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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州 市 丰 泽 区 教 育 局
文件

丰 泽 区 教 育 发 展 基 金 会
泉丰教〔2021〕105 号

关于表扬2020-2021学年度优秀教师和先进教育
工作者、优秀班主任和先进德育工作者的通报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单位，区属各学校：

2020 年以来，我区教育系统认真贯彻全国、全省教育大会

精神，积极落实区委、区政府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决策部署，

实施“五名”（名人、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名校）工程，

全面加强教师师德教育工作，进一步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

业务水平，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推动了我区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结合庆祝第 37 个教师节，

以“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为主题，为了表扬先进，

经区教育局、区教育发展基金会研究，决定授予高庆友等 200

位同志为 2020-2021 学年度丰泽区“优秀教师”和丰泽区“先

进教育工作者”称号、授予魏金兰等 180 位同志为丰泽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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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班主任”和丰泽区“先进德育工作者”称号。希望受表扬的

同志戒骄戒躁，继续奋发有为，为我区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再

创新的业绩。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优秀教师和先进

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和先进德育工作者为榜样，努力成为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

教师，积极参与到我区“扩容提质”和“两香教育”工作中来，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水平，为打造高质量教育强区作出应

有的贡献。

附件：1、泉州市丰泽区 2020-2021 学年度优秀教师和先进

教育工作者名单

2、泉州市丰泽区 2020-2021 学年度优秀班主任和先

进德育工作者名单

泉州市丰泽区教育局 丰泽区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1 年 9 月 8 日

抄送：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

区领导徐情根、高金全、郑燕然、黄队强、叶春泉、黄海峰。

泉州市丰泽区教育局 2021 年 9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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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泉州市丰泽区 2020-2021 学年度优秀教师
和先进教育工作者名单

一、优秀教师名单：

泉州市城东中学： 高庆友、高明爽、黄晓红、陈玉环、

王芳婷、廖秀程、邱碧云、谢冬生、

曾文鹏、赖丽萍、黄晓莉、蔡绿艳

泉州市第九中学： 林钦明、潘燕瑜、颜淡明、黄小琪、

郑毅晖、李 琳、陈远见、施旋旋、

魏少男

泉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张先兰、陈美艺、吴婉秋、赖振明、

李贵平

泉州市东海中学： 刘阿斌、龚清燕、黄婉梅、戴晓瑜、黄琼瑶

泉州市北峰中学： 董淑芬、庄进华、丁丽芳、江超英、

苏培成、潘亚云

泉州一中（东海校区）： 王兴山、徐佳琳

泉州市工商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王鹏飞、王小红、苏庆荣

泉州市实验中学： 石浩冰、林碧辉、方 芳

北师大泉州附属中学： 吴海滟、林丽娟、黄睿哲

泉州市刺桐中学：郭大江

丰泽区华创学校： 钟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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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剑影实验学校： 林 丽、陈淑云、古小绮

丰泽区实验小学： 苏竞芳、林煌利、黄翠霞、王志鹏、王春燕、

王丽芳、刘雨杰

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 黄阿萍、林小玲、苏龙凤、魏文雅

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 洪龙居、许玉珍、张炎虹、孙炯坤、

雷虹虹、蔡曾曦

丰泽区第五实验小学：王梅芳、姚智智

丰泽区湖心实验小学：黄明茹、赖锦云、黄绿丹

丰泽区崇德实验小学：陈晓鑫、陈凤丽、吴炯彬

泉州师院第二附属小学：陈天彪、叶子旭、刘丽芳、康丽云

丰泽区群石实验小学： 黄萍萍、林晓婷

丰泽区见龙亭实验小学： 陈培瑶、陈丹霞、梁文花、黄惠琼

丰泽区海滨实验小学： 郑清兰、魏荣发、苏婉环

丰泽区东星实验小学： 林玲玲

丰泽区东湖实验小学： 张 雯、郭巧玲、张秋莹

丰泽区丰盛实验小学： 杨丽辉、万惠瑜、赖瑞虹

丰泽区泉秀实验小学： 王丽玉、林碧琼

丰泽区第四中心小学： 陈育恒、彭招玉、黄小珍、骆幼萍、

陈文萍、曹薇安

丰泽区第五中心小学： 蔡雪芬、林盛华、林艳容、蔡碧静、

吴楚煌

丰泽区北峰实验小学：潘亚雄、杨一鹏

丰泽区第七中心小学： 高菲菲、施雪君、陈玉尔

丰泽区第八中心小学： 王丹凤、魏珊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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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实验中学丰泽附属小学： 庄小明、吴默微

北师大泉州附属中学附属小学： 刘雅新

泉州东海湾实验学校： 黄巧莉、郑玉华

丰泽区实验幼儿园： 黄清华、邓晓玫、刘嫣嫣、林媛玲

刘金花

丰泽机关幼儿园：倪 丰、邱莉霞、陈培倩

丰泽区第三实验幼儿园： 黄七妹

丰泽区第五实验幼儿园：黄虹瑜

丰泽区东湖实验幼儿园： 黄腾阳

丰泽区东海实验幼儿园： 黄超燕、洪清梅

丰泽区城东实验幼儿园： 方小梅

丰泽区华大实验幼儿园： 吴凤龙

丰泽区北峰实验幼儿园：陈爱珍

丰泽区海城实验幼儿园： 庄小燕、吴丹霞

丰泽区宝秀实验幼儿园：周倩兰

丰泽区金凤屿实验幼儿园： 洪华燕

丰泽区泉秀实验幼儿园： 黄佩慧

丰泽区东美实验幼儿园： 王 琪

丰泽区实幼云谷分园： 江小婷

丰泽区博泽领海幼儿园：张丹玲

泉州东湖中心幼儿园： 杨燕瑜

丰泽区育才幼儿园： 谢 妮

丰泽区圣湖幼儿园： 李 芳

丰泽区世纪星滨海华庭幼儿园：刘青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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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泽区大唐丰盛幼儿园： 简丹婷

丰泽区东湖中心幼儿园浔埔分园： 陈慧婷

丰泽区华艺幼儿园：陈 颖

丰泽区小世界幼儿园： 付培婷

汉唐儿童学园： 黄雪玲

丰泽区娃娃兵幼儿园：林炀炀

丰泽区财贸幼儿园： 周玉真

丰泽区灯星阳光幼儿园：郭婉婷

丰泽区华艺幼儿园： 陈 颖

丰泽区丰涂社区幼儿园： 魏志琼

丰泽区灯星童心幼儿园： 张晶晶

丰泽区宝洲花园幼儿园： 苏晓蓉

丰泽区东海街道法石中心幼儿园： 吕念淮

丰泽区东海街道东梅幼儿园：黄丽娟

丰泽区华侨大学尤梅幼儿园： 魏丽婷

丰泽区爱儿堡幼儿园： 杨婷婷

丰泽区环山幼儿园： 许瑞瑜

丰泽区北峰翠屏幼儿园： 王月兰

丰泽区冠亚凯旋门幼儿园： 林丹丹

丰泽区西湖幼儿园：李高雅

泉州市丰泽蓝天幼儿园：林丹瑜

丰泽区安琪幼儿园：周飞飞

丰泽区汇景大地幼儿园：张丽绵

丰泽区康桥红橡树幼儿园：曾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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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泽区城东社区幼儿园：庄桂兰

丰泽区华大毓英幼儿园：黄丽燕

丰泽区群石宝乐幼儿园：杨 帆

丰泽区童心幼儿园：林丹妮

二、先进教育工作者名单：

泉州市第九中学：叶连发

丰泽区实验小学： 连崇岭

丰泽区东湖实验小学： 赖荣旭

丰泽区泉秀实验小学： 赖主意

丰泽区湖心实验小学：侯逸华

丰泽区东星实验小学：杨晓惠

泉州师院第二附属小学：郭承金

丰泽区第四中心小学： 尤小蓉、黄永红、谢国耀

丰泽区第五中心小学： 陈忠庆

丰泽区第八中心小学： 许长雷

丰泽区城东实验幼儿园：傅清冰

丰泽区崇德实验幼儿园： 吴梅蓉

丰泽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张煌雅

丰泽区教师进修学校：李兰芝、黄和义

丰泽区教育局：张 昀、苏毅民、黄若梅、林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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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泉州市丰泽区 2020-2021 学年度优秀班主任
和先进德育工作者名单

一、优秀班主任名单：

泉州市城东中学：魏金兰、康丽婷、庄慧锋、王小妹、陈绿茵、

陈舒维雅

泉州市第九中学：黄群芳、周毅鹤、黄朝霞、康丹丹、张美芳、

蔡燕燕

泉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石昭月、郭曦虹、杨瑞捷

泉州市东海中学：林黎榕、张应顺、林宝莲、陈琼娥

泉州市北峰中学：陈增兴、陈明真、许瑞婷

泉州市工商旅游职业中专学校：陈晓颖、林艳艳、郑苹苹、

陈小芳

泉州理工学校：王远婷、赖清魁

泉州市闽南工贸学校：杨雅玉

泉州剑影实验学校：王彬彬、华日高

丰泽区华创学校：罗娟娟

丰泽区实验小学：陈婉芳、梁志红、高丹红

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林秀红、黄小云、王超梅

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吴珍珍、黄明霞、王晓玲、詹凌莉

丰泽区第五实验小学：林秋白、梁诗婷

泉州师院第二附属小学：陈奕名、魏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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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泽区东湖实验小学：王习艺、黄艺昕、蔡文娟、陈雪霞

丰泽区丰盛实验小学：郑丽绵、王惠屏

丰泽区泉秀实验小学：王明芳、吴 捷

丰泽区第四中心小学：孙晴泓、陈超瑜、黄宝珍、张丽霞、

康爱嫄

丰泽区第五中心小学：万腾霞、王柳燕、魏幼梅、魏春汝、

王祯萦

丰泽区北峰实验小学：车微微、陈秋红

丰泽区第七中心小学：林 静、郭志平

丰泽区第八中心小学：洪缩湘、杜丽君

丰泽区湖心实验小学：陈建梅、李桂贞、张秀瑜

丰泽区崇德实验小学：刘国娟、吕丹凤

丰泽区见龙亭实验小学：张亚兰、王燕辉

丰泽区海滨实验小学：陈阮真、林鑫兰

丰泽区群石实验小学：杨 媛、吴丽璇

丰泽区东星实验小学：蔡春英、张婷婷

泉州实验中学丰泽附属小学：华 鹏、陈建全、周幼春

北师大泉州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张曲东、潘华锋、彭来胜

泉州东海湾实验学校：黄惠珠、林婕钊、王禄英

丰泽区实验幼儿园：陈 诗、林璇璇

丰泽区机关幼儿园：苏小红、苏凤琦

丰泽区第三实验幼儿园：陈金珍

丰泽区海城实验幼儿园：林 琳

丰泽区金凤屿实验幼儿园：滕小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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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泽区宝秀实验幼儿园：林 静

丰泽区东湖实验幼儿园：郑美芳

丰泽区东海实验幼儿园：吴玉勤

丰泽区城东实验幼儿园：李淑静

丰泽区华大实验幼儿园：王雅诗

丰泽区泉秀实验幼儿园：吴思莹

丰泽区东美实验幼儿园：黄丽君

丰泽区南丰大地幼儿园：张莉娜

丰泽区实幼云谷分园：郑立萍

泉州东湖中心幼儿园：林思缘

丰泽区大唐国文幼儿园：朱明娟

丰泽区育才幼儿园：谢 妮

丰泽区大唐丰盛幼儿园：朱雪征

丰泽区童心幼儿园：林丹妮

丰泽区东海滨城幼儿园：杨南燕

丰泽区法石中心幼儿园：黄韩茹

丰泽区汉唐儿童学园：洪艳艳

东湖中心幼儿园浔埔分园：黄丽玲

丰泽区宝洲花园幼儿园：吴玲玲

丰泽区湖心苑剑桥幼儿园：陈晶晶

丰泽区冠亚凯旋门幼儿园：刘 宁

二、先进德育工作者名单：

泉州市城东中学：魏志哲

泉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杨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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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东海中学：许浩洋

泉州市北峰中学：林文利

泉州闽南工贸学校：李美玲

北师大泉州附属中学：林培菁

泉州市刺桐中学：郭泽松

泉州剑影实验学校：章美燕

丰泽区实验小学：王玲玲、黄诗梦、林恵娜

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林志燕

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施丽玲

丰泽区第五实验小学：蔡碧绵

泉州师院第二附属小学：许丹虹、徐丽红

丰泽区东湖实验小学：杨玉梅

丰泽区丰盛实验小学：郑佳静

丰泽区泉秀实验小学：康玉梅

丰泽区第四中心小学：姚素萍、余 虹、黄明征

丰泽区第五中心小学：黄宝心、蔡艺芬

丰泽区北峰实验小学：陈幼红

丰泽区第七中心小学：黄翠芬、吴丽鹏、林丽红

丰泽区第八中心小学：林小青

丰泽区湖心实验小学：龚冬梅

丰泽区崇德实验小学：伍代琦

丰泽区见龙亭实验小学：王迎迎

丰泽区海滨实验小学：许萱萱

丰泽区群石实验小学：何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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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泽区东星实验小学：许春燕

泉州实验中学丰泽附属小学：郑海容

丰泽区实验幼儿园：陈玲玲、庄秀娟

泉州市丰泽机关幼儿园：刘 彬

丰泽区第三实验幼儿园：陈秋菊

丰泽区第五实验幼儿园：刘翠瑜

丰泽区崇德实验幼儿园：彭 林

丰泽区海城实验幼儿园：曹雅媚

丰泽区金凤屿实验幼儿园：吴金英

丰泽区宝秀实验幼儿园：陈纯真

丰泽区东湖实验幼儿园：庄维敏

丰泽区东海实验幼儿园：金达兰

丰泽区城东实验幼儿园：黄幼巧

丰泽区北峰实验幼儿园：洪培红、苏缘缘

丰泽区泉秀实验幼儿园：陈 芳

丰泽区东美实验幼儿园：林罕妮

丰泽区财贸幼儿园：周玉真

华侨大学尤梅幼儿园：林丽玉

丰泽区附中路剑桥幼儿园：吴志芳

丰泽区教师进修学校：伍奕虹、李关雎

丰泽区教育局：洪碧丽、蒋燕朋、黄俊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