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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人„2016‟88 号 

 

 

 

2015  

 

各县（市、区）教育局，浙南产业集聚区文教体局，市局直属各

学校、单位： 

    根据《温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3‟141 号）

和《关于开展温州市中小学骨干教师 2015 学年度目标考核的通

知》（温教办人函„2016‟36 号）要求，经个人申报，组织考

核，确定全市骨干教师考核第一层次优秀 55 名，合格 213 名，

共计 268 名；第二层次合格 937 名。现将结果予以公布。 

   2016 学年起，第一层次骨干教师考核结果将在现有基础上增

加“良好”等第，将把名师工作室建设绩效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考

核办法，突出名师的引领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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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温州市骨干教师（第一、二层次）2015 学年度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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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第一层次（优秀 55 名，合格 213 名） 

 

陈加仓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曹鸿飞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李芳 温州中学 徐丹青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方海东 温州市第二中学 屈小武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邓权忠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蒋金崇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周岚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可菜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金戈 温州外国语学校 潘春波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帅学华 瓯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吴立建 乐清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俞国平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蓝衍局 平阳县鳌江小学 

林志超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赵蓓莹 文成县教育研究培训院 

马玉斌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胡玫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杨向群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张茂松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张庆勉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林月周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阙银杏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黄新民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沈雨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金晓群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单淮峰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傅咏梅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谢树光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郑平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潘建中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方斐卿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钱勇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何必钻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彭志杰 温州中学 曾文俊 温州中学 

雷鸣 温州中学 方军 温州中学 

陈钦梳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刘建永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丹阳 温州市第二中学 吴莎莎 温州市第二中学 

蔡永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吴小蓉 温州市实验小学 

林彬 温州市实验小学 谢作长 温州市实验小学 



— 4 —  

韩慧琴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晓晨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岚 温州外国语学校 谢杰妹 温州市绣山中学 

林乐珍 温州市籀园小学 吴迎迎 温州市籀园小学 

陈耀 温州市籀园小学 李逸萱 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 

项雅丽 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 陈碧霄 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 

陈巧姑 温州市少年艺术学校 卓东健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吴孔裕 温州市瓦市小学 金丽芳 温州市建设小学 

李玉宇 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蒋雨华 瓯海中学 

黄高湧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郑银凤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陈宗造 龙湾中学 王在恩 龙湾区实验中学 

金晓涛 瑞安中学 黄华伟 瑞安中学 

戴海林 瑞安中学 陈良明 瑞安中学 

边楚女 瑞安中学 杜军义 瑞安中学 

张克龙 瑞安市第六中学 庄振海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 

戴玉珍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魏樟庆 乐清中学 

蔡宗乃 乐清中学 钱从新 乐清中学 

林雪微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肖培东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 

张强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郑洁 平阳县教师发展中心 

高树浪 平阳县第三中学 曾淑萍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林大誉 平阳县新纪元学校 沈正会 泰顺县教师发展中心 

颜丽函 洞头区东屏中心小学 - - 

 

黄岳明 温州市电化教育馆 金长林 温州中学 

杨振华 温州中学 许晖 温州中学 

谢作如 温州中学 赵庆东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李新平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翁庆双 瑞安市教师发展中心 

李革 平阳县教师发展中心 林甲针 苍南县教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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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明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郑秋秋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林元龙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叶事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陈素平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徐克美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张作仁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娄沂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徐芦生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张新强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黄静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金浪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王振中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麻晓春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郑明义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黄惟勇 温州中学 

罗进近 温州中学 陈相友 温州中学 

冯洁 温州中学 张延赐 温州中学 

朱金军 温州中学 成旭梅 温州中学 

苏宏鑫 温州中学 李琨 温州中学 

罗欣 温州中学 王朝曙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夏向荣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黄秀娟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余雪妹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李孝昂 温州市实验中学 

曾小豆 温州外国语学校 裴军 瓯海中学 

胡益政 龙湾中学 叶宝华 乐清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陈丽娟 平阳县教师发展中心 杨道想 苍南县教师发展中心 

李崇光 苍南县宜山高级中学 - - 

 

 

罗杨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科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金子翔 温州市籀园小学 杨素琴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吕俊杰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盖庆春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季慰祖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吴步旭 温州市第三中学 

邱永飞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成亩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金志明 温州市建设小学 钱起建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邓慧敏 温州市第一幼儿园 肖曼芸 温州市第四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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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高益 瓯海区景山小学 王炳金 龙湾区实验小学 

叶益耿 瑞安市外国语学校 叶文杰 乐清中学 

张全举 平阳中学 许益权 平阳县新纪元学校 

 

 

钱瑞华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施昌魏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黄鹏飞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徐芳芳 温州中学 

邹黎明 温州市艺术学校 包虹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潘旸 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 张璐 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 

姜艺 温州市第一幼儿园 林艳 温州市第五幼儿园 

季迅群 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 石峻 乐清市大荆镇智仁寄宿小学 

 

蒋莘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雷子东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单茹茹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谢微微 温州中学 

朱景高 温州中学 李立人 温州中学 

郭振勇 温州中学 张寰宇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金平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张于炎 温州市第二中学 

吴舒兰 温州市实验中学 朱小雪 温州市实验小学 

李余献 温州市实验小学 章才岔 温州外国语学校 

林晓斌 温州市绣山中学 王崴然 温州市绣山中学 

朱新余 温州市绣山中学 周璐 温州市籀园小学 

周小平 温州市籀园小学 欧景升 温州市籀园小学 

林大康 温州市籀园小学 杨显攀 温州市籀园小学 

朱力 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 潘素梅 鹿城实验中学 

应真 温州市少年艺术学校 黄又绿 温州市瓦市小学 

杜纪东 温州市建设小学 陈晓为 温州市第十幼儿园 

董晓群 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项洪文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陈晓静 瑞安中学 叶海鹤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施书新 瑞安市轻工学校 张向武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张恩丰 乐清中学 陈传敏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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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经民 乐清市实验小学 夏晓华 永嘉中学 

周康平 永嘉中学 林垂鹏 平阳中学 

朱伟 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许小燕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吴淑芹 文成县教育研究培训院 张良 文成县实验中学 

庄平悌 泰顺中学 - - 

 

 

曾蓉蓉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林海静 温州市第三中学 

杨晖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郑碎飞 温州市实验小学 

钱彤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小侠 瓯海中学 

吴闪燕 龙湾区第一小学 孙有新 瑞安市第五中学 

吴丽君 平阳中学 梁世累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杨燕燕 洞头区钱江电视希望小学 - - 

 

 温州中学 林庆望 温州中学 

杨工力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刘红卫 温州市第二中学 

陈莉 温州市第三中学 王倩 温州市第三中学 

朱俐 温州市实验中学 吴海霞 温州市实验小学 

郭艳艳 温州市实验小学 宋明凯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任素芳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章素瑜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小玲 温州外国语学校 金文军 温州外国语学校 

钱小哨 温州市籀园小学 王晓君 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 

诸葛献跃 温州市水心小学 徐进光 瓯海中学 

谷海英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张以得 龙湾区永强中学 

钟杭玲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夏建军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王红霞 龙湾区实验中学 王杨 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王学志 瑞安中学 胡晓聪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陈克素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董安 乐清中学 

黄晓微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孔沪生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朱金峰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建仁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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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彦平 平阳中学 黄显畅 平阳县第二中学 

王剑秋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项延唐 苍南县嘉禾中学 

吴素素 苍南县宜山高级中学 赖联群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项光亮 苍南县裕靠体育学校 魏丽红 文成县珊溪中学 

陈旭琴 文成县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潘成树 泰顺县实验中学 

郭海群 洞头区第一中学 陈玉琴 洞头区县实验小学 

  

 

 

刘伟 温州中学 董玲臣 温州中学 

王孝厂 温州中学 虞森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张文静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谢尚志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倪海娜 温州市第二中学 孙仕龙 温州市第二中学 

郑饶霞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程胜芬 温州市实验小学 

洪振雪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卢陈婵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孟李仲 温州市艺术学校 杨洲 温州市艺术学校 

卢密欧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陈蕾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黄利萍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徐益勇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黄华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曾孙丹 温州外国语学校 

戴小军 温州市籀园小学 黄如静 温州市籀园小学 

陈鑫 温州市籀园小学 兰陈敏 温州私立第一实验学校 

胡智慧 温州私立第一实验学校 沙群芳 温州市机关第二幼儿园 

杨刘仙 鹿城实验中学 黄爱弟 鹿城实验中学 

谷尚品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王佳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邱策立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王晓丹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林丛 温州市瓦市小学 林芒 温州市南浦小学 

王乐怡 温州市南浦小学 孔佳佳 温州市城南小学 

黄雅娓 温州市城南小学 李密 温州市城南小学 

施钊 温州市建设小学 叶托 温州市建设小学 

胡晓丽 温州市仰义第二小学 潘金琳 温州市仰义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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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绿叶 温州市仰义第二小学 夏明燕 温州市石坦巷小学 

林美珠 温州市石坦巷小学 詹奇绮 温州市第一幼儿园 

林晓 温州市第三幼儿园 蔡温琪 温州市第四幼儿园 

朱芒芒 温州市第四幼儿园 黄伊密 温州市第六幼儿园 

周婧 温州市第八幼儿园 何丹 温州市第十五幼儿园 

虞希望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陈素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周若鹏 瓯海区梧田第二中学 叶会乐 瓯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锦辉 瓯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曾丽君 瓯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姜晓红 瓯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邓敏 瓯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辉辉 瓯海区郭溪镇塘下中学 何素眉 瓯海区郭溪中学 

庄蓉蓉 瓯海区潘桥镇中学 胡理清 瓯海区三垟中学 

邹丽娟 瓯海区仙岩镇第二中学 虞芒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王爱芬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周美丽 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 

黄美丽 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 黄赵勇 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 

张碧 瓯海区景山小学 朱蕾 瓯海区景山小学 

吴春敏 瓯海区艺术实验小学 何优优 瓯海区娄桥第一小学 

黄剑慧 瓯海区娄桥河庄小学 周玉琴 瓯海区娄桥河庄小学 

叶怡妲 瓯海区潘桥镇第一小学 戴晓静 瓯海区瞿溪小学崇文校区 

杜丽君 瓯海区丽岙镇第三小学 李洁 瓯海区仙岩镇第二小学 

倪章瑜 瓯海区仙岩霞霖小学 黄建芬 瓯海区山水名都幼儿园 

林苗苗 瓯海区新桥中心幼儿园 陈斌斌 瓯海区新桥中心幼儿园 

任艳雷 瓯海区郭溪镇中心幼儿园 黄文肖 瓯海区南瓯幼儿园 

徐小飞 瓯海区仙岩镇中心幼儿园 姜如意 瓯海区新小教育集团旸岙校区 

姜海瑞 龙湾中学 肖云豹 龙湾中学 

吴晓聪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王香芬 龙湾区海滨中学 

黄琼洁 龙湾区实验小学 张俊娜 龙湾区实验小学 

朱蓓蕾 龙湾区第二小学 潘微微 龙湾区第二小学 

王小凤 龙湾区第二小学 李丽珍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王微微 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陈晓飞 龙湾区第一小学 

缪蕾蕾 龙湾区第一小学 陈晓霞 龙湾区龙水第三小学 



— 10 —  

王珊瑚 龙湾区第七幼儿园 朱海珠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吴秀娟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鲁婧婧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郑旭英 温州滨海学校 欧春燕 温州滨海学校 

项灵捷 经开区沙城镇第一小学 项伊祎 经开区沙城镇第二小学 

金苗苗 经开区天河镇第一小学 陈如意 瑞安中学 

林长春 瑞安中学 董环环 瑞安中学 

金敏子 瑞安中学 缪阿调 瑞安市塘下中学 

徐文新 瑞安市塘下中学 徐春梅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 

林晓敏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颜智平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郑小勇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李静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陈晓晖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张瑞祥 瑞安市轻工学校 

陈伟者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沈冬青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谢景如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尹淑君 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 

李海华 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黄静 瑞安市锦湖实验小学 

胡亦楷 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朱丽霞 瑞安市塘下镇新华小学 

潘文明 瑞安市塘下镇新华小学 潘冬梅 瑞安市莘塍实验小学 

钟方来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陈秀道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陈小龙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吴陈青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林优慧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孙映丹 瑞安市滨江幼儿园 

刘盈盈 瑞安市实验小学 胡洲芳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施克满 乐清中学 周丹玲 乐清中学 

周燕珍 乐清中学 郑丹君 乐清中学 

郑浩晖 乐清中学 周乐平 乐清市芙蓉中学 

陈哲锴 乐清市鹤阳中学 孙春洁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陈志磊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徐云雷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姚鹏飞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干海通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杨新华 乐清市柳市镇第四中学 程洪先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龚林艳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项卫飞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黄亦娜 乐清市实验小学 徐多娇 乐清市实验小学 

叶金花 乐清市实验小学 郑乐央 乐清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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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玲利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小学 陈静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陆乐萍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叶少映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汤拉娜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周丽娇 乐清市城东第二小学 

曹珂娜 乐清市城东第二小学 柯珂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王琼赛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钱娃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黄海欧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一小学 杨菁 乐清市中心幼儿园 

周春燕 乐清市虹桥镇妇联幼儿园 邵徐爽 永嘉中学 

谢作俊 永嘉中学 周鹏 永嘉中学 

华慧慧 永嘉中学 徐欣娴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启明 永嘉县职业中学 翁晓杰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施建岳 永嘉县实验中学 尤爱惠 永嘉县实验中学 

周锋 永嘉县实验中学 胡琼琼 永嘉县实验中学 

范圣龙 永嘉县实验中学 潘正豹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林佩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郑敏策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徐芳芳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陈纯燕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单志明 永嘉县实验小学 胡安莲 永嘉县实验小学 

麻永侃 永嘉县实验小学 杨婕妤 永嘉县实验小学 

杨仟洋 永嘉县实验小学 沙珠双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潘林福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夏爱五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邵呵呵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陈浩权 永嘉县瓯北第四小学 

邵微微 永嘉县瓯北第四小学 张曦 永嘉县机关幼儿园 

谢永贤 永嘉县崇德实验学校 鲁友栋 平阳中学 

金少慈 平阳中学 王孝威 平阳中学 

李存业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冯 平阳县实验中学 

谢作桃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彭玉洁 平阳县萧江镇麻步中学 

谢树雷 平阳县鳌江镇梅溪中心校 伍晓军 平阳县中心小学 

杨艳艳 平阳县中心小学 王敏燕 平阳县中心小学 

曹丽文 平阳县中心小学 杨州 平阳县中心小学 

周颖 平阳县中心小学 张小川 平阳县中心小学 

张炜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林杏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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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维源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陈园园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徐小巧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吴为平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卢小波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小学 白洪玮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小学 

张传实 平阳县萧江镇第二小学 刘志勇 平阳县新纪元学校 

林媚 平阳县昆阳镇中心幼儿园 郭进贵 苍南县星海学校 

唐文秀 苍南中学 戴乃赛 苍南中学 

颜育洛 苍南中学 郑明娇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郑蓓蓓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林客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李鹏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黄延延 苍南县灵溪镇第十中学 

苏爱珍 温州新星学校 林萍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林瑞畅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李求宝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叶宗树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黄敬管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叶小玲 苍南县灵溪镇渎浦小学 陈伟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小学 

林纯印 苍南县龙港镇第二小学 王青秀 苍南县宜山镇第三小学 

马华庆 苍南县灵溪镇小童城幼儿园 李超英 苍南县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王娟娟 苍南县灵溪镇第六小学 吴卫南 文成中学 

赵海荣 文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翔 文成县珊溪中学 

刘婷婷 文成县实验小学 胡小芬 文成县玉壶镇中心小学 

陶文建 泰顺中学 陈芳华 泰顺县实验中学 

季月清 泰顺县实验中学 吴美伢 泰顺县实验中学 

蓝周昱 泰顺县罗阳第二中学 郑建锋 泰顺县第二实验小学 

薛彬 泰顺县罗阳镇第二小学 董景勋 泰顺县仕阳镇中心小学 

潘晓岳 泰顺县三魁镇中心小学 胡丽文 泰顺县育才小学 

吴爱红 泰顺县育才小学 林在凑 泰顺县育才小学 

雷李桃 泰顺县育才小学 刘萍 泰顺县机关幼儿园 

徐晶晶 泰顺县中心幼儿园 杨帆 泰顺县育才幼儿园 

翁旭艳 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幼儿园 郭妍妍 洞头区第一中学 

华建荣 洞头区海霞中学 杨业 洞头区东屏中心小学 

董芳蕾 洞头区东屏中心小学 褚薇薇 洞头区教育第二幼儿园 

吕淑萍 洞头区教育第二幼儿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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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陈伟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叶思义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郎建华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夏正仁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林婷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吴海平 温州中学 

舒春平 温州中学 杨仲景 温州中学 

蔡焕杰 温州中学 张云衣 温州中学 

赵大藏 温州中学 苏丰华 温州中学 

陈伟赛 温州中学 赵曙 温州中学 

叶昭蓉 温州中学 李雅琴 温州中学 

张倩 温州中学 包祥翰 温州中学 

陈欲晓 温州中学 张微华 温州中学 

吴晋林 温州中学 严晓清 温州中学 

黄维汀 温州中学 程永超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王思祥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钟伟平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章筱玮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潘晓雷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彭桂和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思静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俞优红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卢成树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雪蓓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郑建蕾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静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华云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施荣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蔡呈腾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吴文华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杜泽平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李兆查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蔡延林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林为塘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陈芝飞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谢津津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苏彩宋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林贤芬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可聪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周芳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丕贵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陈有正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陈礼请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王璇 温州市第二中学 孟勇 温州市第二中学 

杨春晖 温州市第三中学 郑茂军 温州市第三中学 

潘巧亮 温州市第四中学 周晓丹 温州市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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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承翔 温州市实验中学 虞缓缓 温州市实验中学 

王利平 温州市实验中学 陈六一 温州市实验中学 

郑珊珊 温州市实验中学 南赛月 温州市实验中学 

宋睿 温州市实验中学 程日东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金辉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李冰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王海燕 温州市第八中学 徐斌华 温州市第八中学 

吴影 温州市第九中学 卢万华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张胜和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李燕玲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池方利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叶妲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盛荷萍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徐洁茹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谭修平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杜莺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陈晓娟 温州市实验小学 廖贵慧 温州市实验小学 

曾丹 温州市实验小学 欧阳洁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化希鹏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伟伟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吕媚媚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晓蕾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怀玲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秀燕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吴俊声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叶爱弟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易欢丽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怡怡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姜婷婷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董玲玲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吴奕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甘佩蓓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朱春苗 温州护士学校 吴含荃 温州护士学校 

董燕斐 温州护士学校 朱博 温州市艺术学校 

缪仁威 温州市艺术学校 黄锦秀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吴春飞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胡乐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彭小平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吴桦 温州外国语学校 

陈昆亲 温州外国语学校 陈玉华 温州外国语学校 

王小芳 温州市绣山中学 蒋必昆 温州市绣山中学 

李丽和 温州市绣山中学 陈庆旦 温州市绣山中学 

赵蕾 温州市绣山中学 施东荣 温州市籀园小学 

程智玲 温州市籀园小学 翁亦军 温州市籀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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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芽 温州市籀园小学 林春芳 温州市籀园小学 

鲍丹丹 温州市籀园小学 陈歆 温州市机关第一幼儿园 

黄薇君 温州市机关第二幼儿园 张晓珍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附属学校 

何凤梅 温州市机械职业技术学校 叶知全 温州市第十六幼儿园 

薛仕静 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 余佳莉 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 

徐建满 鹿城实验中学 王丽君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章万里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叶朝舟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周海槐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沙文颖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谢丹映 鹿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胡忠友 鹿城区双屿中学 

余金全 鹿城区上戍中学 林湖旭 鹿城区藤桥中学 

程学春 温州市少年艺术学校 陈红娟 温州市少年艺术学校 

陈海平 温州市少年艺术学校 苏艳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张全苍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陈丽艳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林群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张常虹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陈明旻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周芸芸 温州市上陡门小学 

项小飞 温州市上陡门小学 程鹏 鹿城区实验小学 

李伊凡 鹿城区实验小学 林小操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颜厥影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郑志胜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李造就 温州市双屿小学 吴映 温州市营楼小学 

戴玉英 温州市瓦市小学 盛道新 温州市瓦市小学 

胡华余 温州市瓦市小学 龚国锋 温州市南浦小学 

陈民良 温州市南浦小学 李群 温州市南汇小学 

金洁 温州市绣山小学 戚益 温州市城南小学 

林海涨 温州市丁字桥小学 沈仲策 温州市马鞍池小学 

洪蕾 温州市建设小学 林海帆 温州市建设小学 

胡海龙 温州市建设小学 沈捷 温州市仰义第一小学 

张勤 温州市水心小学 朱海湖 温州市水心小学 

陶秀娟 温州市水心小学 程向敏 鹿城区临江小学 

林海津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杨华 温州市第三幼儿园 

王以棣 温州市第三幼儿园 厉瑾瑾 温州市第三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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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可可 温州市第六幼儿园 黄晓虹 温州市第八幼儿园 

陈敏 鹿城区实验中学 陈春辉 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董爱敏 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张海宁 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任玲玲 瓯海中学 施仲章 瓯海中学 

戴建敏 瓯海中学 郑丽君 瓯海中学 

袁小朋 瓯海中学 解观凯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米清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石泽红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季焕忠 瓯海区梧田第一中学 金红蕾 瓯海区梧田第二中学 

潘天真 瓯海区梧田第二中学 陈云霓 瓯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卢晓云 瓯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应冬兰 瓯海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龙云 瓯海区瞿溪镇华侨中学 金龙雪 瓯海区瞿溪镇华侨中学 

季素燕 瓯海区实验中学 吴和平 瓯海区实验中学 

沈帅一 瓯海区实验中学 吴柏池 瓯海区新桥中学 

诸乐雁 瓯海区娄桥中学 陈哲 瓯海区郭溪镇塘下中学 

陈乘风 瓯海区郭溪镇塘下中学 周建秋 瓯海区潘桥镇中学 

董姿艳 瓯海区潘桥镇中学 陈显飞 瓯海区三垟中学 

王建 瓯海区南白象中学 郑颖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曾双霜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林艳雪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黄小飞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徐锋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陈淑 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 林海洁 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 

张文莲 瓯海区娄桥南山小学 陈长春 瓯海区瞿溪小学信达校区 

富圣江 瓯海区南白象鹅湖小学 吴雪萍 瓯海区茶山第三小学 

胡佩玲 瓯海区丽岙镇中心幼儿园 王琼瑶 瓯海区机关幼儿园 

王群 瓯海区新小教育集团旸岙校区 周学光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吴佳秋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夏芯芯 龙湾区第十幼儿园 

孔兴隆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王义娅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王小莲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刘彬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王敏 龙湾中学 王旭娟 龙湾中学 

梁世日 龙湾中学 章晓燕 龙湾中学 

李绕阳 龙湾中学 徐登群 龙湾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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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义 龙湾中学 郑金红 龙湾中学 

王建胡 龙湾区永强中学 章蓉莲 龙湾区永强中学 

张辉梅 龙湾区永强中学 张宗远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张红叶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蔡素芳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张惠云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李林华 温州市第二十中学 

王晓雪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曹春月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郑秋瑜 龙湾区海滨中学 王雪凤 龙湾区永中中学 

邱伟成 龙湾区实验中学 王振华 龙湾区实验中学 

何锦霞 龙湾区实验中学 王向荣 龙湾区实验中学 

郑洁 龙湾区实验中学 汪小芬 龙湾区实验中学 

张成丰 龙湾区实验中学 甘泽疆 龙湾区永昌中学 

卢芬芳 温州育英学校 张显燕 龙湾区屿田小学 

陈小琴 龙湾区上庄小学 冯秋华 龙湾区状元街道第三小学 

方晓霞 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黄素燕 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夏珺 经开区沙城镇中学 朱成丁 经开区沙城镇中学 

涂元柱 经开区海城中学 钱宜锋 经开区海城中学 

胡育东 经开区海城中学 孙琴 温州滨海学校 

陈建光 温州滨海学校 施小华 瑞安市江南实验学校 

林可造 瑞安市教师发展中心 蒋沛鸿 瑞安中学 

孙宁 瑞安中学 黄慧军 瑞安中学 

金锦友 瑞安中学 孙乐静 瑞安中学 

宋丽珍 瑞安中学 徐开春 瑞安中学 

何群平 瑞安中学 温胜利 瑞安中学 

蔡瑞琛 瑞安中学 林娜 瑞安中学 

虞文琳 瑞安中学 张婷婷 瑞安市第二中学 

叶文义 瑞安市第二中学 陈飞岳 瑞安市塘下中学 

李统绍 瑞安市第四中学 池永焕 瑞安市第四中学 

杨丽君 瑞安市第四中学 林长枫 瑞安市第五中学 

蔡秀盈 瑞安市第十中学 袁丽君 瑞安市农业技术学校 

陈瑛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梁小洁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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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云仙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黄慧蓉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杨毅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张小燕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朱丽慧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余金红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徐如如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徐象勇 瑞安市外国语学校 

翁文明 瑞安市外国语学校 陈陆爱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陈秀琴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陈春芝 瑞安市滨江中学 

季丽珍 瑞安市滨江中学 陈王平 瑞安市滨江中学 

王海英 瑞安市滨江中学 张咏梅 瑞安市滨江中学 

桑冬梅 瑞安市上望第二中学 赵海荣 瑞安市塘下镇第一中学 

虞文斌 瑞安市莘塍第一中学 陈飞 瑞安市飞云中学 

郭传兴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薛承豹 瑞安市高楼镇中学 

刘光春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叶少勇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张碎莲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王小梅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项建达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蔡忠清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晓华 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 潘小琴 瑞安市玉海中心小学 

林昳 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黄国胜 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金燕燕 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 胡红桃 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 

蔡灵敏 瑞安市莘塍中心小学 周丽蓉 瑞安市汀田第四小学 

周其 瑞安市陶山镇中心小学 周海珍 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幼儿园 

陈海珍 瑞安市莘塍第二幼儿园 林映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项秀平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王孝德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翁建群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应玮清 瑞安市滨江幼儿园 

单秀华 瑞安市实验小学 蒋丽蓉 瑞安市实验小学 

钱荷芳 瑞安市实验小学 黄大国 瑞安市实验小学 

贾金国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徐煌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陈连云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池仁松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谢乐冬 乐清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金鑫 乐清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赵海霞 乐清中学 赵霞雯 乐清中学 

黄琴 乐清中学 吴素青 乐清中学 

方湘微 乐清中学 陈春丽 乐清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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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梁 乐清中学 刘银奎 乐清市第二中学 

张乐荣 乐清市第二中学 陈彬彬 乐清市第二中学 

包克凡 乐清市第二中学 王奕颖 乐清市第二中学 

徐瞻松 乐清市第三中学 卓高峰 乐清市第三中学 

章琦 乐清市第三中学 王兴朋 乐清市第三中学 

徐岳敏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小妹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淑芳 乐清市第四中学 郑晓丹 乐清市第四中学 

连小虹 乐清市虹桥中学 倪志刚 乐清市柳市中学 

宗飞霞 乐清市鹤阳中学 蔡正敏 乐清市雁荡山旅游学校 

王玲红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小锋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全志敏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黄洁珏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胡安乐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陈蓓霞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金征宇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王瑛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林方雄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卢米东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黄瑞华 乐清市大荆镇第五中学 陈广兵 乐清市大荆镇第五中学 

包彩云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中学 陈玲英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中学 

周晓霞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中学 陈微微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中学 

赵永光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余旭微 乐清市乐成第一中学 

林松 乐清市乐成第一中学 徐飞宇 乐清市乐成第一中学 

王建新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徐世状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倪小微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徐青锋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敖光献 乐清市城东第一中学 郑联荣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郑晓慧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叶雪琳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陈晓晔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林元朝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苏伟胜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蒋柏孟 乐清市盐盆第一中学 

杨桂琴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王淑丹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谷小燕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赵飞忠 乐清市翁垟第一中学 

吴敏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方春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解文莉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黄灵颖 乐清市虹桥镇蒲岐第二小学 

张菊芝 乐清市乐成第一小学 胡爱萍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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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乐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傅红 乐清市翁垟第二小学 

徐雪云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小学 赖亦芬 乐清市中心幼儿园 

郑乐也 乐清市中心幼儿园 李芳玉 乐清市中心幼儿园 

石晓红 乐清市中心幼儿园 章林云 乐清市特殊教育学校 

刘丽仙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 李国算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 

应根球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 郑焕华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 

陈娟梅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 陈海光 永嘉中学 

陈建斌 永嘉中学 徐芳 永嘉中学 

戴本鑫 永嘉中学 金玲勇 永嘉中学 

叶晓凡 永嘉中学 金晓忠 永嘉中学 

盛晓 永嘉中学 李林贵 永嘉中学 

潘太仲 永嘉县碧莲中学 罗成义 永嘉县永临中学 

周绍深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叶德荣 永嘉县罗浮中学 

戴建法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祝孔江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卢志才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陈军杰 永嘉县实验中学 

朱启国 永嘉县实验中学 金建平 永嘉县实验中学 

李柏树 永嘉县实验中学 金慧娉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谢文晓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叶鼎孟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王晓红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滕琼琼 永嘉县瓯北第二中学 

苏丹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占和村 永嘉县桥头中学 

蔡秋莲 永嘉县桥头中学 李秀强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金亦珍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黄冬芬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陈贤华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朱萍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戴新法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郑小叶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郑静静 永嘉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金晓嫦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林梅珍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金赛芬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张伟美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郑伟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潘建月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鲍小珍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胡益浩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徐一流 永嘉县瓯北第四小学 

戴本琴 永嘉县瓯北第七小学 金乐 永嘉县机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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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中 永嘉县瓯北中心幼儿园 谷芬芬 永嘉县瓯北镇中学 

谢理福 永嘉县乌牛中学 章斌 永嘉县乌牛中学 

周金星 温州翔宇中学 周建晓 永嘉县瓯北太阳花幼儿园 

杨作民 平阳县教师发展中心 鲁慧 平阳中学 

林浩 平阳中学 林海量 平阳中学 

吴君 平阳中学 周秀丽 平阳中学 

蔡新虹 平阳中学 陈培密 平阳中学 

叶克鹏 平阳县第三中学 季蓉蓉 平阳县鳌江中学 

肖彩琴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蔡小鲁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曾云燕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陈碎林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陈振峰 平阳县第二职业学校 吴加涛 平阳县实验中学 

金杨琴 平阳县实验中学 谢荣 平阳县实验中学 

安宁 平阳县实验中学 蔡海汪 平阳县实验中学 

陈颖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盛月微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中学 

俞轩 平阳县鳌江镇第三中学 陈领权 平阳县鳌江镇第四中学 

吴宇洁 平阳县鳌江镇第四中学 王晓云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中学 

徐启路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中学 苏忠言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中学 

胡英科 平阳县水头镇第四中学 张崇娜 平阳县萧江镇第一中学 

周功渊 平阳县腾蛟镇第一中学 苏意上 平阳县鳌江镇第六中小学 

钱金勇 平阳县鳌江镇钱仓中心校 李开武 平阳县鳌江镇梅源中心校 

苏立杲 平阳县中心小学 苏尉 平阳县中心小学 

陈允如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王磊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谢金慧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沈珏晖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江盛盟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小学 陈先松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丁养辉 平阳县鳌江小学 陈海阳 平阳县鳌江镇实验小学 

张敏 平阳县鳌江镇实验小学 杨守教 平阳县鳌江镇第七小学 

林素娇 平阳县鳌江镇第十三小学 郑书完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小学 

陈德辉 平阳县苏步青学校 陈芝串 苍南县嘉禾中学 

周芳 苍南县嘉禾中学 陈丽彬 苍南县星海学校 

陈泳 苍南县教师发展中心 洪晓彬 苍南县教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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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中 苍南县教师发展中心 陈闻 苍南中学 

方道余 苍南中学 项芳聪 苍南中学 

李小华 苍南中学 郑益哈 苍南中学 

高美容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绳轩 苍南县灵溪中学 

肖云好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金双燕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侯百成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杨少芳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陶德貌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陈忠耕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黄小伟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潘友喜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吴宏鸿 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海娜 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叶文运 苍南县民族中学 刘玉意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陈玉玲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罗朝阳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陈德新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林松竹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池长环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叶秀珍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彭素芬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陈治国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中学 

吴世广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中学 邱有欲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中学 

余作认 苍南县龙港镇第二中学 陈巽唱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中学 

杨平锋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中学 单秋艳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中学 

章环夫 苍南县钱库镇第一中学 张茂照 苍南县金乡镇第二中学 

林观赫 温州新星学校 陈诗国 温州新星学校 

叶利锋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李红桂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肖燕飞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林淑姿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雷雪蓉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黄玉蓉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陈顺德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张淑等 苍南县体育运动学校 

陈华霜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小学 王萍萍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小学 

潘小燕 苍南县龙港镇第二小学 颜孙建 苍南县龙港镇第四小学 

李娇娇 苍南县龙港镇第五小学 陈先其 苍南县龙港镇白沙小学 

陈海燕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周光顶 苍南县宜山镇第三小学 

杨笑迎 苍南县机关幼儿园 李美雪 苍南县机关幼儿园 

卢立银 苍南县教师进修学校 周小云 文成县教育研究培训院 

张晓 文成中学 林舟 文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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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美娟 文成中学 夏慧春 文成中学 

富树斌 文成中学 叶小海 文成中学 

黄丽芬 文成县实验中学 赵小芬 文成县实验中学 

施海姑 文成县实验中学 黄笑媛 文成县实验中学 

潘海英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叶小燕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王慧灵 文成县大峃镇樟台学校 华国芳 文成县实验小学 

李秀清 文成县实验小学 林翠芳 泰顺县教师发展中心 

夏招亩 泰顺中学 黄可建 泰顺中学 

蔡灵智 泰顺中学 刘海宇 泰顺中学 

王仁龙 泰顺中学 蔡志刚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江涛 泰顺县实验中学 叶礼江 泰顺县育才初级中学 

林上好 泰顺县实验小学 郑海雁 泰顺县实验小学 

梅丽翠 泰顺县第二实验小学 陈振全 泰顺县罗阳镇第二小学 

包亚云 泰顺县泗溪镇中心小学 季晓玲 泰顺县泗溪镇中心小学 

吴双芝 泰顺县仕阳镇中心小学 庄海雷 洞头区第一中学 

褚淑贞 洞头区海霞中学 叶明收 洞头区实验中学 

曾海华 洞头区实验中学 郑海山 洞头区实验中学 

张道新 洞头区元觉义务教育学校 陈丽丽 洞头区实验小学 

唐雪琴 洞头区实验小学 朱扬华 洞头区城关第三小学 

黄连国 洞头区大门镇中心小学 童燕翔 洞头区教育第二幼儿园 

 

李兆丰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孙建国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叶清太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李再鸣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春景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李云吾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黄朴 温州市九山学校 刘坚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林凌云 瑞安中学 倪乐蕊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六小学 

陈荣欣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林德瑜 平阳县第二中学 

林贤笋 苍南中学 徐登鸿 苍南县宜山高级中学 

杨观浩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小学 王建胜 文成县实验中学 

周文表 文成县实验小学 金福森 洞头区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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