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1年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拟表彰人选公示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刘思玲 广东省育才幼儿院一院

2 郑育敏 广东省育才幼儿院二院

3 史力玲 广东省公安厅幼儿院

4 梁哲辉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幼儿园

5 陈菁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幼儿园

6 罗瑞贤 广东省体育局幼儿园

7 肖芳 广州军区司令部幼儿园

8 赵虹 广州军区政治部幼儿园

9 庄柳媚 广东省军区第四幼儿园

10 陈凤娇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11 周海珊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附属幼儿园

12 李莉 南部战区空军直属机关幼儿园

13 刘燕萍 广州市越秀区安安幼儿园

14 陈秀珍 惠州市惠阳区直属机关幼儿园

15 何彩云 化州市河西街道中心幼儿园

16 陈惠娟 清远市新北江幼儿园

17 曾志伟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小学

18 陈志辉 从化希贤小学

19 钟映霞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小学

20 张锦荣 珠海市香洲区实验学校

21 陈旭彬 汕头市潮阳区文光镇二小学

22 江文雄 韶关市武江区金福园小学

23 朱冠华 和平县阳明镇第二小学

24 曹丕显 汕尾市实验小学

25 聂惠芳 东莞市石龙镇中心小学

26 徐铭侃 中山市实验小学

27 陈少芳 中山市菊城小学

28 梁秀京 阳江海陵平兰小学

29 李流平 湛江市麻章中心小学

30 刘颖仪 清远市清城区凤鸣小学

31 张素明 连州市连州镇西城小学

32 叶良坚 罗定罗城中心小学

33 肖靓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4 曾广波 深圳市光明区实验学校

35 李国栋 珠海市斗门区城南学校

36 许树然 汕头金中华侨试验区学校

37 邓伟国 龙川县培英学校

38 张彩洪 平远县石正中学

39 肖佐迁 陆河县新田中学

40 陈泽林 东莞市可园中学

41 杨昌柳 阳春市潭水中学

42 车燕华 茂名市新世纪学校

43 韦冉 信宜市教育城初级中学

44 黄楚江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中学

45 李碧 广州市第二中学

46 裘志坚 广州市第五中学

47 李其雄 广州市第八十九中学

48 王德久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中学

49 梁柏健 珠海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

50 何轩 佛山市第一中学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1 谢大海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52 范自军 佛山市三水区三水中学

53 饶盛祥 南雄市第一中学

54 廖娜 河源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55 李卓荣 梅州市梅县区高级中学

56 刘俊华 惠州市第一中学

57 段文宏 东莞市第七高级中学

58 王锡文 中山市第一中学

59 陈恕 阳江市第一中学

60 李小锋 湛江市第二中学

61 马乃棉 肇庆市第一中学

62 欧阳资仁 怀集县第一中学

63 李文旭 普宁市第二中学

64 庄伟平 揭西县霖田高级中学

65 黄美旭 揭阳空港经济区登岗中学

66 曾彬 云浮市第一中学

67 陈岸春 广东实验中学

68 姚训琪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69 张展锋 罗定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70 古义权 深圳市开放职业技术学校

71 戚伟强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72 刘红昌 广东省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校

73 刘山根 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

74 孙资颖 广东省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75 王焱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76 高斌 广东省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77 周创强 广东省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78 吴俏英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79 高国昌 广东省商业职业技术学校

80 张帆 星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81 钟志恒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82 丁松坚 广州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

83 陈静浪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84 荣爱珍 广东黄埔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85 刘德忠 广东省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86 王丹丽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87 陈奋萍 广东省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88 隆艳 广东开放大学附属职业技术学校

89 郑楚云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

90 李作专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91 胡利平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

92 吴建材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93 陈冬梅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4 张志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95 朱海洋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96 郭盛晖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97 夏金华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98 池瑞楠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99 林徐润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00 秦旭明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101 谭晓玉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102 李晓培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103 李坤凤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104 黄淯斌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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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黄健光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06 董莹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107 马燕霞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108 张德宜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109 黄锦添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110 欧咏梅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111 曹峰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112 林广国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13 陈国辉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114 蒋建平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15 李钢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16 王磊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117 严励 中山大学

118 朱献珑 华南理工大学

119 卫海英 暨南大学

120 章家恩 华南农业大学

121 夏欧东 南方医科大学

122 曾文婕 华南师范大学

123 宁寻安 广东工业大学

124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25 刘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126 余细勇 广州医科大学

127 刘宏伟 深圳技术大学

128 张德生 嘉应学院

129 周二勇 广东科技学院

130 陈豫岚 广州工商学院

131 黄学寿 珠海科技学院

132 董成杰 广州南方学院

133 刘佳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134 虞立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135 刘军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136 陈景春 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137 刘金军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138 潘希武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39 赵端鑫 汕头市金荷中学党支部，金平区教师发展中心

140 罗开初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41 黄昆鹏 梅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142 易正新 惠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43 丁玉华 江门市教育研究院

144 苏振旋 江门市蓬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45 邓东明 开平市教师发展中心

146 邓映民 湛江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147 李德保 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

148 石中璧 潮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149 李杰华 饶平县教师发展中心

150 胡灿燃 陆丰市特殊教育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