田幼儿园

53 叶彩仪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54 林丽珠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第二小学

55 吴严英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56 黄雪霞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57 罗泽培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桃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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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58 张剑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59 黄亮霞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山南小学

60 黄清辉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61 温小娟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光明新城小学

62 潘敏贞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63 潘希等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树本小学

64 何慧婷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65 陈巧玲 南海区狮山镇颜峰小学

66 潘玉珍 南海区狮山镇博雅学校

67 钟佩霞 大沥邵边小学

68 黎丽芬 大沥河东小学

69 叶见喜 大沥六联小学

70 幸颂东 大沥黄岐小学

71 钟凯珊 大沥沥北小学

72 罗华 大沥雅瑶小学

73 郭正伯 大沥沙溪小学

74 冯嘉丽 大沥海北初级中学

75 黄彩英 大沥白沙小学

76 胡秀梅 大沥横江小学

77 欧杰耸 大沥漖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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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邓洁嫦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初级中学

79 翁彤薇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展旗学校

80 周华锋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81 赵丽丽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华师附小恒大南海学校

82 詹远光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83 李冠华 南海区里水高级中学

84 张福根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85 石洪 佛山市南海区黄岐高级中学

86 崔庆荣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87 罗恒亮 佛山市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88 龙淑韵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育才幼儿园

89 闵乐旺 佛山市顺德区聚胜小学

90 冯嘉亮 佛山市顺德区桂畔小学

91 麦雪珊 佛山市顺德区环城小学

92 黄妙琳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学

93 古春平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94 梁英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95 冯艳敏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振华幼儿园

96 徐小丽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芳芳幼儿园

97 陈雪玲 佛山市顺德区大墩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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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温雪莲 佛山市顺德区桂凤初级中学

99 黄艳霞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100 伍碧群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经华幼儿园

101 麦转英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102 朱海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叶霖佳小学

103 黄笑桦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里海学校

104 李帅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105 李莫颖 佛山市顺德区周君令初级中学

106 陈凯榕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仕版奋扬学校

107 关笑娴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108 刘湘红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鸡洲锡全小学

109 程为侠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110 龙晖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111 张友和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稔海小学

112 黄莹珠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新城小学

113 王丽君 佛山市顺德杏联初级中学

114 刘欣欣 佛山市顺德区古朗小学

115 杨洁媚 佛山市顺德区桑麻小学

116 许桦音 佛山市顺德区新联小学

117 林佳文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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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欧阳美莹 佛山市顺德区富教小学

119 李萌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120 陈金枝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顺峰小学

121 黄晓丹 顺德区陈村镇庄头小学

122 何淑眉 顺德区陈村镇大都小学

123 陈敏华 顺德区陈村镇弼教小学

124 黄小英 顺德区陈村精博实验幼儿园

125 李瑞娇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高村小学

126 邓瑞欣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坤洲小学

127 余少尔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第二幼儿园

128 吕彩玲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雅正幼儿园

129 冯尔琳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130 赵静 佛山市顺德区启智学校

131 罗春燕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132 钟秀芳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133 郭艳辉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134 谢芳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丰小学

135 朱文斌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136 李艺韵 佛山市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137 周琼 佛山市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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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潘锦江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139 高子祥 佛山市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140 莫微 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

141 许靖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142 张鑫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中学

143 何启亮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汇贤初级中学

144 陈艳芬 佛山市顺德区桂洲中学

145 袁泳梅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中学

146 黄杏莹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

147 黄以洁 三水区龙坡中学

148 邓翠芳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小学

149 陆燕红 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150 邓志剡 西南街道第九小学

151 夏金云 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152 唐少亮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153 姚红毅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实验幼儿园

154 李爵艺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155 钟徽 佛山市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156 莫务娟 西南中学

157 张佳望 佛山市三水区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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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黄诗梅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小学

159 劳剑萍 乐平中学

160 黄燕虹 三水区河口中学

161 谢裕民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162 李艳玲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新乐丰小学

163 陈韵珊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164 李洁芳 三水区金本中学

165 李淑芬 三水区白坭中学

166 黄以洁 三水区龙坡中学

167 范桂飘 佛山市高明区第一中学

168 邓美凤 佛山市高明区纪念中学

169 伍伟锋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

170 黄穗伟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和中学

171 梁水添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东洲中学

172 陈 洁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更合中心小学

173 曾宁香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174 何银英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和中心小学

175 钱雪曼 佛山市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176 梁玉明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荷城第三小学

177 黄勇娟 佛山市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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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陈丽丽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新明珠幼儿园

179 李家怡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更合中心幼儿园

180 陈宝霖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盈富幼儿园

181 黎青霞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中心幼儿园

182 范桂飘 佛山市高明区第一中学

183 邓美凤 佛山市高明区纪念中学

184 伍伟锋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

185 黄穗伟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和中学

186 梁水添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东洲中学

187 陈 洁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更合中心小学

188 曾宁香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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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优秀家长委员会

序号 家委会

1 佛山市第三中学

2 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3 佛山市荣山中学

4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学

5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6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三小学

7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小学

8 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小学

9 佛山市禅城区冼可澄纪念学校

10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11 佛山市城南小学

12 佛山市禅城区深村小学

13 佛山市第一小学

14 佛山市鸿业小学

15 佛山市元甲学校

16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一中

17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第四小学

18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三路小学

19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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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佛山市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21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22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师范附属幼儿园

23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中心小学

24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一小学

25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南畔华光小学

26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上东小学

27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二小学

28 西樵镇第五小学家委会

29 西樵实验小学家委会

30 西樵镇中心幼家委会

31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32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罗行小学

33 南海区狮山镇兴贤小学

34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山南小学

35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沙坑小学

36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初级中学小学部

37 大沥黄岐第二小学

38 大沥河东小学

39 盐步中心小学

40 大沥中心小学小学

41 大沥盐步初级中学

42 大沥海北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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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同声小学

44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绿欣小学

45 佛山市南海区元耕山语湖双语学校

46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47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48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49 佛山市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50 佛山市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51 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

52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53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54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55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中学

56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57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广厦幼儿园

58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富安初级中学

59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60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大晚胜利幼儿园

61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62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学

63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幼儿园

64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世纪小学

65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西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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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67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

68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左滩小学

69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左滩幼儿园

70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林文恩初级中学

71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南朗小学

72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73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富教小学

74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75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新圩小学

76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77 佛山市顺德区大墩初级中学

78 三水区河口中学

79 三水区龙坡中学

80 三水区健力宝中学

81 三水区乐平中学

82 三水区第四中学

83 三水区第三中学八（9）班

84 三水区西南中心小学

85 三水区金本中学

86 三水区白坭中学

87 佛山市高明区第一中学

88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荷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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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

90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合水小学

91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三洲机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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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优秀家长委员会主任

序号 姓 名 学 校

1 何永标 佛山市第三中学

2 谢才湖 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3 冼巧珍 佛山市荣山中学

4 黄水生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学

5 蓝 辉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6 林坤刁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三小学

7 胡国强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小学

8 谢标营 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小学

9 洪丽娟 佛山市禅城区冼可澄纪念学校

10 黄素娟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11 李嘉贤 佛山市城南小学

12 邓新文 佛山市禅城区深村小学

13 罗少霞 佛山市第一小学

14 田迎雪 佛山市鸿业小学

15 梁月颜 佛山市元甲学校

16 白惠霞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丽雅苑英语实验幼儿园

17 黄秀玲 佛山市南海区江南双语艺术幼儿园

18 王辉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19 周顺桃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康乐怡幼儿园

20 施宗颖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第二小学

21 梁桂云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22 赵剑平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三路小学

23 梁彩兴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大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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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黄瑞英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海寿小学

25 赖秋新 西樵镇第一小学

26 梁月红 西樵镇第二小学

27 李庆华 西樵镇西樵中学

28 孔颖斯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金沙幼儿园

29 叶德明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30 范凤燕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31 姜德志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山南小学

32 朱锦潮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新城小学

33 朱海霞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小学

34 谢忠贤 南海区狮山实验学校

35 龙秀兰 大沥黄岐初级中学

36 莫娜 大沥海北初级中学

37 黄金松 大沥黄岐中心小学

38 区结霞 大沥水头小学

39 李宝华 大沥太平成远小学

40 张瑞鑫 石门实验学校

41 贺甜 石门实验中英文学校

42 康海燕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43 李学斌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麻奢小学

44 丘素文 南海区桂华中学

45 张辉煌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46 刘倩华 佛山市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47 梁健龙 佛山市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48 林木森 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

49 彭军权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50 黄智聪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51 李晓萌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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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李绮婷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中学

53 徐连英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54 李丽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广厦幼儿园

55 严少辉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56 黄万胜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57 胡星星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大晚胜利幼儿园

58 黄兴平 佛山市顺德区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59 蓝伟栋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学

60 傅俊莲 佛山市顺德区三洲幼儿园

61 黄秋琴 佛山市顺德区西山小学

62 植柱源 佛山市顺德区世纪小学

63 吴秋云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64 张昌权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

65 叶嘉盛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叶霖佳小学

66 卢献荣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里海学校

67 罗昶宇 顺德区杏坛镇中心小学

68 宋登高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龙山小学

69 欧阳志初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70 曾剑波 顺德区均安富教小学

71 周洪波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72 何铭昌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新圩小学

73 刘旺德 佛山市顺德区桂凤初级中学

74 曾宪松 佛山市顺德区大墩初级中学

75 黎英明 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76 劳绍和 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77 刘小青 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78 范瑞昌 西南街道第七小学

79 曾东梅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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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 校

80 李术冰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二小

81 杨波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82 黄标 西南中学

83 朱锦明 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迳口中心小学

84 李宝华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85 严玉芳 佛山市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86 郑夏红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高明附属学校

87 吴金莲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和中学

88 区耀邦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89 管 健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城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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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优秀教研员

序号 姓 名 单 位

1 陈桂娟 佛山市禅城区教育关工委

2 罗建华 佛山市禅城区教育关工委

3 李健花 佛山市第六小学

4 罗顺好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二小学

5 区才芳 西樵镇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6 徐颖夷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实验小学

7 彭佩霞 大沥中心小学

8 梁万婉 佛山市南海区星辉学校

9 陈丽莎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大晚胜利幼儿园

10 何小祥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北海小学

11 涂 广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汇贤初级中学

12 余鸿欣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中心小学

13 杜 秋 佛山市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14 李润柱 三水区白坭镇指导中心

15 曹敏芝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小学

16 杜伟源 三水区南山镇六和小学

17 陈碧华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和中心小学

18 莫少珍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石岐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