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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福州市中小学（幼儿园）一级教师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中学语文 50 人

福州第一中学 杨海龄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陈丹宁

福州第三中学 刘姗姗

福州三中罗源校区 张嫣

福州金山中学 林燊

福州金山中学 苏䶮

福州金山中学 陈海燕

福州第四中学 江晓青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黄慧

福州第八中学 王章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林忱怡

福州外国语学校 秦晓

福州外国语学校 郑曦

福州第十一中学 郑晶晶

福州第十一中学 吴叶静

福州第十六中学 张婧

福州第十六中学 陈煜

福州第十六中学 王文钧

福州第十六中学 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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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十八中学 林小晴

福州第十九中学 张艳杰

福州第十九中学 郭永鸿

福州第十九中学 罗菁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林珊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郑培雨

福州高级中学 唐衍

福州高级中学 肖熹

福州屏东中学 汪玉萍

福州屏东中学 连伙强

福州屏东中学 黄熹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林云妹

福州延安中学 丁烨雯

福州延安中学 柯桂英

福州第三十四中学 陈舒

福州第三十四中学 缪睿

福州第四十中学 方翔

福州第七中学 郑旭华

福州第十中学 黄晓琛

福州第二十中学 蔡章梅

福州第二十中学 郭玲霞

福州市鼓山中学 吴犁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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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吴小丽

福州华南实验中学 王晓薇

福州三牧中学 刘丹丹

福清西山学校 阿丽娜

福州文博中学 龙连城

福州文博中学 苏彩萍

福州黎明中学 詹立铖

福州华伦中学 黄园媛

福州英才中学 赖德珠

中学数学 45 人

福州第一中学 林芳

福州市重点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刘小玲

福州第三中学 葛晓杭

福州第三中学 郑文祺

福州三中罗源校区 邝胜飞

福州第四中学 崔文坤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林欣欣

福州第八中学 陈前

福州第八中学 陈少清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郑增青

福州第十六中学 胡秀碧

福州第十八中学 高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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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十八中学 郑莹

福州第十九中学 林茂

福州第十九中学 姚金霞

福州第十九中学 张婷婷

福州第十九中学 赵娟

福州第十九中学 周韧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江萍

福州高级中学 陈瑜

福州高级中学 周郑鹃

福州高级中学 陈甦

福州屏东中学 吴林津

福州屏东中学 丘富喜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邵鸣

福州延安中学 瞿榕衡

福州延安中学 戈福振

福州延安中学 余盛怀

福州第十四中学 张晓

福州第三十八中学 陈景

福州第四十中学 施文晶

福州第四十中学 冯锦春

福州第四十中学 陈懿

福州城门中学 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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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十中学 李仙珺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黄炜

闽侯县第三中学 杨锋

福州高新区南屿初级中学 黄洪力

福州三牧中学 林山杰

福州时代中学 张雅虹

福清西山学校 夏美琴

福州文博中学 曾阳俊秀

福州文博中学 周寅

福州市仓山区北大培文实验学校 王少娟

福州英才中学 阿平花

中学英语 39 人

福州第一中学 高兴萍

福州第一中学 黄国坤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刘彩姿

福州第二中学 叶青

福州三中罗源校区 林梦婷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严丽妃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张琳

福州外国语学校 陈芹

福州第十一中学 林行

福州第十八中学 郑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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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十九中学 张晓宇

福州第十九中学 王莉

福州第十九中学 黄慧凡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伊春子

福州高级中学 陈倩影

福州屏东中学 鄢海珍

福州延安中学 刘熹

福州杨桥中学 潘力鹰

福州第三十八中学 陈晶

福州第三十八中学 叶晓丽

福州第三十六中学 金晓芳

福州第三十四中学 翁玲玲

福州第三十中学 江丽芬

福州城门中学 王宜宁

福州市盘屿中学 张少梅

福州第七中学 陈旸

福州第七中学 雷雨芳

福州第二十中学 陈悦阳

福州第二十中学 赵艳

福州市鼓山中学 何彬彬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程薇楠

福州市宦溪初级中学 陈威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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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高新区良存华侨学校 宋建秀

福州立志中学 杨晶

福州三牧中学 林巧玲

福州文博中学 陈艳君

福州文博中学 何云霞

福州华伦中学 张彬珠

福州华伦中学 张懿丹

中学政治 12 人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陈娟

福州格致中学 林晓艳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魏秋双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林诗音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周燕春

福州外国语学校 陈萍

福州第十九中学 徐燕萍

福州黎明中学 丘彪

福州日升中学 卢江玲

福州时代中学 吴艳希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倪洁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陈冰琳

中学物理（实验）24 人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温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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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二中学 陈家钰

福州第二中学 陈媛清

福州第三中学 陈斌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王忠腾

福州第八中学 朱彪

福州外国语学校 林祥辉

福州外国语学校 黄艳娟

福州第十六中学 隋巧虹

福州第十九中学 肖雯

福州高级中学 陈美英

福州高级中学 倪静怡

福州第三十八中学 郑丽珍

福州第十二中学 施能文

福州第三十中学 林挺

福州第七中学 吴姗姗

福州第十中学 刘佳

福州市鼓山中学 孙华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赵晓

福州市亭江中学 李健生

福州黎明中学 郑洁林

福州三牧中学 黄贤斌

闽侯县淘江中学 王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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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外国语学校 杨崴崴

中学化学（实验）16 人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维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陈雷

福州第三中学 郭婧文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林妹

福州第八中学 郑婧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林晓梅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唐佳蕊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郭静

福州杨桥中学 黄毓娴

福州杨桥中学 黄漩

福州第三十四中学 俞海莉

福州第十中学 洪美艳

福州黎明中学 张清华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陈雪娟

福州第十一中学 江山

福州日升中学 陈燕

中学生物（实验）11 人

福州第四中学 陈施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陈梦虹

福州格致中学 林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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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十一中学 叶明珍

福州第十六中学 林峥

福州第十八中学 谢建玲

福州第十中学 吴诚颖

福州第十中学 张凝

福州第二十中学 黄龙娇

福州北峰中学 许灵娟

闽侯县淘江中学 黄香玲

中学历史 20 人

福州第一中学 陈洪安

福州金山中学 吴榕樱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陈圣雷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柳江平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陈颖昇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陈瑞霞

福州第十一中学 徐琦

福州第十六中学 黄聪慧

福州第十九中学 何细娟

福州高级中学 陈晓珊

福州高级中学 林文锋

福州第三十八中学 郭秀如

福州第三十六中学 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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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二十九中学 林木霖

福州市永南中学 欧杨周

福州第七中学 蔡丽花

福州第十中学 杨晓刚

福州华伦中学 吴勇

福州华伦中学 刘华伟

福州华伦中学 陈旭葳

中学地理 17 人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余凤梅

福州三中罗源校区 侯培兰

福州金山中学 陈诗

福州外国语学校 郑伟秋

福州第十一中学 黄灵梅

福州第十九中学 鲍水仙

福州第二十二中学 黄照

福州华侨中学 雷寿平

福州高级中学 黄莹莹

福州高级中学 梁枞

福州延安中学 林梅

福州第七中学 俞裕秉

福州第七中学 张晓静

福州第七中学 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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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二十中学 邢志然

福州市鼓山中学 郑蔚

闽侯县第三中学 郑传捷

中学体育 11 人

福州第一中学 刘丽芳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徐剑伟

福州第二中学 罗彬

福州外国语学校 黄巧容

福州第十一中学 宋建海

福州第十六中学 周紫燕

福州高级中学 翁华珠

福州屏东中学 林双滨

福州第二十中学 蔡志峰

福州市鼓山中学 崔国正

福州华伦中学 郑正社

中学音乐 3 人

福州第十九中学 陈翔

福州第七中学 程园沁

福清西山学校 林媛

中学美术 4 人

福州第四中学 林洁宇

福州第七中学 郑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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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十中学 周衡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许燕

中学信息技术 5 人

福州第一中学 张玲珠

福州市教育中心 陈旭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林翔

福州第十九中学 韦陈德

福州屏东中学 林秀烟

中学通用技术 2 人

福州第二中学 陈颖滢

福州外国语学校 陈云英

中学劳技 2 人

福州屏东中学 刘任颖

福州高新区建平初级中学 肖向阳

中学心理健康 3 人

福州第十九中学 汤巧娟

福州市晋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游文清

福州第二十中学 肖加珠

特教 10 人

福州市聋哑学校 杨帆

福州市盲校 刘悦杰

福州市聋哑学校 林星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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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聋哑学校 林文君

福州市星语学校 王文婧

福州市星语学校 谭薇

福州市星语学校 张翊晨

福州市星语学校 杨文峰

福州市星语学校 张锟

福州市儿童福利院 陈燕清

小学语文 12 人

福州实验小学 叶榕锋

福州实验小学 曾臻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小学 石文敏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 沈艾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李天舒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谢静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学 蒋艳雪

福州市乌山小学 王明辉

福州市船政小学 郑晴田

福州市鼓楼区黎明实验小学 王晓铮

福州市鼓楼区黎明实验小学 陈珊珊

福州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中心 罗宁洁

小学数学 1 人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学 翁倩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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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 1 人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林晓艳

小学体育 4 人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陈玫婷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魏创诚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学 郑建

福清西山学校 陈文珍

小学音乐 2 人

福州实验小学 施榕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 陈超彤

小学科学 2 人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林洁荔

福州市乌山小学 黄璇

小学信息技术 1 人

福州实验小学 吴贻小

幼教 10 人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幼儿园 阮音

福州市儿童学园 郑凌彬

福州市儿童学园 陈增艳

福州市蓓蕾幼儿园 黄思思

福州市蓓蕾幼儿园 黎婧

福州高新区儿童学园 黄艳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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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仓山区晟禾华文幼儿园 陈敏敏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 00医院幼儿园 阳爱萍

福州市仓山区佳文幼儿园 张丽钗

福州融侨旗山幼儿园 曾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