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 
能力大赛体育与健康、小学英语、初中地理、

高中信息技术决赛拟获奖名单公示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体育与健

康（3 个学段）、小学英语、初中地理、高中信息技术决赛

已顺利结束。按照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二届广

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的通知》（粤工总

〔2019〕21号）要求，现公示决赛拟获奖名单，同时推荐小

学体育与健康周韵薇老师等 6位学科（段）决赛成绩第一名

参赛教师参加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总决赛。具体名单如下。  

    一、小学体育与健康 
序号 姓名 所属 学校名称 拟获奖等级 
1 周韵薇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边小学 一等奖（第一名） 

2 秦梓伟 广州市 广州市海珠区宝玉直实验小学 一等奖 

3 王文龙 东莞市 东莞松山湖实验小学 一等奖 

4 张仲茵 惠州市 惠州市长湖苑小学 一等奖 

5 毛凤清 清远市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6 孙木轩 珠海市 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 二等奖 

7 李国海 肇庆市 肇庆市龙禧小学 二等奖 

8 田广浩 深圳市 深圳市水库小学 二等奖 

9 庄晓燕 汕头市 汕头市龙湖区丹霞小学 二等奖 

10 刘珍 韶关市 韶关市始兴县顿岗镇顿岗小学 二等奖 

11 施南华 中山市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三等奖 

12 陈光兵 湛江市 湛江市第十一小学 三等奖 

13 李明敏 茂名市 茂名市祥和中学附属小学 三等奖 

14 薛志东 河源市 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泥金小学 三等奖 

15 郑俊宁 省直属 华南农业大学附属小学 三等奖 

16 黄伟科 江门市 江门市农林小学 三等奖 

17 邹宇会 阳江市 阳江市江城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18 邓丽娜 梅州市 梅州市蕉岭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19 陈彩嫦 云浮市 云浮市郁南县西江实验学校 三等奖 



20 陈彬 潮州市 潮州市实验学校 三等奖 

21 黄培淳 揭阳市 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潭王小学 三等奖 

  

二、小学英语 
序号 姓名 所属 学校名称 拟获奖等级 
1 蔡菁菁 广州市 番禺区祈福英语实验学校 一等奖（第一名） 

2 马欢欢 佛山市 佛山顺德德胜小学 一等奖 

3 潘莹倩 深圳市 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 一等奖 

4 林莉莎 珠海市 珠海市香洲区吉莲小学 一等奖 

5 吴小梅 中山市 小榄丰华学校 二等奖 

6 黄琼嬉 茂名市 官山学校 二等奖 

7 张真臻 汕头市 汕头市东厦小学 二等奖 

8 廖菲菲 惠州市 惠州市中洲实验小学 二等奖 

9 余彤彤 江门市 江门市紫茶小学 二等奖 

10 欧阳宇霞 韶关市 仁化县城北小学 二等奖 

11 李婷 肇庆市 肇庆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12 吴丽霞 河源市 河源市第一小学 三等奖 

13 潘文娇 清远市 清远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三等奖 

14 黄晓璐 东莞市 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 三等奖 

15 古鸿胤 汕尾市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田墘街道田

三小学 
三等奖 

16 袁 聪 湛江市 湛江市中英文学校 三等奖 

17 洪翠琴 揭阳市 揭阳市普宁市流沙第三小学 三等奖 

18 谭丹丹 省直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属小学 三等奖 

19 邓渝 云浮市 罗定第一小学 三等奖 

20 徐木莲 梅州市 梅州市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 三等奖 

21 王璐 潮州市 绵德小学 三等奖 

22 梁远 阳江市 阳江市田家炳学校 三等奖 

 

 三、初中体育与健康 
序号 姓名 所属 学校名称 拟获奖等级 
1 李佳良 中山市 中山市石岐中学 一等奖（第一名） 

2 叶剑豪 广州市 广州市蓝天中学 一等奖 

3 张明华 茂名市 茂名市祥和中学 一等奖 

4 邓冠军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 一等奖 

5 王江 东莞市 东莞市黄江中学 二等奖 

6 张文清 清远市 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第一初级中学 二等奖 

7 吴斌 珠海市 珠海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8 袁碧玉 河源市 河源市东源县叶潭中学 二等奖 

9 冯大环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南华实验学校 二等奖 



10 涂寅翼 佛山市 广东实验中学南海学校 二等奖 

11 吴伟鹏 湛江市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三等奖 

12 刘伟 江门市 江门市怡福中学 三等奖 

13 陈俏敏 省直属 广东实验中学（初中） 三等奖 

14 陈剑 惠州市 惠州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15 曾少玲 汕头市 汕头市鮀浦中学 三等奖 

16 李裕 肇庆市 肇庆市高要区活道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17 古坚焱 梅州市 梅州市五华县兴华中学 三等奖 

18 赖业城 韶关市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三等奖 

19 吴漫泽 揭阳市 揭阳市揭东区第一初级中学 三等奖 

20 黄建清 云浮市 罗定中学城东学校 三等奖 

21 林佳生 潮州市 潮州市饶平二中饶师分校 三等奖 

22 梁小炉 汕尾市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三等奖 

     

四、初中地理 
序号 姓名 所属 学校名称 拟获奖等级 
1 艾迪斯 深圳市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科华学校 一等奖（第一名） 

2 王骋程 东莞市 东莞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3 彭文然 佛山市 顺德区伦教汇贤中学 一等奖 

4 林嘉鑫 中山市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5 黄海军 汕尾市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二等奖 

6 林洁如 揭阳市 揭阳产业园实验中学 二等奖 

7 谢婉华 汕头市 汕头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8 赖小生 韶关市 南雄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9 马赞文 江门市 台山市新宁中学 二等奖 

10 林小莹 湛江市 遂溪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11 戚志云 阳江市 阳春市实验中学 三等奖 

12 黄振 河源市 河源中学实验学校 三等奖 

13 李彩娥 梅州市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三等奖 

14 秦欣 省直属 广东实验中学（初中） 三等奖 

15 刘艳萍 茂名市 茂名市启源中学 三等奖 

16 高霞 肇庆市 肇庆宣卿中学 三等奖 

17 吴焱林 珠海市 文园中学 三等奖 

18 胡文婷 惠州市 惠州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19 唐喜英 云浮市 云浮中学 三等奖 

20 梁文杰 清远市 英德市石牯塘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21 余永智 广州市 广州白云广雅实验学校 三等奖 

22 丁苗苗 潮州市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华侨中学 三等奖 

 



五、高中体育与健康 
序号 姓名 所属 学校名称 拟获奖等级 
1 林琳 深圳市 深圳市盐港中学 一等奖（第一名） 

2 尹奇军 中山市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3 邓梓豪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中学 一等奖 

4 陈文香 东莞市 东莞市麻涌中学 一等奖 

5 陈敏 湛江市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二等奖 

6 周小燕 清远市 清远市佛冈县佛冈中学 二等奖 

7 唐文治 珠海市 珠海市斗门区第一中学 二等奖 

8 杜延飞 江门市 江门市鹤山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9 杨姿敏 肇庆市 肇庆封开县江口中学 二等奖 

10 陈柏强 茂名市 茂名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11 王芬 梅州市 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12 黄诗环 广州市 广州市第五中学 三等奖 

13 赖华 揭阳市 揭阳市揭东区蓝田中学 三等奖 

14 童桂文 惠州市 龙门县永汉中学 三等奖 

15 卢光中 云浮市 云浮市罗定中学 三等奖 

16 李浩 韶关市 乐昌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17 江龙 河源市 河源市河源中学 三等奖 

18 夏忙 汕头市 汕头市第十二中学 三等奖 

19 苏鸿敏 潮州市 潮州市潮安区宝山中学 三等奖 

20 卢植 省直属 广东实验中学 三等奖 

21 赵桥 阳江市 阳江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22 潘永强 汕尾市 汕尾市海丰县实验中学 三等奖 

 

六、高中信息技术 
序号 姓名 所属 学校名称 拟获奖等级 
1 宋新波 中山市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一等奖（第一名） 

2 张翼飞 广州市 广州市禺山高级中学 一等奖 

3 张燕 韶关市 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一等奖 

4 刘欢欢 梅州市 梅州市蕉岭县蕉岭中学 一等奖 

5 方炯焜 潮州市 潮州市金山中学 二等奖 

6 方东跃 东莞市 东莞市东莞中学 二等奖 

7 陈明珠 茂名市 茂名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8 李宾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9 杨真珍 肇庆市 肇庆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10 徐家连 省直属 广东实验中学 二等奖 

11 余良玲 汕头市 汕头市东厦中学 三等奖 

12 张思圆 惠州市 惠州市实验中学 三等奖 

13 王璧生 揭阳市 揭阳市揭东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14 王睿 珠海市 珠海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15 王兵 佛山市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三等奖 

16 蔡美娜 河源市 河源高级中学 三等奖 

17 曹陈玉 清远市 清远市源潭中学 三等奖 

18 曾倩雯 阳江市 阳江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19 黎招准 湛江市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三等奖 

20 李莎 江门市 台山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21 智强 汕尾市 汕尾市陆河县河田中学 三等奖 

22 陈建雄 云浮市 云浮市新兴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公示期间，如对拟获奖名单有异议的，请以书面形式向

省教育研究院教学教材研究室反映。反映的情况应有具体事

实或证据。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姓名；

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印章。凡不签署或不报真

实姓名、不提供具体事实的电话和材料，一律不予受理。  

公示时间：2019年 11月 11日至 2019年 11月 15日（五

个工作日）。  

联系人：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胡军苟，电话：020-83196886；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 14号 606室，邮编：510035 

广东省教科文卫工会胡建钢，电话：020-83871095；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东园横路 5 号广东工会大厦 1405 室，邮

编：510110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 

广东省教科文卫工会 

2019年 11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