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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优秀班主任（100名）

王毅敏 石狮一中 卢凤莲 石狮鹏山工贸学校 张训正 厦外石狮分校

周鸿飞 石狮鹏山工贸学校 张澍斌 石狮一中 戴炳琳 永宁中学

袁聪莉 华侨中学 陈 媛 石狮八中 王文明 石光中学

黄韩彦 石狮八中 王镇宝 石狮一中 钟文才 厦外石狮分校

黄俊德 石狮三中 林启华 永宁中学 颜丹萍 石狮三中

郭丽青 石狮一中 朱学义 石狮二中 姚秋月 石狮一中

邱功德 石狮二中 周茂兰 厦外石狮分校 郭阿丕 锦峰实验学校

蔡彬彬 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郭海滨 石狮七中 纪荣山 石狮七中

余月娥 石狮五中 陈亚鹏 石狮五中 张伟欣 华侨中学

蔡玲玲 华侨中学 施美华 华侨中学 陈宝玉 永宁中学

陈心心 永宁中学 陈雪娟 厦外石狮分校 黄阿连 蚶江中学

曾军荣 蚶江中学 黄丽燕 锦峰实验学校 蔡锵锵 石狮八中

邱聪伟 石狮八中 庄华每 石狮八中 田爱清 石光中学

颜丽红 石光中学 刘艺艺 实验中学 施雅真 第三实验小学

徐斐英 第三实验小学 庄明雅 湖滨街道新湖中心小学 邱碧霜 第五实验小学

蔡安娜 厦外石分附属小学 李佑伦 永宁镇永宁中心小学 庄晓玲 实验小学

蔡碧君 第二实验小学 龚蓉蓉 锦峰实验学校 邱玲玲 灵秀镇港塘小学

许玲琳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林莹艳 祥芝镇大堡小学 廖惠萍 实验小学

张锦焕 第二实验小学 余美銮 第三实验小学 洪瑞华 石狮三中附属小学

杨静伦 鹏山师范附属小学 王秀秀 新湖中心小学 蔡金桔 凤里街道宽仁小学

姜明理 湖滨街道长福小学 王雅真 厦外石分附属小学 蔡玛莉 鹏山师范附属小学

邱阿珊 第三实验小学复光校区 许 拱 蚶江镇石湖小学 邱美丽 锦尚镇琼山中心小学

蔡银珊 第六实验小学 张荣荣 第七实验小学 黄少侣 泉师附属小学石狮校区

黄玉勤 湖滨街道长福小学 李白萍 宝盖镇龟湖中心小学 蔡言言 锦尚镇琼山中心小学

洪瑞雅 实验小学 王晖晖 灵秀镇港塘小学 郭婷婷 第六实验小学

邱玉珍 实中附小东明校区 王丽端 实中附小东明校区 杨绵绵 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邱明霞 第七实验小学 杨婷婷 宝盖镇龟湖中心小学 王成杰 灵秀镇华山小学

邱亚兰 灵秀镇塔前小学 卢宝珍 蚶江镇莲埭小学 卢少容 永宁镇永宁中心小学

黄珊婷 锦峰实验学校 邱阿利 凤里街道五星小学 蔡翠萍 灵秀镇塘园小学

王燕燕 蚶江镇华锦小学 林 晶 第四实验小学 张金免 宝盖镇桃源小学

黄建真 灵秀镇古洋小学 林靖谊 蚶江镇蚶江中心小学 王燕清 蚶江镇峰山小学

林燕仪 湖滨街道中心幼儿园 吴萍萍 泉幼师范附幼石狮校区 陈舒歆 凤里街道中心幼儿园

洪祺莎 第三实验幼儿园 黄晓瑛 宝盖镇中心幼儿园 许冰冰 第二实验幼儿园

卢纯纯 鸿山镇第二中心幼儿园

优秀共青团干部（4名）

林 芳 石狮鹏山工贸学校 蔡安妮 厦外石狮分校 陈碧芬 石狮一中

纪清晓 石光中学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5名）

郑凤媚 第四实验小学 李蕴玲 第二实验小学 颜美凉 第三中学附属小学

王婉雅 第三实验小学 吴江云 新湖中心小学 洪安莉 龟湖中心小学

邱小阳 祥芝镇大堡小学 蔡雅芳 祥芝中心小学 傅胜乐 泉师附小石狮校区

邱妮娜 琼山中心小学 王萍萍 永宁中心小学 陈清清 邱厦小学

吴亚莉 第五实验小学 张丽珍 锦林小学 卢晓呢 厦外石狮分校附属小学

乡村学校教师从教30周年奖（82名）

高莲莲 小学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胡少鹏 第二中学 周革生 石狮鹏山工贸学校

蔡萍萍 第二中学 王培墩 石狮鹏山工贸学校 黄文强 第五中学

李毓达 第三中学 沈俊峰 第五中学 周佩英 第八中学

蔡丽锦 第五中学 陈永顺 第七中学 王明勇 第五中学

黄家超 第七中学 许金荣 第七中学 黄志坚 锦峰实验学校

蔡琼珲 锦峰实验学校 林 伟 锦峰实验学校 卢文铭 银江华侨学校

龚清小 银江华侨学校 邱婉能 银江华侨学校 施秋凉 银江华侨学校

董莹莹 第三实验小学 邱丽鸳 第四实验小学 董培玉 永宁中心小学

林翠韧 第三中学附属小学 陈佳祥 新湖中心小学 林金凤 实验小学蚶江校区

蔡丽丽 祥芝中心小学 王金展 实中附小东明校区 蔡双清 祥芝中心小学

邱再顺 实中附小东明校区 黄娉婷 实中附小东明校区 蔡荫治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吴源源 灵秀镇古洋小学 练明明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颜自强 灵秀镇古洋小学

吴敏珠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胡清雅 灵秀镇塔前小学 陈爱碟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李群英 宝盖镇坑东小学 傅亚怨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郑宏腾 宝盖镇塘头小学

李丽娜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陈维娥 宝盖镇塘头小学 洪丽鸳 蚶江中心小学

颜超群 宝盖镇塘头小学 王碧霞 蚶江中心小学 林艺蓉 蚶江中心小学

洪琼华 蚶江中心小学 纪荣枝 蚶江中心小学 谢贤权 蚶江中心小学

黄秀玉 蚶江中心小学 李建金 蚶江中心小学 陈淑珍 蚶江中心小学

李真真 蚶江中心小学 林微洲 蚶江中心小学 吴丽真 蚶江中心小学

谢贤洪 蚶江中心小学 蔡祯佳 蚶江中心小学 纪荣民 蚶江中心小学

张启盛 蚶江中心小学 郑淑清 永宁中心幼儿园 欧阳雪真 蚶江中心小学

欧阳团圆 蚶江中心小学 陈家声 蚶江镇华锦小学 施丽红 蚶江镇华锦小学

陈素莲 蚶江镇石壁小学 程英婷 蚶江镇石壁小学 林远艺 蚶江镇石壁小学

蔡元辉 蚶江镇青莲小学 王雄宜 蚶江镇锦里小学 郭丽珍 蚶江镇锦里小学

纪纯红 蚶江镇锦里小学 陈丽芳 祥芝镇大堡小学 黄志雄 福民中心小学

卢清福 福民中心小学 傅亮亮 福民中心小学 卢言言 福民中心小学

邱婉清 琼山中心小学 邱荣煌 琼山中心小学 邱丽芬 琼山中心小学

林丽玉 祥芝镇莲坂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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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泉州市“教育世家”
王明艺（银江华侨学校） 罗武晖（永宁中学） 李玲玲（锦尚镇中心幼儿园）

福建省优秀教师（9名）
李宁采 石光中学 易志芳 第一中学 许 安 厦外石狮分校
黄韩彦 第八中学 高婉妮 永宁中学 林秋凉 第五实验小学第二校区
林金发 永宁中心小学 卢家振 祥芝镇大堡小学 邱碧玉 鸿山镇邱厦小学

福建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杜振乐 福建省石狮鹏山工贸学校

优秀教师（50名）
李月霞 教师进修学校 高天龙 石狮鹏山工贸学校 姚风华 石光中学
罗传祥 第一中学 陈卫英 厦外石狮分校 蔡芳茂 第三中学
黄萍玲 第八中学 吴燕瑜 永宁中学 龚钰娟 华侨中学
赵 平 实验中学 邱小阳 第二中学 郭绵绵 第五中学
黄婷婷 第七中学 谢清雅 蚶江中学 蔡丽莎 锦峰实验学校
陈美琴 银江华侨学校 蔡美玲 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吴旭华 实验小学
吴幼敏 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周少拔 第二实验小学 郭曼青 第三实验小学
林佑谋 第五实验小学 谢丽莉 第六实验小学 林惠真 第七实验小学
邱选华 实验中学附属小学东明校区 花鹏彬 仁爱学校 李婵娟 厦外石狮分校附属小学
洪美容 新湖中心小学 邱丽雅 湖滨街道办事处林边小学 蔡延焕 大仑中心小学
董翠琴 灵秀镇古洋小学 傅团珠 灵秀镇塘园小学 郭银银 宝盖镇后垵小学
杨婉娥 蚶江镇洪窟小学 王雄宜 蚶江镇锦里小学 杨新沂 永宁镇美江小学
吴金枝 永宁镇霞泽小学 侯美玲 祥芝中心小学 邱美华 祥芝镇莲坂小学
邱丽敏 福民中心小学 邱雅红 锦尚镇琼山中心小学 王晓艺 实验幼儿园
蔡晓虹 第二实验幼儿园 周少琼 第五实验幼儿园 吕雪芳 湖滨中心幼儿园
谢敏娥 永宁中心幼儿园 陈瑞莹 灵秀镇第二中心幼儿园 邱静婷 锦尚镇中心幼儿园
董萍萍 中英文实验学校 陈莹莹 神州幼儿园

优秀教育工作者（10名）
康文瑞 石光中学 李文振 厦外石狮分校 蔡建立 第八中学
陈建树 锦峰实验学校 林丽珍 泉师附小石狮校区 谢玉仁 宝盖镇桃源小学
黄增加 湖滨街道林边小学 林英园 蚶江中心小学 邱丽雅 第二实验幼儿园
杨延缓 永宁中心幼儿园

2020年师德之星（10名）
洪秋凤 仁爱学校 洪志萍 实验幼儿园 洪银晓 第二实验幼儿园
陈美吉 新湖中心小学 王丽佳 实验小学 卢明媚 琼山中心小学
邱珊珊 第三实验小学 陈世煜 第八中学 邓 敏 永宁中学
曹 蓉 锦峰实验学校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和道德模范（6名）
黄雅芳 石狮教师进修学校 洪雅玲 锦里小学 陈文君 第五实验小学
王娟娟 第三实验小学 刘星凤 第七实验小学 蔡锦润 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2020年优秀园丁（101名）
余承炎 厦外石狮分校 王根深 厦外石狮分校 朱俊丰 厦外石狮分校
郑金嵘 华侨中学 黄一文 厦外石狮分校 陈发财 石光中学
林建森 石光中学 洪勇辉 石光中学 李宁采 石光中学
叶良煊 第一中学 黄韩彦 第八中学 李 慧 第三中学
吴诗婷 石光中学 李 冰 永宁中学 吴纯良 第一中学
李桂娟 第一中学 蔡金枝 永宁中学 王青青 第一中学
尤丽君 第八中学 叶晓燕 石光中学 陈海疆 华侨中学
李紫文 第八中学 李金莎 石狮鹏山工贸学校 袁聪莉 华侨中学
曹建军 第一中学 蔡燕燕 第八中学 张小瑜 第八中学
张美亮 第三中学 温福云 永宁中学 项 华 华侨中学
姚秋月 第一中学 谢文逐 锦峰实验学校 施美华 华侨中学
范海丹 第一中学 苏永买 第二中学 郑炯瑜 华侨中学
郑惠容 华侨中学 郭志锋 华侨中学 郭丽青 第一中学
修金文 第八中学 郑东阳 第三中学 吴贫生 石光中学
刘青辉 华侨中学 庄维园 第八中学 蔡康明 第七中学
王智强 第一中学 郑志良 华侨中学 吴丽玲 实验中学
蔡玉彬 实验中学 施明丽 实验中学 林晓榕 蚶江中学
蔡达佳 锦峰实验学校 林艾芳 石光中学 李少鑫 华侨中学
黄雅芳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黄子仁 锦峰实验学校 李玲玲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危凤珠 第三实验小学 林媛媛 第三实验小学 黄雅雅 锦峰实验学校
林振德 第四实验小学 李白萍 龟湖中心小学 黄丽琼 湖滨街道长福小学
蔡延焕 大仑中心小学 李殊鸿 湖滨街道长福小学 杨彬榆 永宁中心小学
邱丽润 凤里街道宽仁小学 吴炳旺 龟湖中心小学 龚绵绵 宝盖镇前坑小学
陈文君 第五实验小学 谢幼雪 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蔡亚璇 第五实验小学
何嘉琪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杨阳晖 仁爱学校 邱丽阳 实验中学附属小学东明校区
邱晓君 灵秀镇古洋小学 李金针 灵秀镇古洋小学 邱玲玲 灵秀镇港塘小学
蔡毓玲 龟湖中心小学 蔡阿聪 宝盖镇塘边小学 傅胜乐 泉师附小石狮校区
谢燕影 锦峰实验学校 张秀气 厦外石分附属小学 吴文涛 大仑中心小学
王海霞 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蔡意治 实验小学 王玉琦 湖滨街道林边小学
陈玉迎 祥芝中心小学 蔡金桔 凤里街道宽仁小学 蔡雅芳 祥芝中心小学
吴鸿玲 蚶江镇莲埭小学 邱丽迁 祥芝中心小学 庄 沐 泉师附小石狮校区
陈雅贞 实验幼儿园 郑淑清 永宁中心幼儿园 颜鸿仪 第五实验幼儿园
陈晓斌 实验幼儿园 洪惠瑜 锦尚镇中心幼儿园 邱静婷 锦尚镇中心幼儿园
李巧宝 第二实验幼儿园 黄映治 祥芝中心幼儿园 （以上节选部分奖项，其他奖项名单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