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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清远市优秀校长等拟推荐表扬人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清远市优秀校长（30 人）

高湘琴 清远市技师学院

杜 莉 清远市广铁一中（万科城）外国语学校

伍东恩 清远市新北江小学

梁劲波 清城区松岗中学

蔡桂梅 清城区龙塘镇中心小学

肖军宣 清城区石角镇中心小学

梁燕云 清城区新北江实验学校

孟庆忠 清新区山塘镇中心小学

陈国福 清新区第二中学

罗其昌 清新区太平镇中心小学

罗国平 清新区太和镇育苗小学

吴碧虹 英德市英城街中心小学

潘春梅 英德市第三小学

朱照展 英德市桥头镇中心小学

莫 佳 英德市第八中学

陈海燕 英德市百花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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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彬明 英德市英德中学

潘三林 连州市连州中学

苏伙良 连州市瑶安民族学校

陈建英 连州市连州镇实验小学

罗先限 佛冈县建设路幼儿园

林文波 佛冈县高岗中学

邓灿锋 佛冈县水头镇中心小学

黄大运 连山壮族瑶族自佛山希望小学

杨年斌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

房韦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中心小学

李买万五 连南瑶族自治县顺德希望小学

陈剑锋 阳山县黄埔学校

蔡伟文 阳山县秤架民族学校

黎春泉 阳山县青莲中心小学

二、清远市优秀班主任（100 人）

余晓娜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唐恩莉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蒋文娟 清远市技师学院

黄海涛 清远市体育学校

钟雪英 清远市第一中学

陈裕群 清远市华侨中学

邱丽燕 清远市第二中学

谢地宝 清远市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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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美洁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魏人友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曹 瑜 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

李婷婷 清远市实验幼儿园

朱平安 清远市广铁一中（万科城）外国语学校

黄初军 清城区清城中学

何清明 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

郭社妹 清城区松岗中学

郭小青 清城区平安学校

蔡彩虹 清远市新北江小学

叶结贞 清城区凤翔小学

赵丽珍 清城区先锋小学

杨利英 清城区后街小学

叶桂香 清城区大观小学

黄惠珍 清城区小市小学

黄洁萍 清城区东城街中心小学

谭桂杏 清城区洲心街中心小学

程丽环 清城区龙塘镇中心小学

杨丽清 清城区石角镇第二初级中学

王梅英 清城区飞来峡镇第一初级中学

邓 娟 清新区第一中学

吕素颜 清新区第二中学

梁海勤 清新区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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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贤 清新区第四小学

温红英 清新区第六小学

邓翠芬 清新区第九小学

林舒琪 清新区第二幼儿园

刘鹄飞 清新区滨江中学

潘佩霞 清新区三坑镇中心小学

古海英 清新区太平镇初级中学

丘菊英 清新区石潭中和小学

陈凤兰 清新区禾云镇第一初级中学

刘洋珍 英德市第五小学

朱金兰 英德市东华镇黄陂中学

蓝宗柯 英德市白沙中学

廖蓉蓉 英德市第七小学

黎娇妹 英德市望埠镇中心小学

罗梅英 英德市黎溪镇中心小学

王爱娣 英德市青塘镇中心小学

谭学文 英德市英红中学

骆永庆 英德市第三小学

华永秀 英德市沙口中学

钟俭珠 英德市南华学校

吴翠金 英德市大湾镇中心小学

潘雪萍 英德市大站镇中心小学

卫绮珊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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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线 英德市下石太学校

邓伟星 英德市田家炳中学

钱会敏 英德市西牛中学

梁七妹 英德市英西中学

熊惠莲 连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黄丽媚 连州市连州中学

付敏丹 连州市慧光中学

李文英 连州市西江镇中心学校

唐卫东 连州市山塘中学

梁丽梅 连州市连州镇城北小学

李取联 连州市星子镇中心小学

黄民杰 连州市三水民族小学

徐香莲 连州市第二幼儿园

唐寿英 连州市星子镇中心幼儿园

杜显限 佛冈县燕岭希望小学

林洁玲 佛冈县水头中学

曾庆勇 佛冈县四九中学

罗艳英 佛冈县汤塘中学

郭秀萍 佛冈县潖江中学

杨丽平 佛冈县第一中学

周煜梅 佛冈县城东中学

谭 辉 佛冈县佛冈中学

黄钦连 佛冈县振兴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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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露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聂少雪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中心小学

陶素清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沙田小学

孔凤英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中心小学

李天君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加田田家炳学校

黄洪鸿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江初级中学

陈 娟 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

唐偲雨 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中心小学

邓秀情 连南瑶族自治县香坪镇盘石小学

曾文霞 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

罗海霞 连南瑶族自治县大坪镇中心小学

全勇梅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中学

房丹霞 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幼儿园

陈雪芬 阳山县阳山中学

黄海丰 阳山县南阳中学

朱志芳 阳山县韩愈中学

曹亮容 阳山县岭背中学

陈模玲 阳山县岭背镇犁头小学

叶佩琴 阳山县七拱镇新圩中学

黄飞英 阳山县七拱中心小学

刘美雄 阳山县通儒中学

陈桂英 阳山县青莲中心小学

冯宇娴 阳山县新城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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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100 人）

陈少萍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蒋华清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吴军萍 清远市技师学院

李雄飞 清远市教师发展中心

何晓声 清远市第一中学

杨红英 清远市华侨中学

黄海英 清远市第二中学

石善婷 清远市第三中学

钱小云 清远市源潭中学

何秀梅 清远市梓琛中学

蔡满容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梁玉霞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谭建友 清远盛兴中英文学校

温捷萍 清城区清城中学

曾敏静 清城区松岗中学

陈艳莉 清城区飞来湖中学

陈 敏 清城区凤翔山湖学校

刘娅丽 清远市新北江小学

郑桂忠 清城区凤翔小学

姚剑红 清城区桥北小学

林杰洪 清城区先锋小学

李燕清 清城区新三角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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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结霞 清城区东城街第一初级中学

王 琴 清远市广铁一中（万科城）外国语学校

何毅阳 清城区石角镇第一中学

蔡耀均 清城区龙塘镇中心小学

胡汉生 清城区源潭镇第一初级中学

张雪梅 清城区飞来峡镇高田学校

张雪霞 清新区第三小学

黄庆通 清新区第四小学

黄少琼 清新区第六小学

温雪锋 清新区第二中学

刘观辉 清新区第三中学

李会英 清新区第四中学

罗伟青 清新区滨江中学

刘建怀 清新区太平镇初级中学

罗树洪 清新区龙颈镇南冲学校

张欢良 清新区石潭镇第一初级中学

朱惠萍 清新区禾云中学

邓艳丹 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黎神娣 英德市大湾镇青坑学校

朱燕茹 英德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钟永球 英德市东华镇鱼湾中学

杨远锋 英德市青塘镇中学

利晨燕 英德市横石塘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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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俊远 英德市第一中学

陈云燕 英德市横石水中学

陈玉英 英德市英城街中学

曾兰英 英德市浛洸镇初级中学

李群英 英德市英德中学

卢 喆 英德市黄花镇黄花中学

蔡秀清 英德市实验中学

谢碧玉 英德市清涟小学

邓虹宇 英德华粤艺术学校

温则貌 英德市英东中学

夏利军 英德市第二中学

赖炳韶 英德市东华镇大镇中学

卢志娟 英德市第八中学

吴嘉雯 广东省连州卫生学校

廖小慧 连州市第二中学

陈良满 连州市北山中学

冯姗姗 连州市东陂镇西溪中心学校

吴卫权 连州市丰阳镇中心学校

吴国雄 连州市西岸镇中心学校

黄煦东 连州市九陂镇中心学校

张美贤 连州市星江中学

欧阳永忠 连州市连州镇第四小学

何家俊 连州市山塘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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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水心 佛冈县高岗中学

朱雯娟 佛冈县大陂中学

邝增秋 佛冈县民安中学

邓洁萍 佛冈县振兴小学

陈榕兰 佛冈县龙山镇中心小学

曾红丽 佛冈县第一中学

李月圆 佛冈县第二小学

郑雪云 佛冈县第四小学

何东艺 佛冈县职业技术学校

金荣洪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

尹红双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丰中心学校

莫燕霞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山中学

陈月群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太保镇中心学校

向芬友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镇中心学校

韦 婕 连山壮族瑶自治县上帅镇中心学校

孟 潮 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中学

庄洁玲 连南瑶族自治县石泉小学

曾淑媚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中心小学

曾伟坚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中学

曾水英 连南瑶族自治县顺德希望小学

李舒婷 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

胡平雄 连南瑶族自治县教师发展中心

罗倩婷 阳山县阳山中学



- 11 -

刘素琼 阳山县韩愈中学

黄永杰 阳山县第二中学

陈天桂 阳山县南阳中学

麦素琴 阳山县江英中心小学

胡燕霞 阳山县杜步中心小学

周梅芳 阳山县通儒中学

唐桂花 阳山县七拱镇新圩小学

吴含志 阳山县黎埠中学

潘军成 阳山县小江中学

四、清远市优秀乡村教师（80 人）

李玉葵 清城区源潭镇中心小学

袁瑞和 清城区源潭镇第一初级中学

薛秀云 清城区飞来峡镇江口小学

卢伟光 清城区飞来峡镇第一初级中学

林间容 清城区龙塘镇中心小学

李井连 清城区龙塘镇井岭小学

郭燕珍 清城区龙塘镇第二小学

吴美连 清城区石角镇界牌小学

黄建喜 清城区石角镇中心小学

黄丽华 清城区石角镇中心小学

梁惠仪 清新区山塘镇马安小学

黄健宜 清新区太平镇初级中学

吕淑平 清新区三坑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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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健 清新区龙颈镇河洞学校

曾记英 清新区禾云镇鱼坝学校

蔡智艳 清新区禾云镇中心小学

黎伟霞 清新区浸潭镇红星希望小学

陈景香 清新区石潭镇第三初级中学

郑彩云 清新区石潭镇第二小学

黄建聪 清新区滨江中学

梁慧健 清新区禾云中学

郑从跃 英德市东华镇中心小学

张奇波 英德市东华镇鱼湾小学

雷养茹 英德市北江学校

张翠曼 英德市波罗学校

谢永花 英德市横石塘镇中心小学

刘美清 英德市沙口中心小学

曾祥资 英德市英城街中心小学

李记捷 英德市连江中学

林奕 英德市大洞学校

张品雷 英德市黄花镇中心小学

曾金清 英德市九龙镇第二初级中学

陈彩霞 英德市水边学校

陈 静 英德市英红镇中心小学

邓少萍 英德市连江口中心小学

张永新 英德市望埠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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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杰 连州市星子镇清江学校

罗雪梅 连州市西岸镇清水学校

罗金友 连州市龙坪镇麻步小学

罗国彩 连州市东陂镇西溪中心学校

邱玉英 连州市丰阳镇中心学校

成取金 连州市保安镇栋头小学

徐秋香 连州市大路边镇东大小学

黄水财 连州市西江镇中心学校

成盛伟 连州市山塘中心小学

梁喜月 连州市三水民族小学

曾石勤 佛冈县汤塘镇中心小学

刘振锋 佛冈县四九中学

李发娥 佛冈县水头中学

李观连 佛冈县龙山镇黄塱小学

李佰环 佛冈县水头镇西田小学

周苏萍 佛冈县汤塘中学

李鉴辉 佛冈县潖江中学

朱建华 佛冈县迳头镇迳头小学

郑永香 佛冈县大陂中学

邓先宝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初级中学

林召宇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镇中心学校

韦先宇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镇大富小学

周善佳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镇上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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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泽渊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三水小学

卢旭妍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上帅镇中心幼儿园

黄小兵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加田幼儿园

唐燕燕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镇中心幼儿园

盘根艳 连南瑶族自治县福华三排中心学校

房晓霞 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白芒小学

盘春莹 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中学

潘金球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寨南中心学校

沈晓明 连南瑶族自治县涡水镇中心学校

曾文洪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中心小学

李丽萍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中学

周少燕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南岗中心学校

黄丽萍 阳山县大崀学校

韦万兴 阳山县黄坌老区学校

官荣泉 阳山县小江外洞小学

李庆文 阳山县黎埠镇谭兆中学

何玉珍 阳山县太平镇白莲学校

朱 伟 阳山县青莲中学

李绍伦 阳山县太平中心小学

张淑艾 阳山县岭背中心小学

刘 蓉 阳山县青莲镇高峰学校

五、教坛标兵（100 人）

邓惠惠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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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红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王诗媛 清远市技师学院

陈建峰 清远市教师发展中心

谭宜勇 清远市第一中学

肖文靖 清远市华侨中学

王兵兵 清远市第二中学

李金环 清远市第三中学

刘文龙 清远市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刘影影 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

黄嘉雯 清远市实验幼儿园

邓丽婵 清远市新北江幼儿园

管建国 清远市博爱学校

陈慧洁 清城区清城中学

潘秀红 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

陈丽敏 清远市新北江小学

胡婉桦 清城区凤翔小学

李燕蓉 清城区凤鸣小学

黄丽娜 清城区锦兴小学

于亦涛 清远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莫莎莎 清城区飞来湖小学

蔡小花 清城区新三角小学

黄小洁 清城区古城小学

罗爱珍 清城区教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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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兰 清城区东城街第一初级中学

汤玉萍 清城区洲心街中心小学

赖向英 清城区石角镇中心小学

叶容娇 清城区飞来峡镇第一初级中学

蓝笑娟 清新区第一小学

周杰媚 清新区第二小学

李清银 清新区第三小学

陈建华 清新区第四小学

刘金练 清新区第一中学

梁焕桂 清新区第三中学

温信东 清新区滨江中学

梁彩华 清新区龙颈镇石马初级中学

罗建伟 清新区禾云镇第一初级中学

徐雪雯 清新区教师发展中心

袁军勇 清新区太平镇马岳小学

苏志伟 清新区浸潭镇大湾岗小学

邓雪玲 英德市百花实验幼儿园

朱彩兰 英德市第一小学

华金莲 英德市第七小学

谭海英 英德市大湾中学

张丽娜 英德市智通学校

廖雪飞 英德市城北小学

彭慧蓉 英德市第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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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勇强 英德市粤海实验学校

童寿仁 英德市西牛镇中心小学

李永娣 英德市第四小学

徐 菲 英德市石牯塘镇初级中学

黄东涛 英德市石灰铺中学

赖秋玲 英德市黎溪镇初级中学

任新春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

曾春华 英德市英州实验幼儿园

曾秀沐 英德市石灰铺中心小学

邹 妍 英德市第二中学

刘 竣 连州市连州中学

何翠珍 连州市第二中学

欧少平 连州市慧光中学

黄远彪 连州市丰阳镇中心学校

马意福 连州市保安镇中心学校

欧继成 连州市瑶安民族学校

欧阳彩英 连州市龙坪中学

欧洁红 连州市连州镇中心小学

曾 媚 连州市连州镇第三小学

唐庆英 连州市第四幼儿园

张荷花 佛冈县汤塘第二中学

吴杰雄 佛冈县水头中学

刘晓玲 佛冈县石角镇三八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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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容清 佛冈县汤塘镇中心小学

黄荫东 佛冈县第一中学

黄泽英 佛冈县佛冈中学

陈秀丹 佛冈县石角中学

李小燕 佛冈县第四小学

朱伟琼 佛冈县城南小学

甘卫云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佛山希望小学

梁桂莲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中心小学

韦芬芳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幼儿园

傅雪梅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江镇中心幼儿园

周柳婷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镇中心幼儿园

罗 敏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镇中心幼儿园

阮晨燕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太保镇中心幼儿园

刘少凡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中心小学

莫海燕 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

唐英玫 连南瑶族自治县淳溪小学

周雾英 连南瑶族自治县顺德希望小学

潘宁春 连南瑶族自治县石泉小学

彭金飞 连南瑶族自治县大坪镇中心小学

黄剑华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南岗中心学校

陈郑路 阳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易梅花 阳山县阳山中学

黄飞瀑 阳山县南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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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碧霞 阳山县阳城镇中心小学

练志华 阳山县教师发展中心

刘海华 阳山县阳城镇水口学校

黄伙胜 阳山县太平中学

黄宝云 阳山县碧桂园小学

黄学英 阳山县岭背镇犁头中学

李红丽 阳山县第一幼儿园

六、教坛新秀（40 人）

肖开前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罗 芳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裘玉荣 清远市第一中学

刘巧云 清远市华侨中学

江玉华 清远市梓琛中学

潘国军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王春艳 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

谢美琦 清远市实验幼儿园

蔡庭玮 清远市新北江小学

原 梦 清城区凤鸣小学

梁茂桦 清远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小学

张 莹 清城区洲心街中心小学

张 灿 清城区东城街中心小学

毛凤清 清城区石角镇中心小学

谢晓杭 清新区第三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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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昱 清新区第一小学

罗晓敏 清新区第八小学

何梓君 清新区第四中学

尹慧娴 清新区第五小学

李秋娴 英德市白沙镇中心小学

黄佳纯 英德市桥头镇中心小学

林金辉 英德市浛洸中心小学

龙明峰 英德市横石水中心小学

邝华飞 英德市九龙镇中心小学

邓小燕 英德市实验小学

陈晓君 英德华粤中英文学校

邓京媚 连州市北山中学

黄 林 连州市连州镇中心小学

唐金凤 连州市大路边镇中心小学

江 璐 连州市第一幼儿园

李珊珊 佛冈县城北中学

曾秀勤 佛冈县汤塘镇中心小学

刘嘉颖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山中学

单梦婷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付秋燕 连南瑶族自治县淳溪小学

盘进威 连南瑶族自治县香坪镇中心学校

张旭莹 阳山县碧桂园小学

欧传岭 阳山县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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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少媚 阳山县江英中学

朱国华 阳山县七拱镇新圩中学

七、优秀教育工作者（50 人）

陈法才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尤广宇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邓 英 清远市教育局

刘灿辉 清远市教师发展中心

王 杰 清远市第一中学

梁志刚 清远市第三中学

卢立知 清远市梓琛中学

黄昌文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宋锦飞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钟 璟 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

邓文英 清远市新北江幼儿园

李希苏 清远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肖巧韵 清城区清城中学

向劲芳 清城区凤翔小学

黄兰芳 清城区古城小学

廖敏静 清城区横荷中学

闫建涛 清远市博爱学校

黎艳环 清新区禾云镇中心小学

郑雄新 清新区教师发展中心

王 灿 清新区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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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灏麟 清新区第六小学

祝树森 清新区浸潭镇第二初级中学

张水清 英德市九龙中学

李美好 英德市第四小学

蒋卫玲 英德市一中学

巫奕财 英德石牯塘镇中心小学

胡玉新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英德实验学校

李 明 英德市英德中学

陈文增 英德市教师发展中心

陈汝倩 连州市教育局

梁榕和 连州市第二中学

陈小娟 连州市连州镇中心小学

廖红花 连州市九陂镇中心学校

严伟洲 佛冈县教育局

许桂煜 佛冈县佛冈中学

范茂华 佛冈县石角中学

徐志锡 佛冈县第四小学

王道臻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山中学

唐丙才 连山壮族自治县教师发展中心

周永宽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职业技术学校

徐军球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初级中学

杨文坚 连南瑶族自治县大坪镇中心小学

曾井旺 连南瑶族自治县石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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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六妹 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康良鹏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南岗中心学校

张明雄 阳山县教育局

欧琼花 阳山县黄坌老区学校

邓彩燕 阳山县碧桂园幼儿园

叶扬喜 阳山县黎埠中心小学

李达新 阳山县第一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