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教人〔2014〕74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 2014年佛山市教育系统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和先进教育工作者

名单公示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属各高校，市直属各学校，局机关直属事业单位：

根据《关于评选 2014年佛山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优秀班

主任和先进教育工作者的通知》（佛教人〔2014〕56号）的精神，

各区教育局和市直各学校按照推荐办法，进行了认真推选，自下

而上共推选出优秀教师 300名、优秀班主任 200名和先进教育工

作者 100名（详见附件）。现予以公示。

在公示期限内，个人和单位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

式，向市教育局人事科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

面的情况和问题。以个人名义反映的提倡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姓

名；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单位印章。反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

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得借机诽谤和诬告。

公示时间：从 8月 21日至 8月 25日止，共 5个工作天。

受理单位：佛山市教育局人事科。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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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 9号，联系人：温东，电话：

83205099、83205072。

附件：2014年佛山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和先

进教育工作者的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14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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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年佛山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和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名单

优秀教师

（300名）

李存仁 佛山市第一中学

李群 佛山市第一中学

柯尊淦 佛山市第一中学

纪秀丽 佛山市华英学校

黎绍斌 佛山市华英学校

张桂萍 佛山市启聪学校

赖彩文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陈平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肖志良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冯安平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张德君 佛山广播电视大学

徐小华 佛山广播电视大学

吕敏芝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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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长青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周红艺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刘芳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伍国明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钱运涛 佛山市教育局教研室

邓文燕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上元幼儿园

陈伦芬 佛山市惠景幼儿园

李文娟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幼儿园

崔玉兰 禅城区文华怡景丽苑幼儿园

曾鸣君 佛山市教工第二幼儿园

何少梅 佛山市禅城区同济幼儿园

林晨芳 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马璀柳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大观幼儿园

任晓薇 禅城区南庄镇杏头幼儿园

陈少兴 佛山市城南小学

保安璞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全春婷 佛山市禅城区东升小学

莫莲英 佛山市禅城区怡东小学

邝佩莲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小学

冼耀华 佛山市第二十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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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瑞贞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梁燕容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梧村小学

叶沁洲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河滘小学

廖爱玉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龙津小学

余兰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小学

梁少霞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郭志坚 佛山市惠景小学

黄海燕 佛山市同济小学

黄桂香 禅城区海口小学

冯叶彩 佛山市禅城区下朗小学

区慧萍 佛山市第二十五小学

童敏 佛山市禅城区江洲小学

朱雪梅 佛山市禅城区邦耀学校

伍杰豪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罗桂霞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中学

何秀芬 佛山市惠景中学

骆坤勇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中学

陈俊生 佛山市城北中学

黎文陶 佛山市第二中学

赖淑英 佛山市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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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锋 佛山市第四中学

林彩萍 佛山市第六中学

赵瑞群 佛山市第十中学

王东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杨丽芬 佛山市荣山中学

谢世国 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林新华 佛山市实验中学

袁永雄 佛山市实验学校

谭智男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李文锋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鲁红梅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杨颂华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邓礼琴 佛山市财经学校

周筠 佛山市财经学校

黄美仪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

苏永善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

曹雪丽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

余占友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

谭晓明 桂城中心幼儿园

郑晓微 南海（国际）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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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海霞 九江中心幼儿园

区伴贞 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高绮玲 丹灶中心幼儿园

萧淑霞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金沙幼儿园

陈燕宁 狮山官窑中心幼儿园

陈秀文 嘉禾新城实验幼儿园

梁翠芳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幼儿园

张喜红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大沥中心幼儿园

叶雁红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奇槎幼儿园

郑敏清 里水镇河村幼儿园

邓耀华 南海中心小学

吕春萍 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黄翠华 南海实验小学

吴少芹 桂城街道石肯小学

黎肖琼 桂城街道夏西小学

谭英梅 沙头中心小学

韦敏 南畔华光小学

区少方 儒林第二小学

欧阳青 西樵镇第一小学

陈丽群 西樵镇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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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彩霞 西樵镇第四小学

麦连娟 罗行小学

黎雪梅 金沙小学

冯赛弟 中心小学

朱颖珊 松岗中心小学

黄杰青 罗村中心小学

余易玲 狮山镇桃园小学

赵奔香 石门实验小学

钟智红 罗村实验小学

谷为华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滘小学

梁业卿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

陈建群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叶健萍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罗谨驰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沙溪小学

黎浩全 麻奢小学

杨丽珍 和顺小学

袁宏昌 佛山市南海区星辉学校

黄年元 平洲第二初级中学

刘传懿 南海实验中学

陈文德 九江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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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 西樵镇西樵中学

麦少菊 金沙中学

付梨花 石门实验中学

李天秀 石门实验学校

何彦 小塘初级中学

黄莉敏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邓柏华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初级中学

黄伟聪 里水中学

何轩 南海区石门中学

卢振鹏 南海区石门中学

陈少涛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曾冰锋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蒙锦红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谭柏连 桂城中学

梁志成 桂城中学

林洁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学

华兴文 南海一中

彭冬明 南海艺术高级中学

谭证坤 桂华中学

邓淑英 南海区罗村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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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瑜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陈美凤 大沥高级中学

王道东 南海区黄岐高级中学

熊传茂 里水高级中学

马琚生 华附南海实验高中

黄伟锋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张贵素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陈俊清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高海涛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江婉明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王洋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关莹莹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黄玉梅 南海广播电视大学

李少江 南海广播电视大学

党朝亮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陈贻宇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陈茂贤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董磊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陈劲茹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李彦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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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燕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吴桂芬 顺德区陈村镇欢乐幼儿园

郑建兰 顺德区乐从岳步幼儿园

黎敏仪 顺德区乐从东村幼儿园

谢雪英 顺德区均安中心幼儿园

张计珍 顺德区杏坛雁园幼儿园

陈金兰 顺德区勒流龙眼幼儿园

詹春兰 顺德区龙江城区幼儿园

姚恒旋 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李凤 顺德区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丘秀连 顺德区伦教办事处幼儿园

郑佩兰 顺德区北滘镇雅正幼儿园

冯瑞芬 顺德区大良凤城幼儿园

梁美伦 顺德区大良嘉信幼儿园

戴伟贞 顺德区容桂蓓蕾幼儿园

范雪霞 顺德区容桂红旗幼儿园

崔忠红 顺德区大良世纪小学

李绍刚 顺德区大良聚贤小学

廖丽霞 顺德区大良凤翔小学

高飞 顺德大良区西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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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焕森 顺德区容桂泰安小学

赖仕萍 顺德区容桂红旗小学

梁秀玲 顺德区容桂南区小学

郑月环 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林志锋 顺德区北滘镇城区小学

刘健琴 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陈忠其 顺德区陈村镇梁钊林纪念小学

傅文芳 顺德区伦教小学

张劲红 顺德区乐从小学

卢志华 顺德区乐从镇罗沙小学

李锦姬 顺德区龙江镇华东小学

张惠贤 顺德区龙江坦田小学

温暖春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郑荣耿 顺德区勒流扶闾小学

李丽 顺德区杏坛昌教小学

卢国亮 顺德区杏坛龙潭小学

胡少芳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黄结敏 顺德区均安仓门小学

谢玉芳 顺德区北滘镇城区初级中学

李彩霞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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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雄 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初级中学

谭佩明 顺德区龙江锦屏初级中学

蒋先进 顺德区华侨中学

罗冬云 顺德区大良顺峰中学

卜树梅 顺德区大良南江中学

周文杰 顺德区容桂中学

王望明 顺德区容桂兴华中学

高梅燕 顺德区容桂容山中学

方丽 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叶碧华 顺德区杏坛中学

蓝有勇 顺德区均安文田中学

唐剑萍 顺德区北滘镇北滘中学

张嘉旭 顺德区勒流中学

熊威然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孙垂鑫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张笑虹 顺德区第一中学

周丽婵 顺德区第一中学

韦克佳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王柏英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覃鲁 顺德区美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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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琼华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李自蹊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陈成 顺德区容桂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陈小燕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李杏汝 顺德一中大良学校

封漭 顺德区伦教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李毅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欧红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龙红 顺德区顺德一中实验学校

胡兵 顺德区大良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周志喜 顺德区启智学校

何仪昌 顺德区教师进修学校

罗毅仪 顺德区勒流新龙学校

许接军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肖达敏 顺德区北滘镇职业技术学校

姚美康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吴锋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冯才敏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学英 顺德区陈村镇教育教学研究室

邓国强 顺德区教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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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丽琼 顺德区大良街道教育局

梁明胜 顺德区容桂街道教育局

张亮 顺德区乐从镇教育局

彭文欢 顺德区杏坛镇教育局

欧阳永生 顺德区均安镇教育局

朱自凤 高明区荷城百乐幼儿园

陈敏华 高明区杨和镇中心幼儿园

姚丽娟 高明区明城镇中心幼儿园

严丽华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幼儿园

钟伟达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冼丽巧 高明区荷城泽英小学

邓衬颜 高明区荷城富湾小学

程小茹 高明区荷城沛明小学

严淑英 高明区杨和镇中心小学

谢少云 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

黄智红 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

李洁珍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罗惠清 高明区更合镇新圩小学

陈洁 高明区更合镇合水小学

区永华 高明区明城镇崇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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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旺 高明区纪念中学

夏玉梅 高明区沧江中学

齐森林 高明区第一中学

曾志深 高明区荷城中学

关伟明 高明区跃华中学

崔雪红 高明区富湾中学

黎文彩 高明区杨和中学

谭庆华 高明区东洲中学

陆荣康 高明区更合中学

杨艳芳 高明区技工学校

刘泉祥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李海英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樊莉 佛山市高明区广播电视大学

韩胡圳 佛山市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邓艳芳 佛山市三水区妇联幼儿园

罗可凤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小太阳幼儿园

郑芬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小星星英语实验幼儿园

李敏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小学

张海红 大塘镇中心小学

戴志锋 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迳口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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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云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一小学

邓惠凤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叶景华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六小学

邓雪萍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王达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九小学

黎洁欢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陈江华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杜丽仪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姜惠平 佛山市三水区三水中学

许莹 佛山市三水区华侨中学

许海霞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中学

杨惠秀 佛山市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蔡志明 佛山市三水区第三中学

郑雯华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柴泽湘 中大附中三水实验学校

卢健勋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黄少华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二中学

黎球容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中学

邓洪耿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中学

刘茜芝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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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东 佛山市三水区工业中专

宋亚格 佛山市三江职业学校

董桂林 佛山市三水区启智学校

何炳奇 佛山市三水区理工学校

何碧梅 佛山市三水区广播电视大学

朱计兴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教育局

林玉茂 佛山市三水区教育局

优秀班主任名单

（200名）

王建青 佛山市第一中学

徐金初 佛山市华英学校

陈慧明 佛山市启聪学校

李文燕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张诤言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马蔚彤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邓娟英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幼儿园

刘宏秋 佛山市禅城区机关第一幼儿园

梁翠香 佛山市禅城区健儿幼儿园

甘丽坚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幼儿园

陈明伟 佛山市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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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涣 佛山市禅城区信宇幼儿园

李洁球 佛山市幼儿园

梁少虹 禅城区中发幼儿园

梁万年 禅城区丽日玫瑰幼儿园

邹丽芳 佛山市禅城区深村小学

蔡捷 佛山市同济小学

钟万莲 佛山市禅城区镇安小学

黄敏宜 佛山市城南小学

欧阳慧娜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黄佩仪 佛山市第六小学

徐淑怡 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小学

曹利霞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张丽辉 禅城区惠景中学

张友仁 佛山市第二中学

刘凡珍 佛山市第三中学

周明嘉 佛山市第六中学

李健仪 佛山市第十中学

刘倩 佛山市第十一中学

韦丽丽 佛山市实验学校

潘淑英 佛山市实验中学



— 20 —

王春连 佛山市禅城区新蕾塘头学校

罗艳霞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陈瑞芬 佛山市光明职业技术学校

吴立华 佛山市财经学校

罗秋芳 平洲中心幼儿园

罗润媚 康怡幼儿园

严静 桂城中心幼儿园

黄丽云 丽雅苑幼儿园

杨少冰 曾秩和纪念学校附属幼儿园

骆珊珊 西樵镇阳光宝贝幼儿园

莫广凤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泉幼儿园

杨庆娜 罗村中心幼儿园

余焕映 小塘中心幼儿园

邓国梅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太平幼儿园

何红媚 里水中心幼儿园

宋舒平 和顺中心幼儿园

谷红霞 南海师范附属小学

林淑英 平洲中心小学

李晓燕 三山港小学

周金瑶 桂城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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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杏芳 石江小学

崔晓红 儒林第一小学

黄翠芬 西樵镇大桐堡小学

梁银欢 西樵镇太平小学

何才萍 西樵镇民乐小学

李妙芬 联安小学

吴齐芳 第二小学

胡燕芳 新城小学

丁永隆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中心小学

张幸环 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中心小学

卓彩娟 罗村联和吴汉小学

曹倩梅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

刘紫红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东小学

赖颂梅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萧结云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第二小学

朱秀芬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李月华 里水中心小学

周翠华 旗峰小学

梁月心 桂城叠滘初级中学

凌静 桂江第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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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伟珍 镇初级中学

林春华 西樵镇樵北初级中学

叶玉萍 金沙中学

刘文驹 罗村二中

张拉练 石门实验学校

杨莹 黄岐初级中学

张娟纯 旗峰中学

陈芸 南海区石门中学

张平 南海区石门中学

熊显林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谭家业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段忠兴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彭春梅 桂城中学

邓碧燕 南海一中

魏秋云 南海一中

邓建城 南海艺术高级中学

王秀腊 桂华中学

黄玉萍 南海区罗村高中

冯六凤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陈群好 南海狮山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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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毅虹 大沥高级中学

刘秀华 南海区黄岐高级中学

刘小琴 里水高级中学

袁日权 华附南海实验高中

田秀娟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学

黄华斌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学

张述光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王香妹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王愉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张君尧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唐宇慧 南海广播电视大学

岑丽萍 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蔡芬 顺德区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韩芳 顺德区大良育才幼儿园

孙佩仪 顺德区大良新德业第一幼儿园

陈佩贞 顺德区大良南国幼儿园

吕妙云 顺德区容桂振华幼儿园

郭德春 顺德区容桂新亚加达中英文幼儿园

叶聪花 顺德区容桂名博幼儿园

苏木兰 顺德区均安仓门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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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焕 顺德区杏坛基础幼儿园

李秀芬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幼儿部

王玉玲 顺德区龙江实验幼儿园

陈淑棣 顺德区乐从中心幼儿园

张静 顺德区陈村镇庄头幼儿园

邓寿芳 顺德区北滘镇雅正幼儿园

莫海燕 顺德区北滘镇第二幼儿园

谢伟霞 顺德区伦教财贸幼儿园

杨姝枫 顺德区大良本原小学

何凤华 顺德区大良祥胜小学

严碧珊 顺德区大良李介甫小学

林映 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

曹中华 顺德区容桂幸福小学

梁燕丽 顺德区容桂振华小学

肖友萍 顺德区伦教培教小学

刘湘红 顺德区伦教鸡洲锡全小学

麦婉惠 顺德区北滘镇中心小学

吴海燕 顺德区北滘镇城区小学

王嘉韫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小学

朱见碧 顺德区陈村镇庄头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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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亚军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朱雪梅 顺德区乐从镇红棉小学

张丽荷 顺德区龙江东头小学

岑绮华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郭琳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小学部

余鸿欣 顺德区杏坛中心小学

欧阳惠琼 顺德区均安富教小学

罗士祷 顺德区第一中学

何训强 顺德区第一中学

熊坪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向国慧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姚芳 顺德区华侨中学

王大军 顺德区大良罗定邦中学

刘贤贞 顺德区大良实验中学

何炽刚 顺德区大良凤城中学

张荣 顺德区容桂容山中学

李佩儿 顺德区容桂四基中学

汤国秀 顺德区容桂容里中学

唐红星 顺德区伦教中学

庄晓丽 顺德区北滘镇莘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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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全 顺德区北滘镇国华纪念中学

周蝶 顺德区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余琴妹 顺德区乐从中学

黎伟坚 顺德区乐从镇桂凤初级中学

梁秀娟 顺德区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张健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

苏文学 顺德区杏坛中学

任富华 顺德区均安中学

王志勇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蒋莉霞 顺德区顺德一中实验学校

刘雪花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侯守峰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熊高峰 顺德区启智学校

张杰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史维良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叶广宁 顺德区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谭淑芬 顺德区杏坛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曹淑萍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胡庆深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潘雪飞 高明区机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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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为 高明区荷城阳光幼儿园

刘爱娟 高明区荷城西安实验小学

何丽意 高明区杨和镇中心小学

康燕升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陆群娟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小学

罗秋红 高明区第一中学

黄坚起 高明区第一中学

廖建庄 高明区纪念中学

仇结英 高明区沧江中学

钟晓芬 佛山市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雷雪霞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幼儿园

冯云霞 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实验幼儿园

黄育丹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陈少玲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小学

刘丽婵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小学

邓敏仪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七小学

李敏华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小学

赵定琴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董丽容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小学

刘志玲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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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艳玲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陆桂平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南边中学

高谦增 佛山市三水区三水中学

叶小丰 佛山市三水区华侨中学

龙自琴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中学

唐翠芳 佛山市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莫燕兰 佛山市三水区第三中学

蔡丹红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欧结桃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六中学

先进教育工作者名单

（100名）

董国强 佛山市第一中学

陈辉 佛山市启聪学校

陈艳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余小蔚 佛山广播电视大学

詹海涛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陈琦 佛山市教育局信息中心

李雄武 佛山市教育局电教站

庄思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幼儿园

杨德文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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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丽红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幼儿园

曾宗平 禅城区大富小学

张丽琴 佛山市鸿业小学

罗秋霞 佛山市第一小学

文丽萍 佛山市第五小学

李朝念 佛山市第二中学

余燕琼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严新建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兰财忠 佛山市城北中学

刘梅香 佛山市禅城区邦耀学校

郝文彬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袁晓燕 佛山市禅城区东方河宕学校

李海燕 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科培室

杜翠菊 南海机关幼儿园

莫燕玲 罗村富景幼儿园

吴敏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幼儿园

王小恋 林岳小学

郑小莹 大谷小学

麦瑞意 金沙小学

李翠颜 罗村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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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强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大沥中心小学

何筱仪 里水中心小学

胡广宇 平洲第一初级中学

李文峰 儒林初级中学

关炎强 西樵镇太平中学

黄心滔 南海执信中学

林小庆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陈海斌 和顺二中

罗正义 南海区石门中学

林辉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黄翠萍 桂城中学

范绮媚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杨洁仪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王钦凌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李浩瑜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曾明 南海广播电视大学

刘小凤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郑兰桢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冯婉玲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何敏峰 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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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兵 狮山镇教育局

梁少容 顺德区陈村镇碧桂花城幼儿园

卢锦云 顺德区勒流中心幼儿园

杨霞 顺德区杏坛古朗伍时就幼儿园

郑影秀 顺德区均安中心幼儿园

文娟娟 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郭玲 顺德区容桂小学

谌永锋 顺德区北滘镇中心小学

何桂桥 顺德区杏坛麦村小学

李玉环 顺德区均安顺峰小学

梁筱莹 顺德区大良梁开初级中学

丘宇轩 顺德区容桂桂洲中学

王海生 顺德区伦教中学

邓志军 顺德区陈村青云中学

欧阳卫林 顺德区龙江中学

张春城 顺德区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车元星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陈佳玉 顺德区容桂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黄惠玲 顺德区伦教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梁泽洪 顺德区乐从镇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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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祥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汤恺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傅仁毅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陈文广 顺德区教学研究室

黄安年 顺德区伦教街道教育局

叶鑫荣 顺德区北滘镇教育局

宋庆发 顺德区勒流街道教育局

黄海萍 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麦婉芬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夏杰群 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

何伟坚 高明区更合镇千禧小学

邓吉昌 高明区第二中学

赵庆儒 高明区第四中学

汪金桃 高明区职业技术教育实训中心

廖其亮 高明区技工学校

宋健青 高明区荷城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夏少南 高明区荷城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叶高健 高明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唐世勇 高明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赖舜敏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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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秋红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瑞芳幼儿园

钟镜全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蔡泽泉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蒋爱华 佛山市三水区三水中学

彭健聪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俞年海 佛山市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游 佛山市三水区理工学校

叶成林 佛山市三水区业余体校

潘伟泉 佛山市三水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陈嫣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教育局

汪军 佛山市三水区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