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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电〔2018〕38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2018年佛山市中学化学

和生物实验教师（实验管理员）实验操作与

创新技能展演活动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2018年佛山市中学化学和生物实验教师（实验管理员）实

验操作与创新技能展演活动已圆满完成。全市共 55名教师，分

高中化学、高中生物、初中化学、初中生物 4个组别参加了本次

活动，其中 53名教师获奖，评审结果在公示期内未收到反馈意

见。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并颁发证书，以资鼓

励。请各有关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进一步推进实验教学改革与

主动公开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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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装备实践创新，着力提升全市教育装备的整体应用水平。

附件：2018年佛山市中学化学和生物实验教师（实验管理

员）实验操作与创新技能展演活动获奖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18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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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佛山市中学化学和生物实验教师（实验管理员）

实验操作与创新技能展演活动获奖名单

一、一等奖（12名）

工作单位 姓名 组别

高明区沧江中学 罗彩凤 初中化学

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李清艳 初中化学

顺德区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沈艺年 初中化学

南海实验中学 陆慧敏 初中生物

佛山市第四中学 陈颖红 初中生物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张素云 初中生物

南海区石门中学 张福根 高中化学

佛山市第三中学 苏章顺 高中化学

顺德区华侨中学 郑灷 高中化学

佛山市第一中学 潘灌文 高中生物

南海区第一中学 张妮 高中生物

三水区华侨中学 陈成 高中生物

二、二等奖（18名）

工作单位 姓名 组别

顺德一中实验学校 宗幼玲 初中化学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饶甘林 初中化学

高明区更合镇更合中学 梁显超 初中化学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 谭光明 初中化学

高明区德恒菁英学校 马娟梅 初中生物

南海区平洲二中 姚燕君 初中生物

三水区北外附校 罗冬梅 初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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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姓名 组别

顺德区杏坛镇梁銶琚中学 黄豪兰 初中生物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苏忠波 高中化学

顺德区杏坛中学 黄晓芳 高中化学

佛山市第一中学 叶承军 高中化学

南海区南海中学 陈婷利 高中化学

佛山市第四中学 华江颖 高中化学

南海区南海中学 江承伟 高中生物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王缙婧 高中生物

佛山市第三中学 吴燕梅 高中生物

佛山市第二中学 张来丽 高中生物

三水区三水中学 邵龙国 高中生物

三、三等奖（23名）

工作单位 姓名 组别

佛山市第四中学 林晓淑 初中化学

三水区乐平中学 伍国飞 初中化学

佛山第三中学初中部 梁伟明 初中化学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梁佩好 初中化学

禅城区澜石中学 徐紫清 初中化学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第一初级中学 朱健斌 初中化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外国语

学校
刘宏建 初中生物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邓国云 初中生物

三水区龙坡中学 刘翠珊 初中生物

顺德区建安初级中学 陈佳敏 初中生物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蓝秀清 初中生物

禅城区澜石中学 陈巧 初中生物

佛山市第二中学 万琴 高中化学

三水区华侨中学 李燕兰 高中化学

三水区华侨中学 林秋霞 高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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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姓名 组别

三水区三水中学 陆志成 高中化学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赖小铃 高中化学

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赵光明 高中生物

顺德区勒流中学 陈奕祺 高中生物

南海区石门中学 杨继春 高中生物

三水区三水中学 张莹 高中生物

高明区第一中学 利卓文 高中生物

顺德区均安中学 杨忠泽 高中生物

四、创新实验奖（18名）

工作单位 姓名 创新实验器材名称 组别

高明区沧江中学 罗彩凤 基于注射器的电解水创新实验 初中化学

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李清艳 探究质量守恒定律的快捷安全装置 初中化学

顺德区龙江龙山初级中

学
沈艺年 关于金属与酸反应实验的改进 初中化学

顺德一中实验学校 宗幼玲 验证分子运动的反应容器 初中化学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饶甘林 氨分子运动实验 初中化学

高明区更合镇更合中学 梁显超 分子运动实验 初中化学

南海实验中学 陆慧敏 光合作用实验器材改进 初中生物

佛山市第四中学 陈颖红 二氧化碳收集、定量检测实验装置 初中生物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张素云
对“烟草浸出液对水蚤心率的影响”

实验的改进

初中生物

三水区北外附校 罗冬梅 人体血液循环演示仪 初中生物

南海区石门中学 张福根
有毒气体制备、收集及性质探究实

验创新

高中化学

佛山市第三中学 苏章顺 强弱电解质导电实验 高中化学

顺德区华侨中学 郑灷 多功能试管夹 高中化学

佛山市第一中学 潘灌文 生化传感器 高中生物

南海区第一中学 张妮 快速测定光合作用强度 高中生物

三水区华侨中学 陈成 探究光照强度对光合作用的影响 高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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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姓名 创新实验器材名称 组别

南海区南海中学 江承伟 酶的作用特性探究装置 高中生物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王缙婧 色素提取与分离 高中生物

佛山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 12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