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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人〔2018〕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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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培养和选拔骨干教师，加快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我市基

础教育改革和优质均衡发展，在学校、县（市、区）教育局层层

推荐考核的基础上，温州市骨干教师考核评定委员会确定温州市

第五届中小学学科骨干教师、骨干班主任 1500 名。现将名单予以

公布（见附件）。 

希望各位学科骨干教师、骨干班主任再接再厉，结合课程改

革和我市教育教学实际，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发挥带

动作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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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温州市第五届中小学学科骨干教师、骨干班主任名单 

温州市教育局 

2018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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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00 人） 

一、学科骨干教师 

市直 

丁立芸  浙江省温州中学       刘旭飞  浙江省温州中学 

林赛雅  浙江省温州中学       田仲望  浙江省温州中学 

吴招坛  浙江省温州中学       金  涛  浙江省温州中学 

郑  引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岳勇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蒋义洁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黄跃跃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金  铭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夏孟耸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潘和锴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叶益胜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张  键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戚彤彤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学丹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钱  康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崇良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高胜广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李  隆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李晓淼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陈静碧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徐丽若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陈  茹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张心心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李晓丹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张  亮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金森林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吴素珍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裘杭波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顾  崴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刘雪燕  温州市第二中学       杨玲双  温州市第二中学 

侯彬彬  温州市第二中学       邵晓洁  温州市第二中学 

王汉乐  温州市第三中学       林小青  温州市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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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晓敏  温州市第四中学       郑志远  温州市第四中学 

潘胜寅  温州市实验中学       徐丽微  温州市实验中学 

陈惠艳  温州市实验中学       方  磊  温州市实验中学 

徐勒军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府东分校  杨克玉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陈  芸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陈妙娟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郑贺文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徐传博  温州市第八中学 

蔡南科  温州市第八中学        程海鸥  温州市第八中学 

林明东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郑士华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朱培飞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王益琳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卢建挺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王丁于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郑  煦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陈  媛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娄云雷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吴丽琼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陈  赛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余佳彧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徐  慧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裘小娴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严伟赵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程聪慧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夏静静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温晶晶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西校区） 

胡秦琼  温州市实验小学        李  达  温州市实验小学 

孙  洲  温州市实验小学        伍渊泼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郑庆丰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育萍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琴春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  严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镇浩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义准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  强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洪娟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玲愉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孙朝敢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  萍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兴武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立群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叶  红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 5 — 

朱华锐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淑艳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王周锋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陈远兰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张晶晶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附属学校 苏忠仙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金  哨  温州护士学校        苏葆琼   温州护士学校 

徐之路  温州护士学校        陈建东  温州市艺术学校 

郑  然  温州市艺术学校      周晓琼   温州市艺术学校 

孔丽娟  温州市九山学校      林丽峰   温州市学生实践学校 

张晓余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王春芳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刘月平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胡  珏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童鹿超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陈艳丽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陈庆杰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张松园  温州外国语学校 

郑  达  温州外国语学校      王克强  温州外国语学校 

李丕荣  温州外国语学校      董晶伟  温州市绣山中学 

张  颖  温州市绣山中学      陈德靖   温州市绣山中学 

林若谷  温州市绣山中学      李聪聪  温州市绣山中学 

周森森  温州市籀园小学      唐慧荣  温州市籀园小学 

黄君翔  温州市籀园小学      项周默  温州市籀园小学 

林  爽  温州市籀园小学      叶舒畅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刘静碧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邱秋慧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张小泉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彭丽雅   温州道尔顿小学 

苏红梅  温州东瓯中学        陈  孟    温州市城乡建设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诸兆艳  温州大学附属宏德实验幼儿园   倪文静  温州市机关第一幼儿园   

殷  弘  温州市机关第二幼儿园 

鹿城区 

张  琪  温州市瓦市小学      蔡建萍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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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静  温州市建设小学        康  薇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陈丽英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郑  芝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张  利  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    陈建丹  温州市上戍小学 

邵  利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林梦野  鹿城实验中学 

徐文丽  温州市黄龙第一小学    刘海燕  温州市第十一幼儿园 

李旷怡  温州市第一幼儿园      朱晓冬  温州市丁字桥巷小学 

陈  强  温州市瓦市小学        王盈盈  温州市城南小学 

林小珍  温州市水心小学        金  浩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单胜娟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陈奕诗  温州市第三幼儿园 

滕子丹  温州市第十二幼儿园    黄作槐  温州市五星小学 

苏  芳  温州市第十二幼儿园    苏  润  温州市马鞍池小学 

应秀燕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郑舟舟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孙小红  温州市黄龙第二小学    潘贤呈  温州市鹿城区瓯江小学 

陈柯柯  温州市仰义第一小学    周洁琼  温州市瓦市小学 

陈  瑶  温州市第三幼儿园      戴伊甸  温州市第四幼儿园 

张雪慧  温州少年游泳学校      梅  灿  温州市城南小学 

蒋觉烟  温州市第十二幼儿园    林柳青  温州市南浦小学 

黄思来  温州市第十六幼儿园    韩  叶  温州市水心小学 

叶丽月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陈佳佳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程璇璇  温州市第一幼儿园      李婷玉  温州市鹿城区瓯江小学 

兰加育  温州市墨池小学        胡志勇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林绮丽  温州市少年艺术学校    王  冰  温州市建设小学 

徐  梦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董斯丹  温州市绣山小学 

吴丽玉  温州市鹿城区仰义中学  郑  艺  温州市瓦市小学 

金施施  温州市临江中学        蔡海鹭  温州市第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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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月秀  温州市第七幼儿园      黄珊瑚  温州市鞋都第一小学 

周珊珊  温州市第十幼儿园      张双静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吴淑瑶  鹿城实验中学          王冬冬  温州市南浦小学 

林雪省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杨  妍  温州市建设小学 

应春芬  温州市鹿城区实艺新府幼儿园 张冠琦   温州市第八幼儿园 

陈裕安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金  笛  温州市第四幼儿园 

李  颖  温州市第三幼儿园 

龙湾区 

邱赛云  龙湾区第五幼儿园     李思思  龙湾区第十六幼儿园 

胡圣芳  龙湾区第三幼儿园     王张连  龙湾区第二幼儿园 

黄  映  龙湾区上江小学       叶  虹  龙湾区实验小学 

王小君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蔡蓓蕾  龙湾区瑶溪镇第一小学 

陈  健  龙湾区永昌第一小学   陈  英  龙湾区上江小学 

陈  红  龙湾区瑶溪第六小学   章双双  龙湾区状元第二小学 

吴海业  龙湾区第一小学       张晶晶  龙湾区第一小学 

孙  文  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张英仪  龙湾区状元镇第三小学 

张  英  龙湾区海滨第三小学   沈永增  龙湾区状元第一小学 

李双双  龙湾区第三小学       李徐锰  龙湾区屿田实验小学 

陈晓锋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张  燕  温州市第二十中学 

潘筱红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李  义  温州育英学校 

林双玲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韩金龙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陈增淼  龙湾区永昌中学       黄  甫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赵小伟  温州市第二十中学     王  洁  龙湾区实验中学 

王春燕  龙湾区实验中学       史长月  龙湾区海滨中学 

潘晓云  龙湾中学             林日馀  龙湾区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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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素素  龙湾区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江爱钦 龙湾中学 

张  益  龙湾区永强中学       张银荣  龙湾区永强中学 

蔡爱娥  龙湾区永强中学       许晓娟  龙湾区永强中学 

瓯海区 

阳崇娟  瓯海中学             刘晓坪  瓯海区三溪中学 

潘道亮  瓯海区三溪中学       金  鑫  瓯海中学 

赵志华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杨登峰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陈徐红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陈超超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郑聪珠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李  霞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金苏苏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童丹萍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张  静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潘苏西  瓯海区娄桥中学 

周园园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胡育群  瓯海区新桥中学 

曾海战  瓯海区三垟中学       瞿丽晓  瓯海区任岩松中学 

严晓聪  瓯海区任岩松中学     胡笑鸥  瓯海区实验中学 

张  如  瓯海区新桥中学       黄海崎  瓯海区三垟中学 

林丽丽  瓯海区瞿溪华侨中学   徐  锏  瓯海区仙岩第二中学 

潘建锋  瓯海区瞿溪华侨中学   杜富贵  瓯海区仙岩第一中学 

伍阔伦  瓯海区潘桥中学       陈秀弟  瓯海区景山小学 

张  绚  瓯海区艺术实验小学   项晓晓  瓯海区三垟南仙实验小学 

金晓叶  瓯海区景山小学       张慧慧  瓯海区梧田南堡小学 

赵小平  瓯海区南白象第一小学   林  凡  瓯海区郭溪第三小学 

陈  丹  瓯海区娄桥第一小学   陈  优  瓯海区新桥小学教育集团新桥校区 

胡晓静  瓯海区南白象第一幼儿园   潘良和  瓯海区南白象第一小学 

梁闪闪  瓯海区瞿溪延川幼儿园   吴晓洁  瓯海区娄桥第一小学 

郑逸如  瓯海南仙实验小学     林晓微  瓯海区景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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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艳  瓯海区娄桥第一小学   黄晓隆  瓯海区郭溪第二小学 

刘晓庆  瓯海区仙岩中心幼儿园   李洁洁  瓯海区三垟第一幼儿园 

王  琦  温州大学附属茶山实验小学  贾恩敏  瓯海区实验小学龙霞校区 

裘佰苏  瓯海区景山小学       陈龙春  瓯海瞿小兴学校区 

黄春芬  瓯海区泽雅一小       金苏丹  瓯海区丽岙二小 

任奕瑶  瓯海区第一幼儿园     陈晓净  瓯海区瞿溪第一幼儿园 

杨若梅  瓯海区新桥小学教育集团新桥校区  计育才  瓯海区梧田中心幼儿园 

刘洁如  瓯海区梧田欣园幼儿园   吕雪影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小学分校 

黄笑琼  瓯海区梧田爱乐堡幼儿园   倪仙秋  瓯海区仙岩第一小学 

金林聪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纪考专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夏  蔷  瓯海区仙岩华侨小学   张  雷  瓯海区第二幼儿园 

杨蓓蓓  瓯海区郭溪塘下中学   谢青青  瓯海区三垟中学 

陈  忍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周万美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初中分校 

詹  凡  瓯海区潘桥第一小学 

洞头区 

柯冬琳  洞头区实验小学       张夏燕  洞头区实验中学  

庄秀云  洞头区城关小学       吴丽琴  洞头区实验小学 

黄小燕  洞头区霓南义务教育学校    周丹凤  洞头区教育幼儿园 

陈海珊  洞头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范海燕  洞头区灵南小学 

叶莹莹  洞头区半屏山学生综合实践学校 

万正辉  洞头区第一中学        吴丹丹  洞头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廖丽飞  洞头区灵昆第一小学    赵琴红  洞头区城关小学 

乐清市 

章纪光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小学  蔡慧燕  乐清市雁荡镇第二小学 

李合意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二小学  徐寒冰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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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乐琴  乐清市蒲岐镇中学       曾杨才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王乐央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六小学    陈娴婷  浙江省乐清中学 

张丹霞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戴晓洪  乐清市大荆镇第二小学 

瞿玲玲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王芳芳  乐清市蒲岐镇第二小学   

谢朝丹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章文天  乐清市雁荡镇第一小学   

周灵虹  乐清市智仁乡小学       吴媛媛  乐清市虹桥镇第三小学   

杨建洪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李忠节  乐清市蒲岐镇第三小学   

吴晓阳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五小学   刘盈盈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小学   

詹志毅  乐清市雁荡镇第一小学   万彬彬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周露露  乐清市智仁乡中学       陈昭行  乐清市中心幼儿园       

黄振宇  乐清市芙蓉镇中学       钟丹玲  乐清市大荆镇第四小学   

薛丽丹  乐清市实验小学         金乐丹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翁士应  乐清市虹桥镇第十二小学   支玲培  乐清市白石小学         

王统双  乐清市淡溪镇第一小学   徐玉峰  乐清市虹桥镇第九小学   

林  菁  乐清市虹桥镇第六小学   南炜炜  乐清市柳市镇第四中学   

赵央听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小学   凌朝霞  乐清市虹桥镇第八小学   

刘  杰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三小学   王增强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朱  琴  乐清市白象中学         林文锋  乐清市淡溪镇第一小学   

张敏华  乐清市雁荡镇第五小学   陈  媛  乐清市虹桥镇第三小学   

余  青  乐清市雁荡镇第五小学   陈安友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中学   

赵旭飞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徐初标  乐清市大荆镇第三中学   

敖光熙  乐清市北白象镇茗西学校   朱乐蓉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五小学 

王建萍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姚晓群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侯志勇  乐清市蒲岐镇第三小学  林婷婷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一小学 

陈琴菲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肖红星  乐清市清江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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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风  乐清市特殊教育学校     钟荣生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霍淑琼  乐清市淡溪镇第一小学   孔祥慧  乐清市芙蓉镇雁湖希望小学  

吴琴燕  乐清市虹桥镇第八小学      徐松萍  乐清市天成小学         

卢爱飞  乐清市大荆镇第三中学   李旦琼  乐清市柳市镇第八小学   

吕  倩  乐清市芙蓉镇雁湖学校   赵永秀  乐清市清江镇第一小学上埠头校区   

王梅玲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四小学    金素丹  乐清市白石小学         

瞿婷婷  乐清市蒲岐镇第一小学   黄  琼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小学   

张志丽  乐清市芙蓉镇雁湖希望小学     卢  信  乐清市芙蓉镇中学       

林荣羽  乐清市白石小学         陈安燕  乐清市芙蓉中学         

周  冬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三小学    徐阿东  乐清市清江镇中学       

虞秀娟  乐清市翁垟第一小学     潘建丹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七小学 

王存微  乐清市实验小学         赵魏魏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卓蒙蒙  乐清市芙蓉镇雁湖希望小学     黄倩如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刘荣丽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二小学    吴智钱  乐清市淡溪镇中学       

吴向峰  乐清市石帆第一中学     陈玲玲  乐清市石帆第二小学     

支斌娜  乐清市实验小学         杨馥荔  乐清市白石小学         

朱旭佩  乐清市柳市镇第九小学   周倩倩  乐清市柳市镇第九小学   

孙  军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胡芬玲  乐清市清江镇第一小学   

张  旭  乐清市淡溪镇中学       洪   艳   乐清市芙蓉镇雁湖希望小学 

万佰永  乐清市芙蓉镇雁湖学校   黄期朋  浙江省乐清中学         

何曰聪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叶秉正  乐清市白石小学         

林小鸽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任淑萍  乐清市旭阳寄宿小学     

高丽丽  乐清市白石小学         俞婷婷  乐清市芙蓉镇第二小学   

陈  蝉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小学   陈云富  浙江省乐清中学         

冯  赛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汤  杰  乐清市石帆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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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燕  乐清市柳市中学         杨娜尔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中金  乐清市柳市镇第九小学   梁贝贝  乐清市柳市镇第八小学   

刘杜琼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王恩标  乐清市雁荡山旅游学校  

陈品品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一小学    叶欢欢  乐清市芙蓉镇第一小学  

卢  伟  乐清市中心幼儿园       张艳旦  乐清市柳市镇第四中学  

郑央央  乐清市柳市中学         郑海丹  乐清市雁荡山旅游学校  

陈  彬  乐清市芙蓉中学         陈  栩  乐清市白象中学        

叶  舟  乐清市南岳镇幼儿园     林子人  乐清市机关幼儿园      

周文青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詹良都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陈世克  乐清市柳市中学         包秀雅  乐清市柳市镇第二中学  

张华丽  乐清市大荆中学         戚杏珠  乐清市大荆中学        

吴秋志  乐清市柳市中学         陈小双  浙江省乐清中学        

林艳艳  乐清市芙蓉镇第一小学   吴鲁茹   乐清市虹桥镇星之梦幼儿园 

伍亦亦  乐清市第三中学         潘玲君  乐清市柳市镇第七小学  

陈旭军  乐清市虹桥镇妇联幼儿园    蒋高妹  乐清市虹桥中学        

吴盼盼  乐清市第四中学         蔡乐珍  乐清市第三中学        

李  鑫  乐清市石帆第一中学     郑  礼  乐清市第四中学        

金朝宇  乐清市柳市镇第九小学   侯广军  浙江省乐清中学        

林  宇  乐清市机关幼儿园       朱蓉玲  浙江省乐清中学        

范慧佳  乐清市第四中学         陈路平  浙江省乐清中学        

李星明  乐清市大荆中学         卢燕燕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瑞安市 

方婷婷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潘慧颖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 

曾上寒  瑞安市文化创意实践学校 夏一飞  瑞安市莘塍实验小学 

夏彬彬  瑞安市汀田中心小学   陈婷茹  瑞安市第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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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冰冰  瑞安市中心幼儿园     吴  婷  瑞安市飞云中学 

陈瑞阳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李  平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林  冕  瑞安市广场实验小学  张蓓蕾  瑞安市马屿镇第二小学 

许超超  瑞安市曹村镇中学    陈若南  瑞安市汀田实验小学 

林芳芳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薛秀秀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 

朱丽丽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幼儿园  金  凡  瑞安市第五中学 

余  军  浙江省瑞安中学     潘丽亮  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王兆麟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金  洁  瑞安市飞云中学 

林蓓蓓  瑞安市飞云中学     张  池  瑞安市塘下中学 

苏志浩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姜晓娓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胡芳芳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薛文文  浙江省瑞安中学 

张仕凯  瑞安市塘下镇下林小学 林海飞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林爱仙  瑞安市飞云第二小学 项宝国  瑞安市万松实验小学 

应仙环  浙江省瑞安中学     黄晓春  瑞安市汀田中心小学 

林芳芳  瑞安市第五中学     杜爱菊  瑞安市湖岭镇中心小学 

张玲莉  瑞安市农业技术学校 封桂苏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郑晓瑜  瑞安市第六中学     颜丽丽  瑞安陶山镇荆谷学校 

张  付  瑞安市第八中学     薛建华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鲁周璇  瑞安市实验小学     蔡其潦  瑞安市东山小学 

李  娜  瑞安市陶山镇碧山小学 陈王强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职业学校 

吴  伟  瑞安市塘下镇新华小学 张丽娜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王建宵  瑞安市第三幼儿园   金  燕  瑞安市汀田中心小学 

谢翔翔  瑞安市仙降江溪小学 柯芙蓉  瑞安市滨江幼儿园 

杨燕花  瑞安市莘塍第七小学 王盈盈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学 

杨伟丹  瑞安瑞祥实验学校   黄安娜  瑞安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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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东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朱成章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娄志雪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任  希  瑞安市第七中学 

黄洁洁  瑞安市飞云中学     金小丹  瑞安市机关幼儿园 

胡谢瑜  瑞安市第六中学     董  兰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程飞云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高青青  瑞安市汀田实验小学 

张明丽  瑞安市陶山镇丰和小学 娄文敏  瑞安市陶山镇中学 

毛学辉  瑞安市高楼镇中学   高  末  瑞安市玉海中心小学 

朱南环  瑞安市阳光小学     张冬梅  瑞安市陶山镇中心小学 

金慧敏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金芳芳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心小学 

邹晓丹  瑞安市仙降第二小学 戴菲菲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心小学 

张孙清  瑞安市仙降第二小学 郑  远  瑞安市云周中学 

徐  慧  瑞安市罗山幼儿园   孙曼曼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楚楚  瑞安市陶山镇中学   陈丽思  瑞安市汀田实验小学 

刘华英  瑞安市塘下镇堡得莱幼儿园     翁国璋  瑞安市林垟学校 

金崇雪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陈  怡  市上望第五小学 

张维静  瑞安市滨江幼儿园   戴思思  瑞安市塘下镇鲍三小学 

周畅环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心幼儿园  叶  琴  瑞安市莘塍实验小学 

叶  丹  瑞安市莘塍第二幼儿园 陈金丽  瑞安市滨江幼儿园 

唐光善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林佩佩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 

孔素玉  浙江省瑞安市农业技术学校   姚晓敏  瑞安市莘塍实验小学 

翁陈依  瑞安市塘下中学     缪建华  瑞安市第四中学 

林瑞茹  瑞安市汀田第五小学 戴冬亮  瑞安市塘下镇海安学校 

王怡静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戴  静  瑞安市玉海中心幼儿园 

白  雷  瑞安市锦湖实验小学 方飞岳  瑞安市塘下镇第二小学 

曾  杰  瑞安市陶山镇中心小学 李贞刚  瑞安市莘塍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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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  丽  瑞安市第九中学     黄雪春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第二小学 

邵廷庆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王炉炜  瑞安市湖岭镇中心小学 

邵晶晶  瑞安市第四中学     潘挺挺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林吟艳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周淑芝  瑞安市锦湖实验小学 

胡伊拧  瑞安市滨江幼儿园   夏晓梅  瑞安市飞云实验幼儿园 

薛  霞  瑞安市上望第一小学 林自勉  瑞安市塘下中心小学 

刘  峰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学 薛孝锋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黄春蕾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郑海威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黄丹平  瑞安市陶山镇荆谷学校 蔡小聪  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幼儿园 

王小娜  浙江省瑞安中学     陈海华  瑞安市塘下镇场桥中心小学 

季伟引  瑞安市第八中学     阮曼炜  瑞安市玉海中心小学 

杨  勇  瑞安市塘下中学     狄玲玲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林小央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朱云挺  瑞安市飞云中学 

周  杰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少微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倪丽调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朱林敏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蔡晓琼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任  芳  瑞安市东都学校 

薛环环  瑞安市外国语学校 

永嘉县 

季康武  永嘉县枫林镇中心小学  郑蓉荣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小学 

季德才  永嘉瓯北第三小学      陈颖颖  永嘉县上塘中塘小学 

谢纯涨  永嘉县枫林镇中心小学  胡明慧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郑盈盈  永嘉瓯北第七小学      廖建传  永嘉县上塘城北小学下寮校区 

汤苗苗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金新建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谢志富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王仙华  永嘉县实验幼儿园 

刘千慧  永嘉县上塘城北小学    潘灵聪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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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佩佩  永嘉县上塘城东小学    谢海丹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黄  静  永嘉上塘城关中学      卢  新  永嘉县枫林镇中学 

金陈红  永嘉县瓯北千石小学    蒋晓乐  永嘉县罗浮中学 

李丐呈  永嘉上塘城关中学      张俏丽  永嘉县机关第二幼儿园 

金微丹  永嘉县机关幼儿园      郑琼琼  永嘉县机关第二幼儿园 

周海鸥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郑娟娟  永嘉县职业中学 

牟卫英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李金芝  永嘉上塘城关中学 

徐晓蕾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潘淑芬  浙江省永嘉中学 

赖央丽  永嘉县罗浮中学        周微微  永嘉上塘城关中学 

林巧颖  浙江省永嘉中学        杨锦旭  永嘉瓯北中心小学 

肖  鹏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徐丹丹  永嘉县岩头镇港头学校 

金龙鹏  永嘉县岩坦镇中心小学  郑志聪  永嘉县实验中学 

徐时福  永嘉县枫林镇中心小学  邵晓荷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李月武  永嘉县沙头中学        潘晓琳  浙江省永嘉中学 

董娅丽  永嘉县上塘峙口小学    叶登登  永嘉县岩坦镇张溪学校 

徐建明  永嘉县枫林镇中心小学  徐晓丽  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朱  博  浙江省永嘉中学        金晓珍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小学 

夏连芬  永嘉县岩坦中学        徐爱娟  永嘉县桥下镇中学 

戴珏娟  永嘉县桥头镇白云小学  吕蒙蒙  永嘉县岩头镇鲤溪小学 

吴坚辉  永嘉县桥下镇中学      麻国辉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周春云  永嘉县上塘城东小学    邵丽芳  永嘉县枫林镇中学 

陈婷婷  永嘉县东方外国语学校  李孙周  永嘉县职业中学 

吴学海  永嘉县瓯北第三中学    陈玛丽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王  立  浙江省永嘉中学        倪阿亮  浙江省永嘉中学 

李利平  永嘉县永临中学        谢竺瑾  永嘉县大若岩镇小若口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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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静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陈春和  永嘉县岩坦中学 

朱清雨  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徐海敏  永嘉县岩头镇港头学校 

侯雪珍  永嘉县机关幼儿园      章双双  永嘉县桥头镇第二小学 

佟天宇  永嘉县实验中学        戴佳芝  永嘉县岩头镇鲤溪小学 

金莉莉  永嘉县岩坦镇张溪学校  郑倩倩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幼儿园 

金赛飞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小学  盛秋晓  永嘉县桥头镇朱涂小学 九小校区 

黄晨曦  永嘉县桥头镇第三小学  蒋必仙  永嘉县瓯北第六小学 

潘  策  永嘉县碧莲镇中心小学  邹建仁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陈  敏  永嘉县永临中学        金仙仙  浙江省永嘉中学 

吴源涵  永嘉县黄田中学        曾菲飞  永嘉县机关第二幼儿园 

戴晓志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小学  周淑蓉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素燕  永嘉县实验中学        郑丽芝  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蔡  速  永嘉县沙头中学        林聪聪  永嘉东方外国语 

朱张好  永嘉县碧莲中学        李强荣  永嘉县大若岩镇中学 

金邓勇  永嘉县职业中学        黄铁男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圣耐  永嘉县碧莲中学 

文成县 

胡秀燕  文成县珊溪镇中心小学   夏淑珍  文成县实验小学 

王晓燕  文成县珊溪中学         郑美娥  文成县玉壶中学 

刘晓青  文成县桂山乡中心小学   纪银丽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钟爱玲  文成县第二实验小学     胡永科  文成县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曾燕山  文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大为  文成县武阳书院 

刘天耀  文成县振中学校         郑宁宁  文成县振中学校 

王廷鑫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华凤珍  文成县南田镇中心幼儿园 

程媛媛  文成县实验小学         朱国军  文成县武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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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慧静  文成县南田中学         刘  宏  文成县实验小学 

郑建敏  文成县南田中学         徐旭丹  文成县二源镇中心幼儿园 

兰李镔  文成县南田镇中心小学   吴丽丽  文成县第二实验小学 

周绮文  文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苏媛媛  浙江省文成中学 

程一冰  文成县中小学生综合素质实践基地 

平阳县 

黄仙芝  平阳县万全镇榆垟中心学校 王秀丽  平阳县第二中学 

李尾琴  平阳新纪元学校         钱艳君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中学 

林利群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小学   陈  香  平阳县昆阳镇练川小学 

陈海珍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朱雪琳  浙江省平阳中学 

游群飞  平阳县昆阳镇第五小学   周双萍  浙江省平阳中学 

林小玲  平阳县鳌江镇钱仓中心学校 温小燕  平阳县机关幼儿园 

林  勇  浙江省平阳中学         杨志丹  平阳县昆阳镇练川小学 

屠盈盈  平阳县昆阳镇第六小学   黄珊珊  平阳县中心小学 

吴慧敏  平阳县中心小学         苏陈云  平阳县腾蛟镇第一小学 

金淑珍  平阳县昆阳三小学       曹世洋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陈永发  平阳县第二中学         郑婉婉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陈先镯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小学   余盈盈  平阳县中心小学 

包日可  浙江省平阳中学         温  茹  平阳县萧江镇第四小学 

安  宇  浙江省平阳中学         黄蕾蕾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王怀标  平阳县梅溪中心校       蔡灵鸟  平阳新纪元学校 

谢秀娟  平阳县萧江镇第四小学   魏友谊  平阳县麻步镇中心小学 

钟彬彬  平阳县鳌江镇实验小学   金  亮   平阳县鳌江中学 

倪小散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陈  静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小学 

颜茂旭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李文静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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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少芝  平阳县萧江镇第五小学   周中湖   平阳县昆阳镇第五小学 

陈少女  平阳县南雁镇中心小学    潘可港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小学 

游慧敏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温小敏  平阳县昆阳镇第七小学 

郑  洁  平阳县万全镇郑楼中心学校  白  莉  平阳县第二职业学校 

林王玲  平阳县机关幼儿园        温正喜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洪贞贞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中学    刘  婷  平阳县鳌江镇第六中小学 

施莉莉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吴雪芬  平阳县萧江镇第二小学 

杨  君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林  秀  平阳县鳌江中学 

李  想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中学    章青虎  浙江省平阳中学 

张厚斌  浙江省平阳中学          章晓霞  平阳县昆阳镇中心幼儿园 

金丹丹  平阳县昆阳镇蓓蕾幼儿园  王苏伟  平阳县中心小学 

张婷婷  平阳县中心小学          金  叶  平阳新纪元学校 

陈彦樑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黄崇鸿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姜文静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陈海宵  县机关幼儿园 

李春花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赵蓉蓉  浙江省平阳中学 

林  洁  平阳县鳌江镇实验小学    胡婷婷  平阳县萧江镇第四小学 

雷月婵  平阳县第二中学          应春春  平阳县昆阳镇第五小学 

白植清  浙江省平阳中学          陈文文  平阳县鳌江实验幼儿园总园 

林央央  昆阳镇中心幼儿园        陈海明  浙江省平阳中学 

陈灵敏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德明  浙江省平阳中学 

陈长尊  平阳县万全镇郑楼中心学校   周春杏  平阳苏步青学校 

毛方雁  平阳县闹村乡中心小学    郑巧巧  平阳县腾蛟镇第一小学 

陈圣心  平阳县中心小学          徐文文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周海鸥  平阳县昆阳镇第五小学    董希函  平阳县水头镇第四小学 

余祥俊  平阳县第二中学          林  琬  平阳县鳌江实验幼儿园总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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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真  平阳县萧江爱绿艺术幼儿园   周华玲  平阳县鳌江镇实验小学 

曾余理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杨守树  平阳县山门镇初级中学 

泰顺县 

吴丹丹  泰顺县新城学校       朱颖慧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陈梦思  泰顺县三魁镇幼儿园   庄玉婷  泰顺县实验中学 

吴婷婷  泰顺中学             董玲玲  泰顺县育才小学 

张徐风  泰顺县育才初级中学   刘影影  泰顺县仕阳镇中心小学 

蓝云坤  泰顺县第二实验小学   夏银春  泰顺县新城学校 

李举超  泰顺中学             翁慧敏  泰顺县新城学校 

徐碎飞  泰顺县实验中学       谢逢洗  泰顺县育才小学 

江青青  泰顺县罗阳二中       杨德颂  泰顺县实验中学 

罗巧云  泰顺县罗阳镇仙稔中心小学  翁卿都  泰顺县实验中学 

张发光  泰顺县育才初级中学   尤秀娟  泰顺县中心幼儿园 

毛淑艳  泰顺县泗溪镇横坑中心小学  陈美金  泰顺中学 

陶方双  泰顺中学             尹丽英  泰顺县城关中学 

王莉莉  泰顺县泗溪镇第二小学 毛月期  泰顺县培智实验学校 

刘华静  泰顺县育才幼儿园     徐方东  泰顺中学 

舒策锵  泰顺县新城学校       方信耐  泰顺县罗阳镇下洪中心学校 

薛育秦  泰顺县第三中学       章翠平  泰顺县仕阳镇第二小学 

傅学光  泰顺县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  张婷婷  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幼儿园 

苍南县 

张  炜  苍南县灵溪镇第四中学  温小燕  苍南县金乡小学 

黄孝权  苍南县金乡小学        杨登旭  苍南县龙港镇第七小学 

李甫塔  苍南县灵溪镇浦亭学校  夏晓华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王陕西  苍南县灵溪中学        陈意望  苍南县星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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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友兵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李燕姿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黄振散  苍南县嘉禾中学        唐绍龙  苍南县望里镇第一小学 

陈林萍  苍南县新星实验学校    周素鸾  苍南县文汇中学 

肖丹丹  苍南县龙港镇第四小学  叶晓燕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元斯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邓羽思  苍南县站前小学 

邓  静  苍南县机关幼儿园      林苏云  苍南县机关幼儿园 

缪克华  苍南县龙港镇海城小学  陈燕燕  浙江省苍南中学 

杨春阳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董其炳  温州新星学校 

陈剑颖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杨义疆  苍南县灵溪镇第四中学 

肖秋桂  苍南县灵溪镇第十中学  苏义完  苍南县站前小学 

陈如优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曾仁伦  苍南县桥墩镇第一中学 

雷荣汉  苍南县灵溪镇华阳学校  沈世斌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小学 

宋婵婵  浙江省苍南中学        陈飞燕  苍南县新星实验学校 

章华拼  苍南县炎亭镇学校      章宝华  苍南县钱库小学 

黄晓吴  苍南县钱库镇第三小学  郭彬彬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李小明  苍南县站前小学        黄朱梅  苍南县金乡小学 

陈礼敬  苍南县桥墩高级中学    刘德秀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施昌满  苍南县灵溪镇沪山小学  苏金想  苍南县钱库第二高级中学 

方秀金  苍南县书香童话国际幼儿园李乒乒   苍南县龙港镇第四小学 

杨迎彩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项炳钱  苍南县钱库镇括山学校 

金苍苍  苍南县体育运动学校    陈美贵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卢满珍  苍南县灵溪镇第四中学  曾燕霞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陈广笋  苍南县宜山镇第一中学  黄通友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陈营泼  苍南县桥墩高级中学    张  甜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林步稳  苍南县望里镇第一小学  林利亚  苍南县星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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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宾宾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章文静  苍南县灵溪镇灵江学校 

施昌实  浙江省苍南中学          曹雪云 苍南县马站小学 

张  银  温州新星学校            于文娟 苍南县龙港镇第五中学 

海  航  苍南县龙港第二职业学校  刘晓雷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林陈芬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朱燕青 苍南县少年艺术学校 

徐晓亮  苍南县民族中学          叶陈梅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安晓云  苍南县龙港镇第七小学    徐玲松 苍南县藻溪镇小学 

陈德爽  苍南县钱库镇第三小学    洪棠云 苍南县灵溪镇第十中学 

陈丽艳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高塘督 浙江省苍南中学 

宋园园  苍南县望里镇第一小学    张  如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林元贻  苍南县少年艺术学校      章娇萍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周萍萍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郑其丽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小学 

杨燕辉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高小爱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胡牡丹  苍南县钱库小学          李思思 苍南县南宋镇小学 

叶晓莉  苍南县龙港实验中学      蔡里娜 苍南县新星实验学校 

曹海鸥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小学    蔡  莹 苍南县特殊教育学校 

黄  环  苍南县龙港镇第四中学    陈礼仕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缪海素  苍南县赤溪镇第一幼儿园  吴少东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陈新新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中学    黄宏完 苍南县星海学校 

陈美微  苍南县望里镇初级中学    许莹莹 苍南县机关幼儿园 

兰大准  苍南县桥墩小学          梁世望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小学 

吴瑾峰  浙江省苍南中学          王建伟 苍南县灵溪镇浦亭学校 

陈林莉  苍南县钱库第二高级中学  叶其宾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笃敏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黄益阁 苍南县龙港实验中学 

郑思思  苍南县星海学校          杨雪明 浙江省苍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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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计运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小学    谢小敏 苍南县龙港镇白沙小学 

黄友民  苍南县桥墩镇第一中学    陈彩双 苍南县龙港镇蓝天幼儿园 

吴苏琴  苍南县灵溪镇七色花幼儿园  周启仲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杨金笑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小学   江林媚  苍南县藻溪镇小学 

许振让  苍南县灵溪中学         蔡琳喜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温彩晓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王  昶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杨则威  温州新星学校           林尚乐  苍南县民族中学 

陈小兵  苍南县灵溪镇渡龙学校   林德宣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罗清应  温州新星学校           鲍克蒙  苍南县龙港镇第五中学 

韩小春  浙江省苍南中学         洪男如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黄书琴  苍南县马站镇第一幼儿园 谢晶晶  苍南县金乡镇第四小学 

梁佩华  苍南县宜山镇第三小学   陈友荣  苍南县星海学校 

张玉珍  浙江省苍南中学         颜燕妮  苍南县机关幼儿园 

王  琼  苍南县龙港镇第七小学 

浙南产业集聚区 

涂培芝  经开区沙城三小         陈训铨  温州滨海学校 

项倩倩  经开区区六幼           李丽盈  经开区海城二小 

林海霞  经开区天河一小         皮荷荷  经开区沙城三小 

王艳玲  经开区滨海一幼         项慧敏  经开区沙城一小 

沈上乐  经开区海城中学         王海英  经开区沙城一小 

杨莲英  经开区沙城二小         虞丽芝  经开区海城二小 

季晓春  经开区沙城二小         孔爱华  经开区沙城中学 

潘力行  温州滨海学校 

二、骨干班主任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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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箭  浙江省温州中学            雷  霄  浙江省温州中学 

方绪豹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阮秀丽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李晓林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夏荷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杨  程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黄茜蕾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金美义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李文晓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楼英姿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曾跃慧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曾晓静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夏  超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杨  丹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薛  巍  温州市第二中学 

黄子辉  温州市第二中学            陈艳宇  温州市第三中学 

李栩茹  温州市第四中学            张  章 温州市实验中学 

彭群书  温州市实验中学            丁  琪 温州市实验中学 

周  宁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府东分校  孙  琦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吴晶晶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郑若丽  温州市第八中学 

叶圣忠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吴翔翔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刘才斌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谭良臣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王巧巧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郑春艳  温州市实验小学 

潘海鸥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赵雪莲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徐慧君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肖仁仕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玉祥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金桥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方佩佩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蒲乾芳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丽玲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林拉子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附属学校 

李  智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郑  宓 温州市艺术学校 

吴  烨  温州市艺术学校            柳冠凡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叶丽洁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叶奕彤 温州外国语学校 

谢丽晓  温州外国语学校            张文丽 温州市绣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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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明  温州市绣山中学            吴佩瑶 温州市绣山中学 

叶晓映  温州市籀园小学            闫  琳 温州市籀园小学 

季鑫熠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陈凤燕   温州大学附属宏德实验幼儿园 

章燕燕  温州市机关第一幼儿园      高小华 温州市机关第二幼儿园 

鹿城区 

叶豪艳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蒋成洁 温州市水心小学 

邱慧丹  温州市少年游泳学校       李  娜 温州市黄龙第一小学 

黄海霞  温州市鹿城区瓯江小学     徐妙秀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陈平旦  温州市双屿中学           孙微娟 温州市黄龙第二小学 

单  婕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肖  映 温州市建设小学 

夏  颉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黄利蕊 温州市鹿城区仰义第二小学 

叶金花  温州市仰义第一小学       李小洁 温州市瓦市小学 

刘华平  温州市藤桥小学           林  驰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金周培  温州市建设小学           肖中臣  鹿城实验中学 

严丽亚  温州市南浦小学           吴洁琼  温州市南浦小学 

叶  甲  温州市黄龙第三小学       刘艳艳  温州市瓦市小学 

单  丹  温州市第六幼儿园         陈小碧  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 

邵莉斯  温州市马鞍池小学         虞珍珍  温州市鞋都第一小学 

张绯蕾  温州市城南小学           虞晓丹  温州市临江小学 

金琪建  温州市藤桥中学           张洁莹  温州市黄龙第三小学 

王李纳  温州市第十一幼儿园       叶琼琼  温州市上戍中学 

林晓来  温州市第七幼儿园         黄爱华  温州市第九幼儿园 

叶  飞  温州市第四幼儿园 

龙湾区 

吴晓玲  龙湾区第十五幼儿园      王林红  龙湾区雍锦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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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多  龙湾区永中现代幼儿园    项黎丽  龙湾区第一小学 

陈新艳  龙湾区第一小学          陈彩平  龙湾区海滨第一小学 

项素雄  龙湾区第一小学          王依依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孙赛赛  龙湾区海滨第二小学      黄蓉蓉  龙湾区状元第一小学 

王  燕  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张荷燕  龙湾区永昌第五小学 

余葵香  龙湾区实验中学          叶冬初  温州育英学校 

林茶珠  温州育英学校            陈兰娒  龙湾区永昌中学 

南建朋  龙湾中学                彭芍芍  龙湾区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季方敏  龙湾区第二小学          王婵娟  龙湾区第一小学 

瓯海区 

潘小敏  瓯海区新桥小学教育集团新桥校区    许冬青 瓯海区瞿溪小学教育集团崇文校区 

陈瑶碧  瓯海区景山小学           胡  盾  瓯海区景山小学 

林  华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陈  央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林艳芳  瓯海区潘桥第一小学       谢晓君 瓯海区南白象第一小学 

胡胜东  瓯海区潘桥中学           郑  俏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张承丰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邓 瑶  瓯海区新桥小学教育集团新桥校区 

黄梦婷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陈海燕 瓯海区泽雅周岙小学 

吴雪燕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胡丽萍 瓯海区瞿溪华侨中学 

郑丹媚  瓯海区仙岩第一中学       林依丽 瓯海区山水名都幼儿园 

周克秋  瓯海区新桥小学教育集团旸岙校区     金木西  瓯海区郭溪塘下中学 

何和元  瓯海区潘桥第一小学       林连连  瓯海区三垟第三小学 

蔡金挺  瓯海中学                 高连群  瓯海区三溪中学 

张  侠  瓯海区瞿溪小学教育集团兴学校区      张美凤  瓯海区潘桥陈庄小学 

陈思思  瓯海区丽岙华侨小学       周建武  瓯海区三溪中学 

徐苏瑜  瓯海外国语学校初中分校         汤立龙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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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静静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林  媚  瓯海区郭溪第二小学 

彭春蕾  瓯海区仙岩第二中学     夏海霞  瓯海区潘桥第一小学 

王  菲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小学分校  鲁媛媛  瓯海区仙岩中心小学 

黄小欧  瓯海区新桥中学         郭  辉  瓯海中学 

洞头区 

方  静  洞头区城关小学         范胜德  洞头区第一中学 

郑月丽  洞头区实验小学         张连连  洞头区灵昆第一小学 

杨淑艳  洞头区实验中学         陈玉琴   洞头区城关第二小学 

柯强平  洞头区霓北初级中学 

乐清市 

余丹燕  乐清市实验小学        周佩薇  乐清市虹桥镇第八小学 

李文燕  乐清市虹桥镇第五小学  潘乐燕  乐清市白石小学 

王燕尼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二小学朱蕾蕾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冯惠云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小学  朱莲莲  乐清市清江镇第一小学 

杨莎亚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一小学包海霜  乐清市翁垟第一小学 

连安香  乐清市虹桥镇第八小学  杨云霜  乐清市白象中学 

庄志燕  乐清市南塘镇小学      陈文彬  乐清市乐成第三中学 

杜  鹃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黄庆展  乐清市蒲岐镇中学 

胡齐弘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吴姿梦 乐清市淡溪镇第一小学 

周海珍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赵阿玲 乐清市虹桥镇第九小学 

郑佩珍  乐清市柳市镇第三中学  王  君 乐清市中心幼儿园 

王曼娜  乐清市城东第二小学    包旭丹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小学 

汪治书  乐清市白象中学        陈碎达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七小学白鹭屿校区 

金琼玲  乐清市白象中学        张亦新 乐清市第三中学 

叶玲玲  乐清市北白象镇万家学校  阮红霞 乐清市雁荡镇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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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映  乐清市北白象镇中学    连凌丽 乐清市南岳镇第一小学 

施爱玲  乐清市盐盆第一中学    南淑敏 乐清市石帆第二小学 

周志霞  乐清市虹桥镇第六中学  张庭洁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蔡妙通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张艳丽 乐清市柳市镇第七小学 

俞忠云  乐清市芙蓉镇中学      黄重阳 乐清市南华寄宿学校 

周丹丹  乐清市淡溪镇第一小学  施仁双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二小学 

江震芳  乐清市翁垟第一中学    王小凤 乐清市实验小学 

崔素珍  乐清市虹桥镇第九小学  施飞琴 乐清市雁荡镇第二小学 

朱  瑜  乐清市雁荡镇第一小学  薛纲炯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陈乐娜  乐清市柳市镇第二小学  黄  丽 乐清市乐成第二小学 

郑月玲  乐清市柳市镇第四中学  赵锦芬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潘亚瑜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小学  章美飞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李  兰  乐清市芙蓉镇第一小学  陈士胜 乐清市智仁乡小学 

陈双燕  乐清市北白象镇茗屿中学  冯建平  乐清市雁荡山旅游学校 

赵云平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五小学  李赛丹  乐清市第四中学 

胡海勇  乐清市雁荡镇第五小学  陈丽丹 乐清市芙蓉镇第一小学 

钱乐丹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苏玉敏 乐清市虹桥镇第九小学 

林鸿鹤  乐清市大荆镇镇安学校  苏海英 乐清市清江镇中学 

余秀燕  乐清市白石小学        蒋琴玲 乐清市石帆第一小学 

倪乐珍  乐清市蒲岐镇中学      周丽珠 乐清市石帆第三小学 

朱向丽  乐清市柳市镇第四中学  林际敏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四小学 

张秋琴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金锣镇 乐清市雁荡镇第一小学 

陈  静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二小学  林阿薇  乐清市石帆第三小学 

戈优翔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七小学  吴玉茹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七小学 

高小丹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七小学高岙校区   杨金珠 乐清市石帆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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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赛月  乐清市北白象镇万家学校 

瑞安市 

夏珊珊  瑞安市飞云中学        泮思思  瑞安市第六中学 

潘雪慧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单秀芳  瑞安市陶山镇荆谷学校 

叶小红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豹珠  瑞安市湖岭镇中心小学 

陆文贤  浙江省瑞安中学        毛  昕  瑞安市第十中学 

娄蕾蕾  瑞安市陶山镇中心小学  陈多多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雷超男  瑞安市飞云中心小学    温  妙  瑞安市陶山镇丰和小学 

林小琴  瑞安安阳实验小学      李茂春  瑞安市莘塍东新学校 

徐婷婷  瑞安市实验小学        夏晓秋  瑞安市第五中学 

陈忠浩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张丹丹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赵晓敏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雷冬梅  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 

夏献红  瑞安隆山实验小学      叶晓静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黄爱弟  瑞安市东山小学        陆丽君  瑞安市第三实验小学 

戴静谨  瑞安市玉海中心小学    卢军菊  浙江省瑞安中学 

戴李珍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潘海蓉  瑞安市外国语学校 

傅肖寒  瑞安市陶山镇中心小学  陈美华  瑞安市第九中学 

孔颖慧  瑞安市云周中心小学    廖贤枢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叶  猛  瑞安市塘下镇第二中学  曾美芳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陈晓红  瑞安市汀田第三中学    陈士威  瑞安市仙降江溪小学 

吴晓红  瑞安市塘下中学        朱东河  浙江省瑞安中学 

娄晓艳  瑞安市第八中学        黄丽丽  瑞安市飞云第二小学 

庞丽丽  瑞安市第四中学        陈云飞  瑞安市开元综合高中 

黄建青  瑞安市东山学校        彭晓莹  瑞安市高楼镇中心小学 

章春霞  瑞安市桐浦镇中学      陈秀月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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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芬  瑞安市塘下中学        朱朝霞  瑞安市东山学校 

曾  丹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李  娜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心小学 

李剑捷  瑞安市玉海中心小学   林  丽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陈  黎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心小学  王  珍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郑  淼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李  芳  瑞安市莘塍第七小学 

黄李伟  瑞安市塘下镇新华小学 林笑微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詹素琴  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附属初中    应  沂  瑞安市林垟学校 

倪旭娥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第三小学  韩晓微  瑞安市万松实验小学 

杨  芬  瑞安市高楼镇中学     黄冷双  瑞安市塘下镇海安学校 

金晓慧  瑞安市莘塍中心小学   郑超超  瑞安市陶山镇丰和小学 

刘小萍  瑞安市塘下镇第三小学   张晓秋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吴祖海  塘下镇罗凤中学       赵  静  瑞安市桐浦镇桐溪小学 

陈乃针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张  敏  瑞安市陶山镇中学 

胡品格  瑞安市汀田实验小学   陈  娜  瑞安市江南实验学校 

丁素媛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黄子燕  瑞安市江南实验学校 

潘小清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永嘉县 

周  晓  永嘉县瓯北黄田小学   吴银燕  永嘉县实验小学 

叶佩佩  永嘉县大若岩镇中心小学埭头校区  俆亚芬 永嘉县上塘城北小学 

潘颖颖  永嘉县瓯北第二中学   金燕燕  永嘉县瓯北第六小学 

孙芬芳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胡建欧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潘银娟  永嘉县实验中学       刘琼央   永嘉县实验小学 

黄炎群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汤小芬  永嘉县翔宇小学 

陈乐曼  永嘉县乌牛第一小学   王娟娟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小学 

盛倩倩  永嘉县罗浮中学       郑若微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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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祥洁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叶海鸥   永嘉县瓯北第四小学 

李碎珠  永嘉县大若岩镇中学   徐芬芬  永嘉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潘良义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谷志涨  浙江省永嘉中学 

郑莹莹  永嘉县巽宅镇中心小学 朱海跃   永嘉县瓯北第五小学 

金琼微  永嘉县瓯北黄田中学   陈乃曼  永嘉县枫林镇中心小学 

郑碧曼  浙江省永嘉中学       夏明楼  永嘉县永临中学 

李  双  永嘉县桥头镇第三小学 李跃利  永嘉县枫林镇福和希望小学 

徐力雷  永嘉县东方外国语学校 吴丽荷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叶  艳  永嘉瓯北第三小学     李陈央  永嘉县瓯北太阳花幼儿园 

郑  景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彭宗明  浙江省永嘉中学 

徐  宁  永嘉县罗浮中学       胡孝燕  永嘉县上塘黄屿小学 

张嘉兴  永嘉县岩坦镇张溪学校 徐  聪  永嘉县沙头中学 

暨晓辉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林晓燕  永嘉县瓯北黄田中学 

麻琼洁  永嘉县上塘下塘小学   吴可炯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潘琼英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娇娇  永嘉县机关第二幼儿园 

文成县 

吴建文  浙江省文成中学       夏双双  文成县百丈漈镇中心学校 

白小红  文成县百丈漈镇中心学校 周  坚  文成县玉壶中学 

徐守红  文成县玉壶镇中心小学 胡彩味  文成县周壤镇周南小学 

刘月香  文成县第二实验小学   李晓琴  文成县第二实验小学 

潘李萍  文成县巨屿镇中心学校 郑海飞 文成县西坑畲族镇民族学校 

杨彩红  文成县实验小学       徐小微  文成县实验小学 

朱雪芬  文成县少年体育学校   郑金燕  文成县大峃镇龙川小学 

平阳县 

林彬青  平阳县中心小学       温茜茜  平阳县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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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环环  平阳新纪元学校       王小华  平阳县中心小学 

吴爱玲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张苗苗  平阳县万全镇榆垟中心学校 

李小永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小学  吴昌飞  平阳县凤卧镇中学 

田志君  平阳县实验中学        钟丽珍  平阳县鳌江镇育英幼儿园 

李  勉  平阳县萧江镇第五小学  林  智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张肖伊  浙江省平阳中学        陈晓敏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中学 

孔丹丹  平阳县万全镇郑楼小学  徐丽芝  平阳县腾蛟镇第一小学 

吴丹丹  平阳县腾蛟镇带溪小学  陈建新  平阳县鳌江镇第八中学 

钟月素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小学  周莉莉  平阳县昆阳镇中心幼儿园 

周仙芝  平阳县水头镇南湖小学  胡丽容  平阳新纪元学校 

蔡丽娟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中学  金文静  平阳新纪元学校 

谢晓如  平阳县万全镇郑楼中心学校   温楚楚   平阳县鳌江镇第六中小学 

张文生  平阳县第二中学        邱  玮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毛玲玲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小学  林小玮  平阳县麻步镇中学 

吴海航  平阳新纪元学校        李  鸟  平阳县鳌江中学 

叶黎明  平阳县萧江镇第五小学  蒋灵芝  平阳县闹村乡中学 

王松杏  平阳县腾蛟镇第二小学  陈丽桦  平阳县水头镇第四小学 

林爱雪  平阳县昆阳镇第五小学  尤喜雪  平阳县昆阳镇第六小学 

吴建武  平阳县昆阳镇第五小学  蔡小娜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小学 

黄松蓉  平阳县鳌江镇第七小学  鲍迎春  平阳县萧江镇第一中学 

温从探  平阳县萧江镇第一小学  张月霞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蔡海燕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付雪娟  平阳县昆阳镇练川小学 

冯菁菁  平阳县昆阳镇第六小学  陈明月  平阳县鳌江镇第六中小学 

余晓绵  平阳县万全镇榆垟中心学校   金青箫  平阳县昆阳镇第五小学 

泰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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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丽娟  泰顺县实验中学        蒋海颖  泰顺县育才幼儿园 

吴海燕  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小学  张丽娅  泰顺县第三中学 

李笑容  泰顺县三魁镇中心小学  曾晶晶  泰顺县机关幼儿园 

梅慧玲  泰顺县司前畲族镇中心小学吴晓宁   泰顺中学 

林梦君  泰顺县仕阳镇幼儿园    刘海何  泰顺县民族中学 

叶彩霞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吴承俊  泰顺县彭溪镇五里牌小学 

曾  艳  泰顺县机关幼儿园      王闽良  泰顺县第七中学 

夏晓慧  泰顺县新城学校        蒋长如  泰顺中学 

林细秋  泰顺县筱村镇中心小学  陈丽娜  泰顺县城关中学 

苍南县 

李求冷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王海英  苍南县宜山镇第三小学 

陈赛妃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方海霞  苍南县马站小学 

金珍妮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易际酒  苍南县灵溪镇灵江学校 

余海欧  苍南县龙港镇第二小学 姚仁珊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饶丽斌  苍南县金乡镇第四小学 金小清  苍南县钱库小学 

郑姿琴  苍南县赤溪镇中墩小学 杨崇旭  苍南县青华学校 

朱鸯君  苍南县桥墩小学       陈钦国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周娟娟  苍南县灵溪镇灵江学校 张辉煌  苍南县少年艺术学校 

陈燕燕  苍南县机关幼儿园     张学娟  苍南县灵溪镇第八中学 

郭智贵  苍南县金乡镇第三中学 董牡丹  苍南县灵溪中学 

蔡运叠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陈燕清  苍南县矾山镇第一小学 

郭青蒲  苍南县星海学校       林少萼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一小学 

沈世绿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陈  玮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潘素秋  苍南县龙港镇第五小学 陈卫枝  苍南县钱库镇第三小学 

黄增辉  苍南县金乡镇第三小学 杨淑藕  苍南县灵溪镇旭日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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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玉娥  苍南县灵溪镇华阳学校 李彬彬  苍南县龙港镇白沙小学 

董丽君  苍南县灵溪中学       钱如意  苍南县灵溪镇渡龙学校 

鲍雪真  苍南县灵溪镇旭日幼儿园  陈卫志  苍南县宜山高级中学 

薛晓芬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小学 曾仕听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杨凤玉  苍南县新星实验学校   项祖德  苍南县钱库第二高级中学 

李圣旺  苍南县龙港镇第二中学 方克好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中学 

章霞艳  苍南县灵溪镇第十中学 黄  湛  苍南县龙港镇云岩学校 

潘丕赞  苍南县马站镇第二小学 陈尔便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浙南产业集聚区 

邱珠弟  经开区沙城三小       汪琼瑶  经开区沙城一小 

项金华  经开区天河中学       苏小芬  经开区海城一小 

钱  聪  经开区滨海一幼       姜银平  经开区天河二小 

冯晓芙  温州滨海学校         孔晓洪  经开区沙城中学 

张丽燕  经开区沙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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