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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第五届中小学教师教学大赛

选手获奖名单

特等奖（11 名）

高中组 陈 琳（第一名） 柘荣县第一中学

高中组 林晓艳 福州格致中学

高中组 王 璐 厦门市国贸协和双语高级中学

初中组 徐畅涌（第一名） 泉州现代中学

初中组 张 琦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初中组 陈叶叶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思明分校

小学组 吴 蕾（第一名） 厦门市音乐学校

小学组 林主敏 福州市鼓楼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组 何晓燕 福州市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

幼儿园组 吕冰心（第一名） 厦门市莲龙幼儿园

幼儿园组 何 楚 厦门市海沧区绿苑幼儿园

一等奖（53 名）

高中组

高中语文 陈 琳 柘荣县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郑有凌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黄昌毅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耿 熹 福州第三中学

高中英语 洪玉馨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高中英语 李红梅 莆田擢英中学

高中历史 刘俊杰 厦门外国语学校

高中地理 严冰如 福州格致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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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想政治 林晓艳 福州格致中学

高中物理 章大榕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 陈永安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中生物 张 斌 南安国光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张晗婧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高中音乐 史夏洋 福州第一中学

高中美术 郭慧文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王 璐 厦门市国贸协和双语高级中学

高中通用技术 任 海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阮 静 厦门实验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陈 莹 厦门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初中语文 唐 晨 泉州实验中学

初中语文 黄三荣 三明市列东中学

初中数学 陈 磊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初中数学 余 慧 福建省南平剑津中学

初中英语 陈叶叶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思明分校

初中英语 叶扬帆 福州屏东中学

初中历史 刘智彬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初中地理 谢晓颖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张 琦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初中物理 苏达青 福州三牧中学

初中化学 饶慧伶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初中生物 徐畅涌 泉州现代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郑明俊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台商区分校

初中音乐 蔡语婷 厦门市第三中学

初中美术 胡 瑶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陈燕燕 漳平三中

初中心理健康 石依婧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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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小学语文 江 滨 厦门市集美区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何晓燕 福州市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林主敏 福州市鼓楼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张 香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吴 蕾 厦门市音乐学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 庄淑春 宁德市华侨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张光荫 泉州市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吴铮铮 厦门市集美区窗内小学

小学美术 王文琳 福州市钱塘小学

小学科学 卢伟平
厦门市湖里区教师进修学校第

二附属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陈 娴 厦门市园南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施平蓉 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幼儿园组

幼儿园 吕冰心 厦门市莲龙幼儿园

幼儿园 陈雅唯 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

幼儿园 何 楚 厦门市海沧区绿苑幼儿园

幼儿园 方 婕 厦门市湖里第二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刘奕婷 莆田市机关幼儿园

二等奖（107 名）

高中组

高中语文 韩 莹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徐 可 厦门外国语学校

高中语文 陈伟玲 福建省惠安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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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 毛华明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李光裕 厦门英才学校

高中数学 孙舒萌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数学 金 声 福州格致中学

高中数学 曾翰举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郭 贝 泉州五中

高中英语 林怀佳 福州第二中学

高中英语 林心悦 闽侯县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许小峰 福建省惠安第一中学

高中历史 王玉芳 永安市第三中学高中校

高中历史 倪雅琴 福清第一中学

高中地理 吴 响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中地理 熊梦婷 福建省建瓯第一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白 云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孙小娟 厦门外国语学校

高中物理 陈朝南 华中师大惠安亮亮中学

高中物理 张晓斌 福安一中

高中化学 杨丽君 莆田第六中学

高中化学 许 方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高中生物 黄 巍 福州高级中学

高中生物 肖丹红 三明市第二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林 杰 福州第八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王倩倩 莆田哲理中学

高中音乐 杨菲菲 漳州五中

高中音乐 陈真真 福鼎市第一中学

高中美术 郭舜清 福州铜盘中学

高中美术 郑博凌 三明市第九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王小平 福安一中

高中信息技术 陈丽芬 莆田擢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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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通用技术 黄燕辉 南安市新侨中学

高中通用技术 徐 敏 福州格致中学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刘 熙 莆田第五中学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黄求标 泰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刘 强 柘荣县第一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郭梅兰 泉州市马甲中学

初中组

初中语文 刘君茹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音乐学校

初中语文 朱 琦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初中语文 陈志芸 泉州市第七中学

初中语文 雷成清 福安市实验中学

初中数学 吕江舟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

学校

初中数学 林经武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初中数学 林欣欣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初中数学 石先兵 福州第一中学

初中英语 林真丽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

学校

初中英语 曾桂林 泉州第一中学

初中英语 林 蓉 三明列东中学

初中英语 余吴逸凡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初中历史 陈清辉 福州第十八中学

初中历史 陈倩文 福安市实验中学

初中地理 陈 欣 永安市第一中学附属学校

初中地理 张志伟 龙岩初级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范恬恬 漳州市第五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吴秋兰 泉州第一中学

初中物理 郭艳辉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初中物理 杨 莉 莆田第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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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 蔡晶晶 莆田第十七中学

初中化学 张美婷 大田县太华初级中学

初中化学 陈小莉 厦门市松柏中学

初中生物 洪小玲 厦门市湖里实验中学

初中生物 沈琳琳 漳州五中

初中体育与健康 刘 翔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陈素烟 城厢区南门学校

初中音乐 林 致 城厢区文献中学

初中音乐 龚馨烨 宁德市民族中学

初中美术 曾艳婷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初中美术 林美美 晋江市第一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陈彬彬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林锦凤 泉州五中桥南校区

初中心理健康 陈 彦 福州金山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 卓秀芳 尤溪第一中学文公分校

小学组

小学语文 张燕萍 荔城区第四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陈 威 福鼎市龙山小学

小学语文 李婷婷 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刘笑容 福鼎市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黄伟华 晋江市心养小学

小学数学 吴晓冬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郑 媛 福安八一小学

小学数学 陈 英 福安实小富阳校区

小学英语 许 婷 福建省建阳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刘艳梅 福州市仓山区实验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赵 丹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林秀英 福清市滨江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蔡 福 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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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体育与健康 沈志斌 厦门市康乐小学

小学音乐 陈 静 城厢区南门中特小学

小学音乐 刘 爽 厦门市集美区新村小学

小学美术 吴炳旺 石狮市龟湖中心小学

小学美术 周 璐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许丽玲 丰泽区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柳 燕 福州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尹小娜 福州市鼓楼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蓝 锋 上杭县实验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胡晓宁 厦门市莲龙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林青青 福州市台江区第一中心小学

幼儿园组

幼儿园 程沐青 福建省直象峰幼儿园

幼儿园 虞晨卉 武夷山市百花幼儿园

幼儿园 胡育南 福州市蓓蕾幼儿园

幼儿园 林 莉 福州市蓓蕾幼儿园

幼儿园 祖桂枝 福建幼高专附属第一幼儿园

幼儿园 刘思璐 福州市仓山区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何清清 南平市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林少萍 福安一园教育集团

幼儿园 游绍云 福鼎市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顾舒婷 福建省直屏西幼儿园

三等奖（155 名）

高中组

高中语文 阴智强 泉州市第九中学

高中语文 张 竑 福州第十八中学

高中语文 李龙华 福清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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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 郑淑蓉 福建省漳州市第三中学

高中语文 郑坛建 福安一中

高中语文 吕玲燕 漳平一中

高中数学 张小蓉 泉州五中

高中数学 卓丽霞 莆田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江 冰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郑仙峰 福安一中

高中数学 陈海岚 福建师大平潭附中

高中数学 周 雯 福鼎市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卢晓艳 永定一中

高中英语 朱兰婷 莆田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肖丰骐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陈 露 宁德市第五中学

高中英语 张佳雯 福建省南平市高级中学

高中历史 游童芯 漳平一中

高中历史 叶少勇 晋江子江中学

高中历史 张志文 福建省漳州市第五中学

高中地理 刘永斌 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中地理 高意玲 福建省漳州市第三中学

高中地理 龚金平 漳平第一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孔文杰 泰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邓凌梅 邵武市第七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陈培英 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

高中物理 阙永华 厦门外国语学校

高中物理 林 成 三明第一中学

高中物理 周淑颖 连城一中

高中化学 金碧凤 福建省武夷山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 冯 莹 宁德市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 郑朝燕 福建省尤溪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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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 郑 烨 漳州一中

高中生物 黄 晶 莆田第一中学

高中生物 王雅静 仙游县第二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廖华平 武平二中

高中体育与健康 郭秋仙 宁德市民族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吴 攀 德化一中

高中音乐 汪 超 福州第八中学

高中音乐 苏 殷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高中音乐 彭 佳 武夷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美术 陈倩俐 泉州现代中学

高中美术 林 颖 龙岩一中锦山学校

高中美术 陈孟娜 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庄鸿鸿 福州第十五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黄忠培 浦城县第二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俞惠聪 南安国光中学

高中通用技术 刘媛媛 龙岩一中

高中通用技术 傅玉华 福建省邵武第一中学

高中通用技术 杜婉玉 福建省龙海第一中学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张冬霞 龙岩一中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江巧清 闽侯县第一中学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余惟妮 泉州第一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施 娒 莆田第六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黄桂妹 武夷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心理健康 郑婉瑜 漳州第一中学

初中组

初中语文 张 婧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语文 罗聪香 长汀三中

初中语文 李秀媚 南平市第三中学

初中语文 丁凯鹏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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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 郭丽青 漳州一中

初中数学 叶燕华 漳州五中

初中数学 颜月红 漳州一中

初中数学 林晓敏 莆田文献中学

初中数学 林建华 福安市德艺学校

初中数学 郑小雨 宁德市民族中学

初中数学 吴剑宇 莆田中山中学

初中英语 林苏洁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初中英语 林 若 福州第十一中学

初中英语 连伟煌 龙岩一中锦山学校

初中英语 张晓玲 柘荣县第三中学

初中英语 朱 晖 永安市第一中学附属学校

初中历史 陈 跃 泉州市培元中学

初中历史 汤雪辉 漳州第一中学

初中历史 高 琼 福建省顺昌县第一中学

初中地理 郑晓虹 晋江市华侨中学

初中地理 杨少惠 漳州市第五中学

初中地理 黄雅君 南平市建阳第二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魏秋双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郑 莉 永安市第一中学附属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徐海燕 邵武市第四中学

初中物理 高桂长 福建省南平剑津中学

初中物理 王靖岩 龙岩市高级中学

初中物理 蔡水旋 晋江市第一中学

初中化学 林 捷 福安市第五中学

初中化学 洪晓萍 泉州科技中学

初中生物 肖丽梅 三明市第三中学

初中生物 史建明 福建省仙游第一中学

初中生物 黄少娟 福安市老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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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 王 琦 三明市第八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李坤申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王 琳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初中音乐 修建榕 福建省南平剑津中学

初中音乐 陈莹莹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漳州校区

初中音乐 孟 可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初中美术 陈紫桐 松溪县第三中学

初中美术 张晨晔 永安市第一中学附属学校

初中美术 许 军 城厢区霞林学校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周智兰 莆田哲理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王孝龙 福鼎市第六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黄 嫣 福建省南平剑津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 吴毅宏 福建泉州外国语学校

初中心理健康 肖 云 福建省顺昌县第一中学

初中心理健康 李 清 莆田华侨中学

小学组

小学语文 林燕烽 仙游县城东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吕秀玉 三明学院附属小学

小学语文 高静雯 福清市高山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程 凡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罗懿临 龙岩市松涛小学

小学语文 卢梦裳 南平市建阳区童游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陈 琳 莆田市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马欣怡 长泰区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曾晓宏 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蔡燕婷 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汤远亮 将乐县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马姗姗 福建省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张明媚 晋江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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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林晓艳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王丽平 柘荣县实验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黄唤英 泉州市实验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许惠玉 漳州市龙海区榜山中心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黄彩云 龙岩市松涛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林祖林 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张丝羚 政和县星溪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丘文盛 福州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郑恺晗 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黄文君 福州市钱塘小学

小学音乐 李斯婷 龙岩师范附属第二小学

小学美术 魏洁瑜 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美术 董琦雯 永安市巴溪湾小学分校

小学美术 阮爱慧 福建省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科学 陈琰枫 福建省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科学 刘满英
新罗区东肖中心小学（龙岩市第

五实验小学）

小学科学 陈明杰 仙游县蜚山第一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潘小莉 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吴静婷 涵江区实验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陈 丹 福安松罗中心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王晓燕 武夷山市崇安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张文瑜 平和县五寨中心小学

幼儿园组

幼儿园 苏小晓 三明三元区列东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黄超凡 福州市台江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颜莉娜 秀屿区埭头第一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龚慧敏 城厢区第一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李秀娟 福建省泉州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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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黄晓倩 龙岩市直机关幼儿园

幼儿园 曾小花 福建省儿童保育院

幼儿园 张琦 宁化县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王珊红 南安市第一幼儿园

幼儿园 杨荣斌 泉州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

幼儿园 谢可琪 漳州市幼儿园

幼儿园 李晓霞 漳州市芗城区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郭晓芳 洛江区双阳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蓝玥 长汀县腾飞小学附属园

幼儿园 卓斌斌 霞浦县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邓苗苗 漳平市城隍庙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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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五届中小学教师教学大赛
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1.厦门市教育局

2.福州市教育局

3.泉州市教育局

4.宁德市教育局

5.南平市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