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年广东省基础教育学科教研基地项目名单

序号 所属地市 项目负责人姓名 承担单位 学科 学段

1 广州市 林玉莹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语文 小学

2 广州市 唐吉民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语文 高中

3 广州市 伍晓焰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数学 初中

4 广州市 何琳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英语 初中

5 广州市 陈玉萍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美术 高中

6 广州市 马学军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科学 小学

7 广州市 林岚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学前教育 学前

8 广州市 邹立波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劳动教育 其他

9 广州市 邱举标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特殊教育 其他

10 深圳市 石永生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数学 初中

11 深圳市 王卫华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英语 高中

12 深圳市 裴德军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思想政治 高中

13 深圳市 唐云波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历史 初中

14 深圳市 龚湘玲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地理 初中

15 深圳市 黄镇敏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体育与健康 小学

16 深圳市 胡樱平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音乐 高中

17 深圳市 黄宏武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美术 初中

18 深圳市 吴良辉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信息技术 初中

19 珠海市 储强胜 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 语文 初中

20 珠海市 卞红 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 物理 高中

21 珠海市 刘洪生 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 历史 高中

22 珠海市 魏小山 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 信息技术 高中

23 珠海市 代毅 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 通用技术 高中

24 汕头市 庄晓珊 汕头市教师发展中心 语文 小学

25 汕头市 林荣秋 汕头市教师发展中心 语文 高中

26 汕头市 吴燕娜 汕头市教师发展中心 数学 小学



序号 所属地市 项目负责人姓名 承担单位 学科 学段

27 汕头市 林波 汕头市教师发展中心 化学 高中

28 汕头市 纪伟婵 汕头市教师发展中心 道德与法治 小学

29 佛山市 饶小锋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综合实践活动 小学

30 佛山市 刘湘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语文 小学

31 佛山市 彭海燕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数学 高中

32 佛山市 林美芳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英语 小学

33 佛山市 廖明生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英语 高中

34 佛山市 王怀文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化学 高中

35 佛山市 张芸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生物 高中

36 佛山市 郗宁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道德与法治 小学

37 佛山市 邵永海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体育与健康 高中

38 佛山市 曾春燕 佛山市教学研究室 音乐 小学

39 韶关市 罗开初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数学 初中

40 韶关市 吴秉健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英语 小学

41 韶关市 王锦霞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英语 高中

42 韶关市 刘玉强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化学 初中

43 韶关市 梁志荣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生物 初中

44 韶关市 肖粤山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历史 初中

45 韶关市 黄春神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体育与健康 初中

46 韶关市 陈亿红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音乐 高中

47 韶关市 杏建红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信息技术 小学

48 韶关市 温汝腾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特殊教育 其他

49 河源市 骆伟山 河源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语文 初中

50 河源市 何功兴 河源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语文 高中

51 河源市 游海燕 河源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英语 小学

52 河源市 周清生 河源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道德与法治 初中

53 梅州市 陈启南 梅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数学 高中

54 梅州市 张书良 梅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物理 高中



序号 所属地市 项目负责人姓名 承担单位 学科 学段

55 梅州市 戴璇 梅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思想政治 高中

56 梅州市 郑建河 梅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综合实践活动 高中

57 汕尾市 林焕好 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 数学 小学

58 汕尾市 胡琳娜 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 英语 高中

59 汕尾市 吕小绒 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 美术 高中

60 汕尾市 王宏媛 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 信息技术 高中

61 东莞市 刘巍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语文 初中

62 东莞市 陈晓燕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数学 小学

63 东莞市 于涛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数学 高中

64 东莞市 范传东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物理 初中

65 东莞市 陈礼兴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道德与法治 初中

66 东莞市 冯伟华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体育与健康 初中

67 中山市 张华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语文 高中

68 中山市 邱惠芬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化学 初中

69 中山市 兰岚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生物 初中

70 中山市 官山明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地理 高中

71 中山市 邓惠珍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音乐 初中

72 中山市 沈文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美术 小学

73 中山市 陈明宏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信息技术 小学

74 中山市 梁剑玲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心理健康教育 其他

75 江门市 丁玉华 江门市教育研究院 数学 小学

76 江门市 陈晓琼 江门市教育研究院 英语 小学

77 湛江市 王晓敏 湛江市教育局教研室 语文 初中

78 湛江市 庄海滨 湛江市教育局教研室 英语 初中

79 湛江市 李遂梅 湛江市教育局教研室 生物 高中

80 湛江市 邓映民 湛江市教育局教研室 体育与健康 高中

81 清远市 孔剑锋 清远市教师发展中心 数学 初中

82 清远市 何银英 清远市教师发展中心 英语 初中



序号 所属地市 项目负责人姓名 承担单位 学科 学段

83 清远市 洪伟 清远市教师发展中心 历史 高中

84 清远市 黄伟明 清远市教师发展中心 美术 小学

85 清远市 唐碧清 清远市教师发展中心 学前教育 学前

86 潮州市 肖玩君 潮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语文 小学

87 潮州市 庄楚金 潮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地理 初中

88 揭阳市 吴洁芬 揭阳市教育局教研室 地理 高中

89 揭阳市 方少芹 揭阳市教育局教研室 信息技术 初中



2021年广东省基础教育校（园）本教研基地项目名单

序号 所属地市
教研机构
项目负责

人
承担单位

学校（幼儿
园）项目负责

人
承担单位 学段

1 广州市 崔海友
广州市天河区教师发

展中心
周洁

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
学

小学

2 广州市 陈坪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吴新华 广东广雅中学 高中

3 深圳市 姚铁龙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
柳中平

深圳市荔园外国语小
学

小学

4 深圳市 唐云波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
赖海燕

深圳市宝安中学（集
团）初中部

初中

5 珠海市 朱小艳
珠海市香洲区教师发

展中心
林美津 香洲教育幼儿园 学前

6 珠海市 袁长林 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 梁柏健
珠海市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附属高级中

学（珠海市）
高中

7 汕头市 林淑珍
汕头市龙湖区教师发

展中心
方晴

汕头经济特区中心幼
儿园幼教集团

学前

8 汕头市 朱道芸
汕头市濠江区教师发

展中心
吴少青 汕头市达濠民生学校 小学

9 佛山市 林雪玲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发
展中心（区教师发展

中心）

谢立清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

东平小学
小学

10 韶关市 王晓玲
韶关市浈江区教师发

展中心
杨秀梅

韶关市浈江区实验学
校

小学

11 河源市 赖伟建 河源市教育教学研究
院

黄雪琼 河源市第一小学 小学

12 河源市 陈炜
河源市教育局教育教

学研究院
冯军发 河源高级中学 高中

13 梅州市 廖子政
梅州市五华县教师发

展中心
汤简渊 五华县兴华中学 初中

14 梅州市 魏一鹏
梅州市五华县教师发

展中心
杨茂华 五华县水寨中学 高中

15 惠州市 何水
惠州市惠东县教师发

展中心
王象文 惠东高级中学 高中

16 汕尾市 陈利群 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 陈荣波 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17 东莞市 严考全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梁焕英 东莞市莞城中心小学 小学

18 东莞市 范传东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万飞 东莞市松山湖实验中
学

初中

19 中山市 朱敏嫣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
室

周锦连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 小学

20 江门市 李发开
江门市新会区教师发

展中心
冯家传 江门市新会圭峰小学 小学

21 江门市 周华章
江门市蓬江区教师发

展中心
张又红 江门市紫茶中学 初中

22 阳江市 严桂胜
阳江阳春市教育教学

研究中心
谢天益 阳春市实验中学 初中

23 湛江市 林宇 湛江市教育局教研室 叶译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初中



序号 所属地市
教研机构
项目负责

人
承担单位

学校（幼儿
园）项目负责

人
承担单位 学段

24 湛江市 陈恒曦 湛江市教育局教研室 蒋承国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
学

高中

25 茂名市 麦小颖
茂名市电白区教育局

教研室
龚彩虹

茂名市电白区第一小
学

小学

26 茂名市 林彩红
茂名高州市教师发展

中心
车慧清 高州市高文小学 小学

27 肇庆市 李祥 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 李德保 肇庆宣卿中学 高中

28 清远市 赵志美
清远英德市教师发展

中心
王冬梅 英德市第四小学 小学

29 清远市 欧阳红峰
清远市阳山县教师发

展中心
冯绍欢 阳山县韩愈中学 初中

30 潮州市 程小杰
潮州市湘桥区教育局

教研室
谢纯

潮州市湘桥区城西中
学

初中



2021年广东省基础教育县（市、区）教研基地项目名单

序号 所属地市
教研机构项目

负责人
承担单位

1 广州市 袁闽湘 广州市白云区教育研究院

2 广州市 何彪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发展研究院

3 深圳市 彭茂发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4 深圳市 袁再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5 珠海市 朱琦 珠海市香洲区教师发展中心

6 汕头市 李岱玲 汕头市龙湖区教师发展中心

7 汕头市 黄耿昭 汕头市金平区教师发展中心

8 佛山市 张毅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区教师发展中心）

9 佛山市 陈贻宇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10 韶关市 邓莹源 韶关市浈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1 韶关市 涂立龙 韶关市始兴县教师发展中心

12 河源市 肖家佳 河源市东源县教师发展中心

13 梅州市 丘广辉 梅州市梅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4 梅州市 黄炎权 梅州市五华县教师发展中心

15 惠州市 郭冠东 惠州市惠东县教师发展中心

16 惠州市 陈留明 惠州市博罗县教师发展中心

17 汕尾市 颜振雄 汕尾陆丰市教师发展中心

18 东莞市 汪飚 东莞市长安镇教育管理中心

19 中山市 张志略 中山市坦洲镇教育和体育事务中心

20 江门市 刘一柱 江门台山市教师发展中心

21 江门市 何勇涛 江门市新会区教师发展中心

22 茂名市 张博 茂名市信宜市教师发展中心

23 茂名市 黄伟明 茂名市高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24 肇庆市 颜斌 肇庆市德庆县教师发展中心

25 清远市 郑雄新 清远市清新区教师发展中心

26 清远市 陈文增 清远市英德市教师发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