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福州市拟认定学科带头人名单

福州城门中学 曾丽莉 中学 语文

连江县琯头中学 陈松林 中学 语文

福州华侨中学 郭海燕 中学 数学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陈超 中学 数学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周裕燕 中学 数学

福州延安中学 郑建永 中学 数学

福州高级中学 吴国艳 中学 英语

福州高级中学 肖莺 中学 英语

福州第一中学 叶秀秀 中学 英语

福州第七中学 郑立丽 中学 英语

晋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叶青林 中学 英语

连江县道沃学校 翁光 中学 英语

连江尚德中学 林前钗 中学 英语

福州第十八中学 辛晓瑜 中学 物理

福州高级中学 林晓琦 中学 物理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明哲 中学 物理

福州杨桥中学 詹友琳 中学 物理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鲍飞虎 中学 物理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陈向平 中学 物理

福州第八中学 陈晨 中学 化学

福州第十九中学 唐倩 中学 生物

闽侯县实验中学 林月莲 中学 生物



连江尚德中学 林钦 中学 生物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何燕林 中学 政治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佘荩 中学 政治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卢卿 中学 政治

福清市南宵初级中学 林成华 中学 政治

福州高级中学 黄峥 中学 历史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林明芳 中学 历史

福州外国语学校 黄端端 中学 地理

福州第八中学 江建吉 中学 体育

福州第十九中学 孙榕 中学 体育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郑斌 中学 体育

福州时代中学 吴步皇 中学 体育

闽侯县第一中学 黄宝珍 中学 音乐

福州第四中学 郭维奇 中学 美术

福州第十九中学 王则瀚 中学 信息技术

闽侯县第一中学 林廷育 中学 通用技术

福州第八中学 谢维兴 中学 心理健康

福州铜盘中学 胡旻 中学 心理健康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 唐禧 小学 语文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陈永晶 小学 语文

福州市城门中心小学 刘淑英 小学 语文

福州市潘墩中心小学 包冬英 小学 语文

闽侯县南屿江口小学 李秀锋 小学 语文



福清市实验小学 韩国文 小学 语文

福清市城关小学 马晓霞 小学 语文

闽侯县荆溪光明小学 陈秀辉 小学 语文

连江琯头中心小学 倪慕新 小学 语文

连江县浦口中心小学 邱灵芳 小学 语文

连江县第三实验小学 林淑莺 小学 语文

闽清县实验小学 黄芬 小学 语文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雷丽敏 小学 数学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 陈凯平 小学 数学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黄迎春 小学 数学

福州市乌山小学 张立铄 小学 数学

福州市西峰小学 熊芬 小学 数学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鳌峰分校 林灯 小学 数学

福州市施程小学 梁娴雅 小学 数学

福州市义序中心小学 周仕斌 小学 数学

福州市林浦小学 翁加全 小学 数学

福清市瑞亭小学 林小梅 小学 数学

福清市玉屏中心小学 余彩芳 小学 数学

福清市岑兜中心小学 林育松 小学 数学

连江县第二实验小学 曾秀香 小学 数学

连江县第二实验小学 江玉莺 小学 数学

连江县第二实验小学 余琴 小学 数学

连江县第三实验小学 林兴 小学 数学



罗源县松山中心小学 游宝兵 小学 数学

闽清县城关小学 刘孙荣 小学 数学

长乐区洞江小学 郑待鸣 小学 英语

福清市滨江小学 陈静 小学 英语

福清市瑞亭小学 郑敏 小学 体育

福清元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王晓红 小学 体育

福清市滨江小学 林文 小学 体育

闽侯县上街红峰小学 赵丽 小学 体育

连江县东湖中心小学 赵永红 小学 体育

闽清县城关小学 刘玲 小学 音乐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 郑东秀 小学 美术

福州市铜盘中心小学 吴燕云 小学 信息技术

福州市宁化小学 叶宏亮 小学 科学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郑伟 小学 道德与法治

福州市星语学校 李柳芳 特教 小学语文

福州市开智学校 吴芳 特教 小学语文

福州市育智学校 徐柳琴 特教 小学语文

晋安区启智学校 叶钱芳 特教 小学语文

闽侯县特殊教育学校 陈其玉 特教 小学语文

连江县特殊教育学校 王小花 特教 小学语文

永泰县特殊教育学校 余秋香 特教 小学数学

长乐区特殊教育学校 黄金鹏 特教 小学体育

福州市聋哑学校 余文娟 特教 中学语文



福州市星语学校 丁锦瑕 特教 中学数学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幼儿园 洪仲平 幼儿园 幼教

仓山区盖山中心幼儿园 张少雅 幼儿园 幼教

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 郭明纲 中职 美术

福清卫生学校 李丽华 中职 中医学

福清卫生学校 陈胜 中职 预防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