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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陈妙兴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2 李伟平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3 郭燕萍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沙坑小学 

4 郭惠娟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实验小学 

5 余艺苑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6 李莹莹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中心小学 

7 戚毅茵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新城小学 

8 李结珊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二小学 

9 梁雪琼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实验小学 

10 庾少芳 广州市从化区第三中学 

11 朱翠琼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向阳小学 

12 陈海凤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江埔小学 

13 陈兰开 广州市从化区棋杆中学 

14 陆慕琴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第二中学 

15 凌顺诗 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16 黄丽美 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剑岭小学 

17 汤少冰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18 黄彩娇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教育指导中心 

19 徐燕梅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教育指导中心 

20 郑素娟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培新初级中学 

21 黄春妮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雅瑶初级中学 

22 刘妮艳 河源市第一中学 

23 陈小华 河源市东源县第一小学 

24 白小琴 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第三小学 

25 刘香菊 河源市龙川县第二小学 

26 邓雪芬 河源市龙川县第一实验学校 

27 曾梦妮 河源市龙川县第一实验学校 

28 吴美娟 河源市源城区雅居乐中学 

29 黄富美 河源市紫金县中山高级中学 

30 刘桂兰 广东博罗实验学校 

31 陈柏梅 惠州市博罗县杨侨中心小学 

32 曾  琳 惠州市光彩小学 

33 林秀丽 惠州市宏业中英文学校 



34 罗史好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环中学 

35 黄彩凤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湖中学 

36 吴  洁 惠州市仲恺中学 

37 吴中华 惠州仲恺高新区沥林中学 

38 吴妙丹 江门恩平市海外联谊小学 

39 曾书林 江门恩平市第一中学 

40 吴劲松 江门恩平市第一中学 

41 郑瑞英 江门恩平市恩城第一小学 

42 邝小蝶 江门台山市邓树椿中学 

43 罗素燕 江门台山市第一中学 

44 黄美瑜 江门台山市李谭更开纪念中学 

45 李小芳 江门台山市台城镇中心小学 

46 林郁珊 揭阳市第一中学 

47 魏道琼 揭阳市第一中学 

48 黄苹华 揭阳市揭东区第二中学 

49 杨芝琴 揭阳市揭东区第二中学 

50 谢若芬 揭阳市揭东区第一中学 

51 温会暖 揭阳市揭西县河婆中学 

52 廖瑞清 揭阳普宁市流沙第一实验小学 

53 陈李纯 揭阳市榕城区邱金元纪念小学 

54 方绥均 揭阳市实验小学 

55 林瑞珍 揭阳市实验中学 

56 林春娟 茂名市博雅中学 

57 黎华青 茂名市第十中学 

58 黄雅琳 茂名市电白区春华学校 

59 陆珊玲 茂名市福华小学 

60 吴晓日 茂名市光华小学 

61 董彦婷 茂名化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62 古丽霞 茂名市龙岭学校 

63 杨婷锋 茂名市茂南区鳌头中心小学 

64 林月明 茂名市愉园中学 

65 颜少佳 茂名市愉园小学 

66 黄海利 梅州市大埔县大埔小学 

67 何春娜 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中心小学 

68 曾兰娇 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第一小学 

69 丘智君 梅州市大埔县虎山中学 

70 石远金 梅州市东山中学梅县新城分校 

71 黄文招 梅州市平远县城南中学 

72 林秀红 梅州市平远县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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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张利利 梅州市学艺中学 

74 许青蓝 韶关市建国路小学 

75 黄文华 韶关市和平路小学 

76 钟丽莹 韶关市和平路小学 

77 陈文英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78 王锦霞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79 黄春燕 韶关市曲江区城南小学 

80 黄艳飞 韶关市仁化县实验学校 

81 卢巧英 韶关市仁化县田家炳小学 

82 周玉婷 韶关市仁化县田家炳小学 

83 朱淑媚 云浮市邓发纪念中学 

84 黄志玲 云浮罗定市教育局教研室 

85 林水兰 云浮罗定市实验小学 

86 李洁文 云浮市新兴县第一中学 

87 严广进 云浮市新兴县第一中学 

88 冯立科 云浮市新兴县惠能中学 

89 陈志华 云浮市郁南县都城镇中心小学 

90 张丽云 云浮市郁南县教育局教研室 

91 杨金莲 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中心小学 

92 梁建欣 肇庆市第一小学 

93 何巍英 肇庆市第一中学 

94 黄晨晖 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中心小学 

95 叶  青 肇庆市高新区大旺中学 

96 刘合良 肇庆市高要区第一中学 

97 伍萍香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中心小学 

98 李芬芳 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新城小学 

99 陈文波 肇庆市广宁县其鉴纪念中学 

100 梁雪盈 肇庆市怀集县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