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福州市拟认定骨干教师名单

福州第三中学 李棽 中学 语文

福州第三中学 钟俏丽 中学 语文

福州第四中学 王薇 中学 语文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雷朝文 中学 语文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焦春艳 中学 语文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杨晨晖 中学 语文

福州第八中学 林勇峰 中学 语文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林忱怡 中学 语文

福州第十一中学 陈丹霞 中学 语文

福州第十八中学 陈晓霞 中学 语文

福州第十九中学 林芬 中学 语文

福州华侨中学 王文宇 中学 语文

福州屏东中学 何贞仪 中学 语文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黄贤明 中学 语文

福州第一中学 刘友能 中学 语文

福州杨桥中学 陈琼云 中学 语文

福州延安中学 杨娟 中学 语文

福州延安中学 柯丽萍 中学 语文

福州第三十九中学 黄秀雅 中学 语文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余蕴芳 中学 语文

长乐第一中学 蔡奋 中学 语文

长乐区湖南中学 陈秀凯 中学 语文



长乐区阜山学校 郑清芳 中学 语文

福清华侨中学 吴国珠 中学 语文

福清市五龙初级中学 林运波 中学 语文

连江第一中学 郑云如 中学 语文

连江尚德中学 陈银灯 中学 语文

连江文笔中学 林惠恩 中学 语文

福州民族中学 柯汀 中学 语文

永泰县第一中学 张玉琳 中学 语文

福州第三中学 魏健 中学 数学

福州第八中学 张艳 中学 数学

福州第十八中学 林晓芬 中学 数学

福州第十九中学 周韧 中学 数学

福州第十九中学 宋淑英 中学 数学

福州铜盘中学 陈磊 中学 数学

福州屏东中学 江小燕 中学 数学

福州屏东中学 郑天宇 中学 数学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钟富香 中学 数学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林静 中学 数学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黄喜滨 中学 数学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许丽丽 中学 数学

福州杨桥中学 郑春英 中学 数学

福州延安中学 陈国平 中学 数学

福州第十二中学 王德贵 中学 数学



福州第十中学 郑燕燕 中学 数学

福州第七中学 吴红 中学 数学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林森 中学 数学

长乐区航城中学 冯丽华 中学 数学

福州闽侯良存华侨学校 林峰 中学 数学

福清第一中学 余小萍 中学 数学

福清第一中学 郭海萍 中学 数学

福清华侨中学 俞文锐 中学 数学

福清融城中学 何思斌 中学 数学

福清市滨江初级中学 林华明 中学 数学

福清市高山育才中学 陈国兴 中学 数学

闽侯县第四中学 张国铿 中学 数学

罗源第一中学 张昊 中学 数学

罗源第一中学 郑文雄 中学 数学

福州民族中学 黄美健 中学 数学

罗源第三中学 黄兆文 中学 数学

福州第二中学 叶青 中学 英语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许志鸿 中学 英语

福州格致中学 冯秋云 中学 英语

福州第八中学 宋灵 中学 英语

福州第十一中学 金鑫 中学 英语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黄冰洁 中学 英语

福州第一中学 邱天华 中学 英语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石戈 中学 英语

福州三牧中学 廖凌悦 中学 英语

福州第三十九中学 许枫 中学 英语

福州第三十九中学 陈鹰 中学 英语

福州第十二中学 齐荣华 中学 英语

福州第四十中学 陈芒 中学 英语

福州第七中学 吴丽娟 中学 英语

长乐区华阳中学 刘雪莹 中学 英语

福州闽侯良存华侨学校 董开源 中学 英语

福清市滨江初级中学 方芬 中学 英语

连江黄如论中学 林端 中学 英语

罗源第二中学 兰芬 中学 英语

罗源第三中学 郑耀星 中学 英语

永泰县第一中学 何燕 中学 英语

福州第二中学 王菁 中学 政治

福州第三中学 潘驰 中学 政治

福州格致中学 谢梅莲 中学 政治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周燕春 中学 政治

福州第十六中学 黄继萍 中学 政治

福州第十八中学 徐水群 中学 政治

福州杨桥中学 曾敏 中学 政治

福州杨桥中学 程甦 中学 政治

福州延安中学 林情华 中学 政治



福州城门中学 刘芳 中学 政治

福州第十二中学 张红英 中学 政治

福州第七中学 商艳芳 中学 政治

长乐第一中学 宋家旺 中学 政治

福清华侨中学 章雪 中学 政治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陈福海 中学 政治

闽侯县实验中学 郑秀华 中学 政治

连江黄如论中学 陈华 中学 政治

连江尚德中学 陈学钗 中学 政治

连江尚德中学 李闯 中学 政治

罗源第三中学 李晓华 中学 政治

福州第二中学 蒋晓辉 中学 物理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林游 中学 物理

福州第十九中学 洪洁伶 中学 物理

福州铜盘中学 陈熙 中学 物理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李勇顺 中学 物理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阮新宇 中学 物理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陈新光 中学 物理

福州三牧中学 苏达青 中学 物理

福州第十五中学 徐丽霞 中学 物理

福州第十中学 唐丽君 中学 物理

福州第七中学 廖先英 中学 物理

福州第十中学 林自强 中学 物理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龚冬子 中学 物理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刘斌 中学 物理

连江尚德中学 任敬国 中学 物理

福州第四中学 林韵琳 中学 化学

福州屏东中学 林燕 中学 化学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姜淼 中学 化学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张文潜 中学 化学

福州第一中学 马东 中学 化学

长乐第一中学 施志斌 中学 化学

长乐第二中学 陶杰 中学 化学

长乐华侨中学 石锦惠 中学 化学

连江尚德中学 胡贞 中学 化学

连江尚德中学 杨红梅 中学 化学

罗源第一中学 李小美 中学 化学

福州民族中学 蔡镇新 中学 化学

闽清县第一中学 包向青 中学 化学

福州第八中学 刘燕桦 中学 历史

福州第三中学 张友文 中学 历史

福州高级中学 黄俊伟 中学 历史

福州第七中学 刘佳琪 中学 历史

福州则徐中学 傅传忠 中学 历史

福清第二中学 朱俄明 中学 历史

连江第一中学 卓江蛟 中学 历史



连江黄如论中学 何德营 中学 历史

连江尚德中学 曾艳 中学 历史

罗源第一中学 陈新生 中学 历史

福州第三中学 张艳 中学 地理

福州第八中学 郑守德 中学 地理

福州第八中学 王家燕 中学 地理

福州外国语学校 李祖妹 中学 地理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王明坤 中学 地理

福清西山学校 徐光伟 中学 地理

福州延安中学 姚丽芳 中学 地理

福州第二十中学 施茹 中学 地理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王开稀 中学 地理

福清姚世雄中学 纪家艳 中学 地理

闽侯县第四中学 吴丽红 中学 地理

连江尚德中学 陈卫军 中学 地理

连江第二中学 黄志明 中学 地理

连江尚德中学 王家波 中学 地理

福州第三中学 池必文 中学 生物

福州第三中学 黄璐璐 中学 生物

福州第三中学 黄芯婷 中学 生物

福州金山中学 何林芳 中学 生物

福州第十六中学 李萍 中学 生物

福州第十八中学 林媛媛 中学 生物



福州第十九中学 庄秋连 中学 生物

福州第一中学 张气 中学 生物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刘冰妍 中学 生物

长乐第一中学 刘中标 中学 生物

福清市五龙初级中学 张碧武 中学 生物

连江第一中学 董学润 中学 生物

福州民族中学 许超凡 中学 生物

福州屏东中学 林淑贤 中学 生物

福州金山中学 陈晓华 中学 体育

福州第三中学 林善永 中学 体育

福州第八中学 郑春枝 中学 体育

福州外国语学校 高凌 中学 体育

福州屏东中学 林双滨 中学 体育

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黄桂清 中学 体育

仓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阮雅芳 中学 体育

福清华侨中学 卢勇 中学 体育

闽清县城关中学 陈昌文 中学 体育

福州时代中学 吴忠燕 中学 体育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吴丰丰 中学 音乐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张琳 中学 音乐

福州第一中学 陆沁 中学 音乐

福州第八中学 林昆仑 中学 美术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曾艳婷 中学 美术



福州屏东中学 刘璐 中学 信息技术

福州闽侯良存华侨学校 李利新 中学 信息技术

福州格致中学 徐敏 中学 通用技术

福州第十五中学 陈磊 中学 通用技术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叶晓倩 中学 劳技

福州教育研究院 蔡雯婷 中学 心理健康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温惠燕 中学 心理健康

福清华侨中学 邱洁英 中学 心理健康

连江尚德中学 陈凌 中学 综合实践

福州市乌山小学 刘晓汾 小学 语文

福州实验小学 郭燕琼 小学 语文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黄淑梅 小学 语文

福州市梅峰小学 肖云 小学 语文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林峥 小学 语文

福州市林则徐小学 徐佳 小学 语文

福州市屏山小学 蒋伟 小学 语文

福州市井大小学 陈梦倩 小学 语文

福州市温泉小学 董乐遥 小学 语文

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林雪珊 小学 语文

台江实验小学 黄息芳 小学 语文

福州市宁化小学 薛敏 小学 语文

福州市宁化小学 程荣 小学 语文

福州市麦顶小学 薛梅萍 小学 语文



福州市东升小学 黄筱玲 小学 语文

仓山区第六中心小学 黄洪艳 小学 语文

仓山区第八中心小学 钱翔虹 小学 语文

仓山区第八中心小学 吴航颖 小学 语文

福州市郭宅中心小学 刘超凡 小学 语文

福州市郭宅中心小学 黄玉冰 小学 语文

福州市郭宅中心小学 王晓琛 小学 语文

晋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俞玲英 小学 语文

福州市鼓山中心小学 傅冬群 小学 语文

福州市象园小学 马锋 小学 语文

福州市潭园小学 林飞 小学 语文

福州市罗星中心小学 魏秀魁 小学 语文

长乐区洞江小学 林寒冰 小学 语文

长乐区洞江小学 郑芳 小学 语文

长乐区古槐中心小学 林依妹 小学 语文

福清市城关小学 倪小凤 小学 语文

福清市瑞亭小学 陈敏 小学 语文

福清市滨江小学 郭梅云 小学 语文

福清市元载小学 郑芳 小学 语文

福清市百合小学 陈勇 小学 语文

福清市玉屏中心小学 陈静 小学 语文

福清市玉屏中心小学 林立华 小学 语文

福清市石竹中心小学 游吓洪 小学 语文



福清市江镜城坂小学 何华英 小学 语文

闽侯县上街中心小学 林秀锦 小学 语文

闽侯县青口傅筑小学 张莹 小学 语文

连江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碧英 小学 语文

连江县文笔小学 雷卫东 小学 语文

连江县文笔小学 黄德宝 小学 语文

连江县琯头中心小学 陈立韵 小学 语文

连江县东湖中心小学 林燕仙 小学 语文

连江县蓼沿中心小学 徐秋芳 小学 语文

连江县丹阳中心小学 任庆浴 小学 语文

闽清县白樟镇中心小学 陈华 小学 语文

闽清县白樟镇樟山小学 邱建雯 小学 语文

闽清县白中镇珠中小学 刘莲芳 小学 语文

闽清县池园中心小学 陈玲 小学 语文

闽清县池园镇丽山小学 赖素梅 小学 语文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俞萍蓉 小学 数学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林凤 小学 数学

福州市交通路小学 张艳 小学 数学

福州市凤乐小学 刘云 小学 数学

福州市宁化小学 陈郭伟 小学 数学

福州市宁化小学 余彩秀 小学 数学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鳌峰分校 郭颖 小学 数学

仓山区实验小学 陈垚清 小学 数学



仓山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二小学 杨洪涛 小学 数学

福州市城门中心小学 吴谋友 小学 数学

福州市潘墩中心小学 张晓明 小学 数学

福州市别头小学 陈严 小学 数学

晋安区第三中心小学 陈晶 小学 数学

福州市西园中心小学 连世友 小学 数学

福州市红光小学 黄虹 小学 数学

福州市潭园小学 王惠珠 小学 数学

长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第一分校 吴凤金 小学 数学

长乐区洞江小学 董秀英 小学 数学

福州高新区第一中心小学 张贤流 小学 数学

福清市龙江中心小学 陈明凤 小学 数学

福清市城头中心小学 张功仁 小学 数学

福清市龙田中心小学 郭上春 小学 数学

福清市江镜华侨农场小学 何桂华 小学 数学

福清市临江中心小学 李秀香 小学 数学

连江县实验小学 郑华国 小学 数学

连江县实验小学 孙文艳 小学 数学

连江县实验小学 许金 小学 数学

连江县第二实验小学 刘雅芳 小学 数学

连江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陈喆 小学 数学

连江县上山小学 陈细秋 小学 数学

连江县文笔小学 陈先国 小学 数学



连江县江南中心小学 肖琛 小学 数学

连江县琯头中心小学 林璘 小学 数学

连江县东湖中心小学 陈捷 小学 数学

连江县蓼沿中心小学 林国平 小学 数学

连江县文笔小学 林婧 小学 数学

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二附小 吴建生 小学 数学

罗源县凤山小学 于海霞 小学 数学

闽清县白樟镇云渡小学 刘宜容 小学 数学

闽清县白中镇中心小学 苏子沣 小学 数学

闽清县白中镇中心小学 吴素梅 小学 数学

闽清县塔庄镇溪莲小学 许辉 小学 数学

闽清县塔庄镇茶口小学 章霞 小学 数学

闽清县池园镇丽山小学 张岩清 小学 数学

永泰县实验小学 黄晓凡 小学 数学

永泰县梧桐埔埕小学 郑瑾屏 小学 数学

永泰县城峰中心小学 郑晶 小学 数学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余桂滨 小学 英语

福州市钱塘小学 连冰晶 小学 英语

福州市宁化小学 李秋芳 小学 英语

福州市冯宅中心小学 江炜 小学 英语

福州市前屿小学 黄晓霞 小学 英语

闽侯县南屿中心小学 危子基 小学 英语

福清市滨江小学 江清华 小学 英语



连江县第二实验小学 郑健 小学 英语

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叶丹扬 小学 道德与法治

仓山区第八中心小学 杨秀卿 小学 道德与法治

福州一中贵安学校 邱圣丹 小学 道德与法治

福州市斗南小学 林静 小学 科学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鳌峰分校 林衡 小学 科学

连江县第三实验小学 陈翠萍 小学 科学

闽清县城关小学 钱秀容 小学 科学

台江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 周开海 小学 信息技术

福清市滨江小学 王瑞华 小学 信息技术

闽清县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刘玲 小学 信息技术

福州实验小学 李彩霞 小学 体育

福州实验小学 黄武 小学 体育

福州市温泉小学 江海洋 小学 体育

福州市林浦小学 宋金明 小学 体育

福州市仓山福湾小学 吴燕苹 小学 体育

福州市鼓山苑小学 林恩雅 小学 体育

福州市鼓山苑小学 林星 小学 体育

长乐区吴航中心小学 石帆 小学 体育

福州高新区南屿第二中心小学 朱品信 小学 体育

福清市崇文小学 林吓云 小学 体育

福清市宏路中心小学 许淑慧 小学 体育

闽侯县祥谦五虎山小学 林何 小学 体育



连江县东湖中心小学 游维 小学 体育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陈爱惠 小学 体育

永泰县城峰中心小学 杨伦荣 小学 体育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陈琴娟 小学 音乐

福清市宏路中心小学 李芳 小学 音乐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苏亮彬 小学 美术

福州市茶园山中心小学 贾彩霞 小学 美术

福州市铜盘中心小学 林雯 小学 美术

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 温莎 小学 美术

仓山区第八中心小学 徐玥 小学 美术

福州市象园小学 陈颖 小学 美术

福州市鼓山苑小学 林大汕 小学 美术

长乐区洞江小学 林晓霞 小学 美术

福清市城关小学 俞艳 小学 美术

仓山区培智学校 方婷婷 特教 小学语文

仓山区培智学校 林楚楚 特教 小学语文

晋安区启智学校 陈珊珊 特教 小学语文

福清市特殊教育学校 陈焕平 特教 小学语文

闽侯县特殊教育学校 陈瑜 特教 小学语文

连江县特殊教育学校 陈浩演 特教 小学语文

长乐区特殊教育学校 阮晓丹 特教 小学音乐

福州市开智学校 钟玉莲 特教 小学心理

福州市育智学校 余文婷 特教 小学数学



仓山区培智学校 王小妹 特教 小学数学

晋安区启智学校 方云娟 特教 小学数学

长乐区特殊教育学校 王章云 特教 小学数学

长乐区特殊教育学校 陈建珍 特教 小学数学

福清市特殊教育学校 郭雪洪 特教 小学数学

闽侯县特殊教育学校 陈枝 特教 小学数学

永泰县特殊教育学校 蔡惠平 特教 小学数学

福州市星语学校 黄燕丽 特教 小学美术

福州市育智学校 林桂英 特教 小学美术

仓山区培智学校 李翠艳 特教 小学美术

闽侯县特殊教育学校 张腾辉 特教 生活适应

闽清县特殊教育学校 刘玉容 特教 中学数学

福州市蓓蕾幼儿园 黄思思 幼儿园 幼教

福州市儿童学园 黄如珊 幼儿园 幼教

福州市儿童学园 陈晗 幼儿园 幼教

福建省实验幼儿园 董双红 幼儿园 幼教

福建省实验幼儿园 李静芳 幼儿园 幼教

福建省实验幼儿园 王海霞 幼儿园 幼教

福建省实验幼儿园 陈静 幼儿园 幼教

福建省金山幼儿园 王瑾 幼儿园 幼教

福建省金山幼儿园 卓丽瑛 幼儿园 幼教

省直象峰幼儿园 连静 幼儿园 幼教

省直象峰幼儿园 王巧霞 幼儿园 幼教



省军区机关幼儿园 吴晶晶 幼儿园 幼教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第一幼儿园
游屏田 幼儿园 幼教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第一幼儿园
宁杨静 幼儿园 幼教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第一幼儿园
祖桂枝 幼儿园 幼教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第二幼儿园
宋菲燕 幼儿园 幼教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第二幼儿园
苏静 幼儿园 幼教

福建省儿童保育院 林韶妹 幼儿园 幼教

福建省儿童保育院 余志敏 幼儿园 幼教

福建省儿童保育院 吴凌云 幼儿园 幼教

福建省儿童保育院 刘琪 幼儿园 幼教

福州市温泉幼儿园 王路颖 幼儿园 幼教

仓山区永南幼儿园 梁云霞 幼儿园 幼教

仓山区盖山中心幼儿园 詹淑茗 幼儿园 幼教

福州高新区儿童学园 方雅燕 幼儿园 幼教

福清市实验幼儿园 张霞 幼儿园 幼教

闽侯县上街中心幼儿园 范美珍 幼儿园 幼教

连江县实验幼儿园 林美英 幼儿园 幼教

连江县凤城中心幼儿园 连希 幼儿园 幼教

连江县鲤鱼山幼儿园 王玉花 幼儿园 幼教

连江县蓼沿中心小学 刘星妹 幼儿园 幼教

罗源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游淑英 幼儿园 幼教

闽清县第一幼儿园 冯彩玲 幼儿园 幼教

福州建筑工程职业中专学校 张锦云 中职 语文



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 王爱娟 中职 语文

福州建筑工程职业中专学校 黄丽君 中职 数学

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 杨紫兰 中职 数学

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 金宁菊 中职 英语

福州市职业教育实训中心 江川 中职 英语

罗源县高级职业中学 张娜 中职 英语

罗源县高级职业中学 陈燕钦 中职 英语

福州商贸职业中专学校 陈承生 中职 德育

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 蔡冠蓉 中职 德育

福州建筑工程职业中专学校 江毅 中职 物理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郑绵兵 中职 体育

福州商贸职业中专学校 阎露 中职 音乐

永泰城乡建设职业中专学校 张慧琦 中职 音乐

福州建筑工程职业中专学校 顾嘉静 中职 美术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林帆 中职 漆艺漆画

福州建筑工程职业中专学校 程桦 中职 建筑装饰

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 张晓耘 中职 学前教育

连江职业中专学校 章方翠 中职 美容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蒋珂 中职 酒店服务与管理

福州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陈冰 中职 计算机应用基础

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 武月 中职 计算机应用基础

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 王玮婷 中职 会计

福清卫生学校 黄玮 中职 心理学



福清卫生学校 陈苏莲 中职 护理学

福清卫生学校 叶玉平 中职 护理学

福清卫生学校 张雪辉 中职 妇产科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