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优秀教师拟推荐认定人员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1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教育发展中心 陈赛婵

2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第二初级中学 朱燕强

3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吴奶珠

4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陈如兵

5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师范附属小学 李芳

6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周冰欣

7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第二小学 李紫荆

8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六小学 钟泓

9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小学 陈韵滢

10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东翔学校 邓淑均

11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博雅学校 奉绍英

12 佛山市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郭翠容

13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师范附属幼儿园  王珮瑶

14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桂东幼儿园 陈健梅

15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教育发展中心 梁缨玉

16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何秋萍

17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沙头中心小学 叶秋燕

18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一小学 左洁霞

19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心幼儿园 陈翠萍

20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沙头中心幼儿园 崔绮媚

21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北初级中学 黄  蒲

22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教育发展中心 张杏燕

23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四小学 何雪萍

24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六小学 冯爱仪

25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实验小学 宋三姐

26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颜洁灵

27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听音湖分园 黄  丽

28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教育发展中心 何永成

29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林立伦

30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黎肖芬

31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罗行小学 何志芳

32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罗富国

33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金沙幼儿园 黎玉枝



佛山市优秀教师拟推荐认定人员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34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醒华幼儿园 邓绮霞

35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松岗中心幼儿园 黄丽霞

36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泉幼儿园 莫广凤

37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陈玉珍

38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教育发展中心 李瑞冰

39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第二初级中学 陈春妍

40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甘树华

41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英才学校 沈艺年

42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实验小学 邓艳君

43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袁敏贞

44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中心小学 何绮婷

45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中心小学 黄桂英

46 佛山市南海高新区第一小学 邓超华

47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芦塘小学 黄丽华

48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中心小学 胡凯磊

49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光明新城小学 安玲

50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许海初级中学 叶秋宜

51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吴小丽

52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初级中学 陈志峰

53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教育发展中心 梁静怡

54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 麦敏枝

55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水头小学 彭淑愠

56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刘少君

57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城南小学 莫晓虹

58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谢淑雅

59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小学 叶淑莲

60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横江小学 黄海燕

61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黄岐中心幼儿园 张媛媛

62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盐步中心幼儿园 李嘉莹

63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布鲁森实验幼儿园 曹朝阳

64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 梁媛

65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吴敏凯

66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中心小学 林贵璇



佛山市优秀教师拟推荐认定人员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67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朱承志

68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何晓华

69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绿欣小学 钟燕宁

70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旗峰幼儿园 何晓桃

71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赤山培英幼儿园 李凯伦

72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沈培浩

73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钟敏知

74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徐国民

75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李戬

76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学 关志琼

77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中学 田璐

78 佛山市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王欣欣

79 佛山市南海区桂华中学 汪朝东

80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曹秀娟

81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廖艺光

82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代淑言

83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龙和成

84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高级中学 黄燕霞

85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海实验高级中学 朱娜

86 南海开放大学 丁颖

87 南海开放大学 藏双虎

88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党天丞

89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黎亚军

90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彭燕娟

91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黄东侨

92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周列

93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李仲光

94 佛山市南海区星辉学校 马跃

95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中心小学 江素军

96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叶小莉



佛山市优秀班主任拟推荐认定人员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1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一初级中
学

何春迎

2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陈晓煌

3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何劲柱

4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学 丁绮薇

5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朱思思

6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李务芬

7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第三小学 陈洁琳

8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卢艳仪

9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张彦

10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心幼儿园 潘春燕

11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金域蓝湾幼儿园 吴少荣

12 佛山市南海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邹微婷

13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华光中学 文侦华

14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中心小学 关鋆

15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二小学 陈雪娜

16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上东幼儿园 关丽琳

17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小学 刘锦贞

18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二小学 区颖怡

19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樵中学 陈  波

20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罗洁婷

21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民乐幼儿园 区小敏

22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林业珍

23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吴广玲

24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第二小学 廖泳枝

25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中心幼儿园 罗佩玲

26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官窑中心幼儿园 罗园芳

27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第一幼儿园 刘贻敏

28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第二幼儿园 林群英



佛山市优秀班主任拟推荐认定人员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29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第二初级中学 严玉明

30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第一初级中学 胡丽玲

31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大圃初级中学 蔡小玲

32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冯剑婷

33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中心小学 周颖怡

34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颜峰小学 戚艳珊

35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务庄小学 招丽金

36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小学 潘肖婷

37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石碣小学 杨艳兰

38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黄惠贞

39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第三初级中学 陈清云

40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周艳怀

41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小学 李晓涛

42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太平成远小学 张解云

43 佛山市南海区石英实验学校 黄玉珍

44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东小学 王少玲

45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第二小学 黄洁霞

46 佛山市南海区中附外国语学校 黄翠婷

47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中心幼儿园 谭颖仪

48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冠苗幼儿园 李艳珊

49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童梦园幼儿园 李丽欣

50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第一初级中学 郑玉娴

51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第二初级中学 梁颖欣

52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麻奢小学 杨婷妍

53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陈炜君

54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小学 梁红媚

55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家乐幼儿园 张晓燕

56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徐少林



佛山市优秀班主任拟推荐认定人员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57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王雪娜

58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黎茂荣

59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范招荣

60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学 张敏

61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中学 翟世航

62 佛山市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黄锦满

63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陈凯联

64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张遇贤

65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雷冬英

66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徐现斌



佛山市先进教育工作者拟推荐认定人员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1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教育发展中心 林健勤

2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罗新全

3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桂外校区 张洪伟

4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邓爱勤

5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第五小学 范文

6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平洲中心幼儿园 罗秋芳

7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儒林初级中学 黄海青

8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南畔华光小学 韦敏

9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曾秩和纪念学校附属
幼儿园

李群香

10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五小学 余兰英

11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初级中学 李添成

12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李志敏

13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何杏欢

14 佛山市南海翰林实验学校 杨寒

15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幼儿园 杨就心

16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中心幼儿园 陈丹

17 佛山市南海区石小实验学校 李绍团

18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蔡阳合

19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教育发展中心 罗丽影

20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初级中学 罗晓彤

21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潘淑幼

22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平地小学 黄三荣

23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海北第一幼儿园 梁霭贤

24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 孔秀玲

25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初级中学 王荣军

26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金溪小学 李运勇

27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中心幼儿园 袁洁红

28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陈林兆

29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陈劲茹

30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董磊

31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何敏峰

32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林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