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温州市名师工作室（站）建设工作推进会
暨“温州学问通”工作推进会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海经区综合事务管理局，

市局直属各学校（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名师工作室建设，充分发挥领军教师的引领示

范作用，促进教师队伍发展，经研究，决定召开温州市名师工作

室（站）建设工作推进会暨“温州学问通”工作推进会。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1.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分管副局长，研训部门负责

人，名师建设工作（名师办）负责人；

2.2022年市名师工作室（站）主持人，2022年新增“名师送

教”工作室主持人，2022年设站校负责人；

3.获得“温州学问通”优秀网络讲座名师、精品微课、答疑及

区县优秀组织奖代表等。

二、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3月 14日下午 1:50前报到（市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名师送教”工作室主持人会期为 3月 14日下午至 15日上午，

其他人员会期为 3月 1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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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温州市教师教育院洞头分院（洞头区霞光大道

795号）。

三、会议内容

3 月 14日下午：典型经验交流；颁奖授牌；市教育局领导

讲话。

3月 14日晚上：市名师工作室建设、管理与考核专题培训。

3月 15日上午：市名师工作室建设活动展示。

四、其他

1.请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确定好参会人员（分管副

局长，研训部门负责人，名师建设工作（名师办）负责人），填

写会议回执（附件 5）于 3 月 10 日前通过钉钉报送，联系人：

陈素，手机号码：13736385886。

2.参加活动人员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

附件：1. 2022年温州市名师工作站名单

2. 2022年温州市名师工作室名单

3. 2022年新增温州市“名师送教”工作室名单

4. 2022年“温州学问通”工作先进个人和团体名单

5.会议回执单

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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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温州市名师工作站名单
序号 设站学校 学段学科 主持人

1
温州市洞头区第一中学

高中历史 方军

2 中小学班主任 邵徐爽

3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中职创新创业教育 徐克美

4 中职财经商贸 黄晓蕾

5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中职文化艺术、幼儿保育 吕媚媚

6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初中科学 庄振海

7 温州市市府路小学 中小学班主任 梁世累

8 温州市黄龙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方斐卿

9 温州市双屿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吴映

10 龙湾区海滨中学 初中数学 张合远

11 龙湾区永昌第五小学 小学班主任 李良善

12
龙湾区海城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周璐
洞头区城关第一小学

13 龙湾区海城第一小学 中小学体育 蔡景台

14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小学英语 沈雨

15
瓯海区仙岩第二中学

中小学班主任 李茂春

16 初中科学 金辉

17
瓯海区潘桥中学

初中英语 刘文钊
洞头区霓屿义务教育学校



— 4—

18 瓯海区潘桥中学 初中班主任 徐斌华

19 瓯海区瞿溪华侨中学 中小学班主任 陈治聪

20
瓯海区瞿溪第一小学

小学科学 施昌魏
洞头区东屏中心小学

21 瓯海区瞿溪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叶托

22 瓯海区新桥第一小学 中小学班主任 曾蓉蓉

23 瓯海区郭溪第一小学 小学班主任 诸葛献跃

24 洞头区第二中学 中小学班主任 夏建军

25
洞头区第二中学

初中科学 谢杰妹
洞头区海霞中学

26
洞头区实验中学

初中语文 胡丽华

27 初中历史与社会 夏陈伟

28 洞头区灵昆中学 初中数学 黄瑞华

29 洞头区东屏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季迅群

30 洞头区教育幼儿园 学前教育 叶一丹

31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中职财经商贸 应冬兰

32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商务助理或中职教科研 叶会乐

33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中小学班主任 黄友上

34 乐清市盐盆第一中学 初中语文 林爽

35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中学 初中数学 白云生

36 乐清市石帆第一中学 初中校长 张于胜

37
乐清市荆山公学

初中科学 蔡呈腾

38 初中道德与法治 林雪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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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小学 小学班主任 黄笑蕾

40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二小学 小学班主任 杨磊

41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六小学 小学语文 朱扬华

42
瑞安市第五中学

高中数学 夏晓华

43 高中物理 邵晓明

44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瑞安市高楼镇中学

初中科学 方仲可

45 初中班主任 项延唐

46 瑞安市陶山镇碧山小学 小学语文 陈杰

47 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初中科学 吴锡理

48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 项目化学习、教育科研 陈素平

49 文成县巨屿镇中心学校 初中班主任 潘成树

50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 沈正会

51 平阳县萧江镇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汪洁飞

52 平阳县第二中学 高中化学 黄秀娟

53 平阳县鳌江中学 高中班主任 杨邦造

54 泰顺县第二中学 中小学班主任 魏丽红

55 苍南县少年艺术学校 中小学音乐 钱瑞华

56 苍南县桥墩镇第二小学 小学班主任 潘彬彬

57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陈加仓

58 苍南县灵溪镇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杨州

59 苍南县机关幼儿园 幼儿园园长 郑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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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龙港中学

高中数学 徐登近

61 高中班主任 郑小侠

62 龙港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地理 金开任

63 龙港市第九小学 小学语文 朱广久

64 龙港市湖前小学 小学美术 林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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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温州市名师工作室名单
序号 主持人 学段学科 工作单位

1 黄威 中职校长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 任素芳 中职班主任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 陈启明 中职班主任 永嘉县职业中学

4 徐海龙 高中物理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5 胡益政 高中体育 温州市龙湾中学

6 郑小勇 中职数控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7 陈琦 中职护理 温州护士学校

8 周伟
中学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方向）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9 黄岳明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 温州市学生实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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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年新增温州市“名师送教”工作室名单
序号 设站学校 学段学科 主持人

1 洞头区第一中学 高中历史 方军

2 洞头区实验中学 初中语文 胡丽华

3 洞头区灵昆中学 初中数学 黄瑞华

4 洞头区元觉义校 初中数学 邱伟成

5
洞头区海霞中学

洞头区第二中学
初中科学 谢杰妹

6 洞头区实验中学 初中历史与社会 夏陈伟

7 洞头区城关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周璐

8 洞头区大门镇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黄亦娜

9 洞头区灵昆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王琼赛

10 洞头区东屏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季迅群

11 洞头区东屏中心小学 小学科学 施昌魏

12 洞头区灵南小学 小学音乐 周晓秋

13 洞头区灵昆幼儿园 学前教育 姜伟

14 洞头区教育幼儿园 学前教育 叶一丹

15 洞头区第二中学 中小学班主任 夏建军

16 永嘉县瓯北第三中学 初中数学 白福清

17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初中英语 杨凡虹

18 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初中科学 吴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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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永嘉县千石小学 小学语文 余佳莉

20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 小学科学 陈素平

21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初中语文 朱彬茹

22 文成县黄坦镇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陈学辉

23 文成县黄坦镇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张俊娜

24 平阳县第二中学 高中化学 黄秀娟

25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中学 初中科学 翁小东

26 平阳县萧江镇第二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王义娅

27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张碎莲

28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小学科学 黄国胜

29 泰顺县罗阳二中 初中英语 胡笑鸥

30 泰顺县第三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周玉琴

31 泰顺县文祥小学 小学体育 黄兆冲

32 苍南县桥墩镇第一中学 初中科学 郑建铭

33 苍南县宜山镇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施东荣

34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小学数学 陈加仓

35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 胡智慧

36 苍南县少年艺术学校 中小学音乐 钱瑞华

37 苍南县机关幼儿园 学前教育名园长 郑乐也

38 龙港中学 高中数学 徐登近

39 龙港市第九小学 小学语文 朱广久



— 10—

40 龙港市湖前小学 小学美术 林晓洁

41 龙港中学 高中班主任 郑小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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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年“温州学问通”工作先进个人和团体名单
优秀网络讲座名师

序号 姓名 学段学科 单位

1 潘旸 小学语文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2 兰衍局 小学数学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3 吴迎迎 小学英语 温州市籀园小学

4 郑小真 小学体育 温州市籀园小学

5 曹欢翔 小学美术 温州市南浦小学

6 孙娇 小学音乐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7 蔡永 初中历史 鹿城区教育研究院

8 陈庆旦 初中科学 温州市实验中学

9 陈莲莲 初中英语 温州市实验中学

10 王盈盈 初中数学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学

11 吴郁葱 家庭教育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12 詹康杰 高中教育管理 温州市教育考试院

13 鲁慧 高中政治 浙江省平阳中学

14 金敏子 高中英语 浙江省瑞安中学

15 赵典夏 初中体育 温州市外国语学校

16 傅佳纯 初中团课 浙江省温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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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网络精品微课

序号 姓名 学科 单位 课题

1 冯海波 小学语文 龙港市四小 三年级上册《有依据的预测》

2 涂寒凌 初中数学 温州市第二中学 七年级上册《让数字会说话》

3 单显达 小学数学 瓯海区南瓯实验小学 四年级上册《一亿有多大》

4 李海华 小学语文 瑞安市莘塍第六小学

四年级上册 《外貌描写 01：外貌写真法

拒绝克隆式》

5 李芊芊 初中数学 温州市绣山中学 九年级上册《二次函数》综合题

6 叶希希 小学语文 瑞安市飞云一小 三年级上册《如何运用“预测”来阅读》

7 胡燕 小学数学 永嘉县城西小学 六年级上册《科克雪花》

8 冯赛 初中科学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七年级上册《科学探究》

优秀答疑教师

序号 姓名 学科 单位

1 黄瑶 初中数学 温州市九山学校

2 王小丽 初中科学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3 朱莉艳 初中历史 温州市第二中学

4 王璇 初中语文 温州市第二中学

5 周美红 高中生物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6 吴素琴 高中数学 温州艺术学校

7 郑慧 高中化学 瑞安市第六中学

优秀组织奖

鹿城区 瑞安市 乐清市 永嘉县 泰顺县 苍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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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 ）县（市区）会议回执单

分工 姓名 性别 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

分管副局长

研训部门负责人

名师建设工作（名

师办）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