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招收 2021年温州市名师工作室（站）
学员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浙南产业集聚区文

教体局，市局直属各学校（单位）：

为发挥名师的示范辐射作用，加快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推进优质师资共享，扶持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发展，提高教

师队伍整体水平，提升教育质量，经研究，决定设立 2021 年

温州市名师工作站 71 个、名师工作室 19 个，温州市师训员

工作站 2 个，共计 92 个工作室（站）。现将学员招收事项通

知如下：

一、学员申报条件

（一）名校长工作室学员。申报对象须有自我发展的强

烈愿望，有引领教师队伍发展的能力，学校或本人获得过县

级以上先进荣誉的全市优秀校长、副校长。

（二）名教师工作室（站）学员。申报对象须具备以下

条件之一：县级及以上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骨干教师；

课堂教学获得县级及以上奖励；课题、论文、案例或精品课

程获得县级二等奖以上或在市级及以上报刊杂志发表。



— 2—

（三）名班主任工作室（站）学员。申报对象须符合以下

两项条件之一：一是符合名教师工作室（站）学员条件的现

任班主任；二是校级及以上优秀班主任或所带班级曾获得校

级及以上先进班（团、队）集体荣誉的现任班主任。

二、学员录取规定

（一）工作室（站）招收学员名额：每个温州市名校长、

名教师、名班主任工作室（站）录取学员总数为 15~20 名。

（二）工作站必须录取设站学校的学员 2~3 名。设站学

校的名师工作站学员由学员所在学校确定申报，可以不受申

报条件限制破格录取。

（三）名师工作室（站）主持人可自主推荐确有发展潜

力的优秀教师不超过 3 名，由主持人推荐申报，可以不受申

报条件限制破格录取。

（四）同一学校教师录取数不超过工作室（站）录取学

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五） 工作室（站）录取学员必须有农村、薄弱学校教

师。温州市、县级“小而优”示范创建学校和初中强校工程实验

校申报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录取。

（六）为避免重复培训，2019 年设立的第七批名师工作

站和第九批名师工作室及 2020 年设立的名师工作室（站）（进

行中）学员不予录取。

（七）工作室（站）学员数未达到 10 人的工作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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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酌情缓建。

三、学员申报及录取程序

（一）平台申报及审核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局直属学校发动本区域

（校）申报对象申报（各工作室〈站〉特色详见申报平台），

并做好审核工作。申报和审核工作请登录“温州名师网-名师工

作室（站）管理”平台的“学员申报”栏目进行在线填写。

县（市、区）属学校学员申报的用户名为“县（市、区）

教育行政部门+申报”，如“鹿城区教育局申报”，初始密码为

wzms（教育局修改密码后通知本区相关教师进行申报，申报

人不得再修改申报密码）；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核用户名为“县（市、区）

教育局+审核”，如“鹿城区教育局审核”，初始密码为 wzms（建

议教育局修改审核密码更安全）。

市局直属学校学员申报的用户名为“学校全称+申报”，如

“温州中学申报”，密码为“wzms”（学校修改密码后通知本校

相关教师进行申报，申报人不得再修改申报密码）；

市局直属学校的审核用户名为“学校全称+审核”，如“温

州中学审核”，初始密码为“wzms”（建议学校修改审核密码更

安全）。

学员平台申报的截止时间为 6 月 25 日，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和市局直属学校审核并提交名师办的截止时间为



— 4—

7 月 3 日。联系人：温州市教师教育院陈素，联系电话：

0577-85812189。

（二）主持人预录取

市名师办通过平台将申报材料发送给各名师工作室（站）

主持人，主持人通过平台预录取学员，并聘请工作室（站）

导师和助理上报市名师办。

（三）市名师办批复

市名师办审核确定各名师工作室（站）导师、助理和学

员名单并批复后，各名师工作室（站）启动活动。

附件：1.2021 年温州市名师工作站名单

2.2021 年温州市名师工作室名单

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 9日

file:///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90104LU/AppData/Local/Temp/360zip$Temp/360$0/附件：第三批名师工作站和第五批名师工作室名单.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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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温州市名师工作站名单

序

号

所

属

地

设站学校 学段学科 主持人

1

市

直

学

校

温州外国语学校
高中生物 袁从容

2 中小学班主任 谢作俊

3
温州东瓯中学

初中科学 黄鹏飞

4 高中数学 谢尚志

5
温州市啸秋中学

高中政治 鲁慧

6 高中地理 李立人

7

鹿

城

区

温州第十二中学 初中语文 阙银杏

8
温州市少年游泳学校

小学数学 苏浙闽

9 小学班主任 王红梅

10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中小学舞蹈 杨洲

11 温州市仰义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 符玲利

12 龙

湾

区

龙湾永昌中学 初中科学 陈庆旦

13 温州市龙湾区状元第二小学 中小学美术 孟勇

14

瓯

海

区

瓯海区仙岩第一中学 初中科学 翁庆双

15 温州高铁新城实验学校 初中数学 金建平

16
瓯海区龙霞实验小学

中小学体育 钱勇

17 小学音乐 陈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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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温州市瓯海区新桥中心幼儿园 学前教育 姜艺

19
洞

头

区

温州市洞头区鹿西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颜丽函

20 小学班主任 余爱娣

21 洞头区灵昆幼儿园 学前教育 姜伟

22

乐

清

市

乐清市柳市中学
高中语文 成旭梅

23 高中英语 潘云梅

24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高中信息技术 蒋莘

25 乐清市城东第一中学 初中科学 董爱敏

26 乐清市雁荡镇第一中学 初中班主任 林娟

27
乐清市柳市镇第九小学

小学数学 王炜

28 小学班主任 王杨

29 乐清市白石小学 小学语文 曹鸿飞

30 乐清市芙蓉镇第二小学 小学班主任 赵银玲

31

瑞

安

市

瑞安市仙降中学
初中数学 吴立建

32 初中科学 徐洁茹

33
瑞安市湖岭镇中学

初中语文 张寰宇

34 初中历史与社会 项秀平

35 瑞安市平阳坑镇学校 初中语文 吴怡超

36 瑞安市曹村镇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陈小龙

37 永

嘉

县

浙江省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德育 朱金峰

38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初中数学 朱新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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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永嘉县上塘城北小学 小学科学 谢晓静

40
永嘉县岩头镇港头学校

小学语文 张坚鸥

41 小学数学 夏明燕

42
文

成

县

文成县武阳书院
高中语文 朱伟

43 高中班主任 吴丽君

44 文成县南田镇中心幼儿园 学前教育 刘双双

45

平

阳

县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小学科学 应小敏

46
平阳县鳌江小学

中小学美术 邹黎明

47 小学体育 郑建成

48 平阳县鳌江镇前进小学 小学语文 李娜

49
平阳县青街畲族乡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林昳

50 小学数学 金文钦

51 泰

顺

县

浙江省泰顺中学 高中英语 陈晓静

52 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许小燕

53

苍

南

县

苍南县灵溪中学

（苍南县三禾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戴海林

54 高中通用技术 曹大统

55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 程永超

56 苍南县外国语学校 中小学班主任 陈建仁

57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初中历史与社会 蔡永

58 苍南县马站镇第一中学 初中数学 郑银凤

59 苍南县望里镇第三小学 小学数学 林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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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经

开

区

温州滨海学校 小学体育 石峻

61
温州市龙湾区沙城镇第一小学

小学班主任 郭艳艳

62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梁继亦

63 温州市龙湾区海城第二小学 小学班主任 钟方来

64

龙

港

市

龙港市龙港中学
高中语文 郑可菜

65 高中生物 徐岳敏

66 龙港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职计算机 全志敏

67 龙港市实验中学 初中数学 曾小豆

68
龙港市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林乐珍

69 中小学体育 陈钦梳

70 龙港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数学 兰衍局

71 龙港市姜立夫小学 小学班主任 陈蓉

72 龙港市白沙小学 小学班主任 郑碎飞

73 龙港市康乐世纪幼儿园 学前教育 陈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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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温州市名师工作室名单
序号 主持人 工作单位 学段学科

1 黄发锐
苍南县灵溪中学

（苍南县三禾高级中学）
高中校长

2 陈立蔚 泰顺中学 高中校长

3 王松 温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中职校长

4 吴闪燕 温州市龙湾区第一小学 小学校长

5 金子翔 温州市籀园小学 小学校长

6 方道余 苍南中学 高中物理

7 张克龙 瑞安市第四中学 高中化学

8 张恩丰 浙江省乐清中学 高中政治

9 叶克鹏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高中地理

10 周岚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中职德育

11 李来国 温州护士学校 中职数学

12 单淮峰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中职信息技术

13 张晓晨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国际商务

（商贸大类专业）

14 周小峰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职财会

15 叶海鹤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中职财会

16 林华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中职班主任

17 赵晓阳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18 马赛葛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跨学段音乐（课堂教学，合

唱与乐队指挥）

19 郑明义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温州市教师培训课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