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参加业务考核人员名单

一、申报市级学科带头人

中学语文

福州格致中学 陈琳

福州第十一中学 杨少艳

福州第十九中 林中恒

闽江学院附中 连宇

仓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黄沼锋

福州第十二中学 刘慧玉

福州第三十中 黄宇琤

福州第七中学 郑仁荣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沈首梅

罗源第一中学 陈彬

中学数学

福州第八中学 张艳

福州第十六中学 段振富

福州第十八中学 林晓芬

福州屏东中学 江小燕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杜强

福州三牧中学 左名淼

福州延安中学 陈国平



福州第四十中学 叶丹

福州第七中学 邹广华

福清市高山育才中学 陈国兴

连江黄如论中学 游元晖

连江文笔中学 陈俊柱

中学英语

福州第八中学 郑敏娜

福州第十一中学 金鑫

福州华侨中学 佘永英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石戈

福清第二中学 陈淑玲

中学政治

福州金山中学 陈蕾

福州格致中学 谢梅莲

福州格致中学 张宇

福州第十一中学 李砺

福州第十六中学 梁素灵

福州高级中学 王菁

福州第七中学 章琪

福州第七中学 石炜君

福州市宦溪初级中学 谢美英

长乐区航城中学 王容容



闽侯县实验中学 郑秀华

罗源第三中学 李晓华

中学物理

福州外国语学校 吴寒平

罗源第三中学 陈世春

中学化学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何丽娟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蔡宣步

福州杨桥中学 陈学侃

晋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石剑

福州第七中学 马璇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柯志超

连江尚德中学 胡贞

中学生物

福州八中 伊丽梅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张杰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林金昌

福州时代中学 陈蓉

福州时代中学 徐焱

福州第二十中学 曹长华

福清市滨江初级中学 陈金松

中学地理



福州第三中学 郑友强

福州金山中学 李小元

福州铜盘中学 阮喆

福州高级中学 付进华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吴峰

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 林香妹

闽侯县第八中学 陈远志

连江黄如论中学 刘用球

中学历史

福州第十八中学 陈仲

福州第七中学 刘佳琪

连江尚德中学 曾艳

中学体育

福州第八中学 郑春枝

福州外国语学校 高凌

福州屏东中学 吴耿华

福州第一中学 缪滢滢

福州时代中学 吴忠燕

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黄桂清

中学音乐

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陈菁

闽侯县第四中学 黄如



中学美术

福州金山中学 梁媛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曾艳婷

连江县琯头中学 林政

中学信息技术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王艳艳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林思强

中学通用技术

福州格致中学 徐敏

福州华侨中学 章初

中学心理健康

福清华侨中学 邱洁英

小学语文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赵钦玲

福州市乌山小学 廖晓东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林国耕

福州市钱塘小学 游玫

福州市钱塘小学教育集团湖前校区 周性勇

福州市梅峰小学 肖云

福州市中山小学 蒋伟

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林雪珊

台江第五中心小学 曹静



福州市宁化小学 薛敏

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 何立艺

福州市亚峰中心小学 陈小琳

福州市仓山小学 钟健

福清元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俞淑梅

福清市百合小学 陈勇

闽侯县进修校附属小学 黄永平

闽侯县青口傅筑小学 张莹

连江一中贵安分校 邢光颖

连江县文笔小学 严铮

连江县教师进修校附属小学 林萍

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杨柳

小学数学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俞萍蓉

福州市井大小学 王羽

福州市钱塘小学 刘斯婧

福州市茶园山中心小学 叶榕

台江第一中心小学 江强

福州市宁化小学 陈郭伟

福州市宁化小学 丁云

福州市宁化小学 肖捷

晋安区第三中心小学 陈晶



福州市马尾实验小学 薛风清

福州高新区第一中心小学 张 贤 流

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 邹淑华

福清市城关小学 刘樑

福清市滨江小学 谢华英

闽侯县荆溪关口小学 林燕

连江县第三实验小学 郑蕙

连江县松坞小学 翁小苏

连江县实验小学 孙文艳

闽清县井后中心小学 张岩清

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沈小霞

小学英语

福州市古城小学 陈萍

福清市实验小学 秦小玲

福清元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庄晓丹

小学道德与法治

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叶丹扬

仓山区第八中心小学 杨秀卿

小学科学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林铭孜

福州市群众路小学 张劭翊

小学体育



福州高新区第三中心小学 朱品信

小学音乐

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 张长弓

小学美术

福州市茶园山中心小学 贾彩霞

福清市滨江小学 吴雪钦

闽清县坂东镇坂西小学 刘琼

小学信息技术

福清市滨江小学 王瑞华

特殊教育

福州市聋哑学校 林丽春

仓山区培智学校 方婷婷

晋安区启智学校 陈珊珊

长乐区特殊教育学校 冯丽春

福清市特殊教育学校 陈焕平

福清市特殊教育学校 吴凌玲

闽侯县特殊教育学校 陈瑜

连江县特殊教育学校 吴晓燕

连江县特殊教育学校 赖陈晶

福州市开智学校 钟玉莲

仓山区培智学校 池史霞

幼教



福州教育研究院 陈冠灵

福建省金山幼儿园 王瑾

福建省实验幼儿园 王海霞

福建省儿童保育院 林宇琳

福建省儿童保育院 余志敏

福建幼高专附属第一幼儿园 祖桂枝

福建幼高专附属第二幼儿园 刘焱

福建幼高专附属第二幼儿园 毛一冉

福建幼高专附属第二幼儿园 苏静

福建幼高专附属第二幼儿园 宋菲燕

台江区洋中幼儿园 林菁

仓山区盖山中心幼儿园 詹淑茗

仓山区马榕幼儿园 江丽娇

晋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 林明燕

福州市东山新苑幼儿园 于惠闽

福州市鼓山中心幼儿园 陈春艳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幼儿园 张珺

闽侯县上街联心幼儿园 张秀娜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杨锦清

闽清县池园镇瓷都幼儿园 方玉平



二、申报市级骨干教师

中学语文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朱琦

福州格致中学 石海英

福州格致中学 黄君磊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潘小青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林怡

福州第十六中学 张婧

福州第十九中学 陈鸿

福州屏东中学 倪兰

闽江学院附中 林兰芳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徐正安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陈玉琴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刘兵华

福州第一中学 赵志民

福州第十二中学 张大勇

福州市快安学校 刘宝兴

长乐第三中学 黄水玉

长乐区朝阳中学 黄秀枝

福清第一中学 周祖雄

福清第一中学 李龙华

福清第一中学 陈兴雄



福清市宏路中学 黄武源

福清市江镜初级中学 何辉

福清市南宵初级中学 郭进勇

福清良镇中学 王海莺

闽侯县第一中学 潘鑫

闽侯县第四中学 林景

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 黄榕炜

连江尚德中学 万伟

连江黄如论中学 林振

连江凤城中学 翁巧心

连江黄如论中学 陈仲书

连江黄如论中学 鲍晓玲

闽清县第一中学 王鹭华

闽清县三溪初级中学 邱彩滨

罗源第三中学 林增艳

罗源第三中学 黄幼琛

罗源第三中学 叶岚

中学数学

福州第三中学 耿熹

福州金山中学 郑宜君

福州第四中学 王福忠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陈林浩



福州格致中学 金声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王敏余

福州第八中学 赵钦良

福州外国语学校 翁剑华

福州第十一中学 苏春锋

福州第十一中学 王淋淋

福州第十六中学 侯雪花

福州第十八中学 郑定磊

福州铜盘中学 郑巧燕

福州屏东中学 林美

福州屏东中学 孙辉

福州第十二中学 林李

福州第十二中学 林娜

晋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彭金祥

福州第十中学 薛正森

福州则徐中学 郭建民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赵芯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韦叶平

长乐第一中学 吴小妹

长乐区华阳中学 陈华英

福清第一中学 叶诚理

福清第一中学 翁爱兰



福清第一中学 严益娟

福清华侨中学 赵秀珍

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 林厚暖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 高纪喜

福清江阴中学 严松发

福清市南宵初级中学 何善发

福清市临江初级中学 王建明

连江尚德中学 黄学迅

连江尚德中学 张丽

连江黄如论中学 林惠心

连江黄如论中学 谢杭建

连江县凤城中学 郑周明

连江县凤城中学 方圆

闽清县城关中学 吴慧珍

罗源第一中学 张贵根

罗源第三中学 纪建新

罗源第三中学 张雪贞

福州民族中学 余黄平

福州民族中学 林春平

中学英语

福州第三中学 林肖含

福州第四中学 邓旼霏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顾冯敏

福州第十一中学 汤荣

福州华侨中学 童爱平

福州屏东中学 王艳

福州高级中学 陈心舟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徐娟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陈锦

福州第十五中学 周金萍

福州城门中学 林峰

福州第七中学 吴梦丹

福州市鼓山中学 王健

福州高新区良存华侨学校 赵丽春

长乐区城关中学 林建

福清第一中学 林贞

福清第一中学 秦小松

福清第二中学 郑敏莺

福清华侨中学 刘云平

福清第二中学 郭海燕

福清融城中学 林家琴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 薛洪玉

福清市滨江初级中学 杨锋

福清良镇中学 林秉隆



闽侯县第四中学 陈敏

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 赖淑萍

连江尚德中学 阎军

连江文笔中学 滕颖

连江文笔中学 郑春华

闽清县下祝初级中学 杨惠芬

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 林芳

罗源第三中学 李爱美

罗源第三中学 黄惠丹

罗源滨海学校 吴淑凤

永泰第一中学 林冰

中学政治

福州第十九中学 徐燕萍

福州屏东中学 林圣泽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刘晓洁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吴丽娟

福州第一中学 谢可奇

福州城门中学 阮美芳

长乐高级中学 庄江平

长乐区航城中学 陈惠芳

福清第一中学 陈厚文

福清融城中学 莫娟霞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 梁秀平

福清良镇中学 严孟水

闽侯县教师进修学校 陈娜

福州市闽侯关源初级中学 潘林鑫

连江尚德中学 刘相镇

连江第一中学 朱昕苗

连江文笔中学 林莺

罗源第三中学 郑玉英

中学物理

福州第二中学 林文枢

福州第三中学 邱晓峰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叶钟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林涵

福州第八中学 刘成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黄金永

福州第十一中学 王振

福州第十九中学 林敏

福州屏东中学 方敏

福州华南实验中学 林娟

福州第四十中学 彭棋

福州第七中学 吴峤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熊剑敏



长乐第七中学 郑春爱

长乐华侨中学 王秋官

福清第一中学 何逢

福清第一中学 林秀莉

福清第一中学 杨睦毅

福清第一中学 施沙丹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陈传灿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陈后津

福清华侨中学 陈强

闽侯县第一中学 许林民

连江尚德中学 叶成贵

连江第一中学 李平

罗源滨海学校 陈昀

中学化学

福州第二中学 李明胜

福州第三中学 卢晓平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孙艳君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杨薇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陈龙朱

福州第十一中学 吴克敏

福州第十一中学 黄霞养

福州铜盘中学 许正涛



福州屏东中学 王颖

福州屏东中学 张延炜

福州第十五中学 兰玉珍

福州第十二中学 林晓芳

马尾区教师进修学校 洪文辉

福清第一中学 林希强

福清第一中学 陈梅钦

福清第一中学 魏凤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俞宏波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 薛从雄

连江第一中学 杨晓玲

连江第一中学 林秀清

连江县琯头中学 倪运南

永泰县第一中学 黄海渊

中学历史

福州金山中学 吴榕樱

福州第四中学 刘世霞

福州格致中学 杨莹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余美娟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练梅英

福州外国语学校 翁莹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林小凤



福州第十二中学 卓敏

福州第十中学 许小琴

长乐第一中学 林敬

福清第一中学 谢圣耕

福清第一中学 倪雅琴

福清洪宽中学 林美兰

福清市宏路中学 何桂标

福清市滨江初级中学 王芬如

连江尚德中学 颜家知

罗源第三中学 游晓刚

福州民族中学 陈汀

中学地理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陈舒毓

福州第十九中学 郑艳

福州屏东中学 陈丽雯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汤颖静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幼芳

福州第十二中学 王晓文

福清第一中学 谢强

福清第一中学 陈红芬

福清华侨中学 周歆虹

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 赵应阳



闽清县第一中学 李秀芳

闽清县文定初级中学 张彩霞

中学生物

福州第八中学 刘国伟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郑昕

福州高级中学 黄巍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季虹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丁于

福州第七学 吴建

福清第一中学 林文静

福清市龙江初级中学 谢红芳

连江尚德中学 鄢秀敏

连江黄如论中学 曾强芳

中学体育

福州第二中学 刘巍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刘军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刘翔

福州外国语学校 黄巧容

福州第十八中学 李嘉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郑少莺

福州时代中学 赵真

福州第十中学 陈凡



福州江滨中学 潘好云

马尾区教师进修学校 林炳利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姚锡旺

福清第一中学 王彪

福清华侨中学 苏春海

福清第三中学第二校区 林小华

福清市一都初级中学 郑熙

闽侯县实验中学 赵炎森

连江文笔中学 杨鸿琴

连江县琯头中学 陈生妹

闽清县坂东初级中学 刘丽萍

中学音乐

福州屏东中学 孙璐

福清第一中学 刘影星

中学美术

福州第四中学 林洁宇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陈彩云

福州第十中学 周衡

福清第一中学 张国华

连江文笔中学 谢其忠

中学信息技术

福州第十八中学 尤倩予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陈洪杰

福清第一中学 陈鑫

闽侯县鸿尾中学 张学浩

闽清县第一中学 刘梅妹

闽清县第一中学 瞿荣

中学通用技术

福州第七中学 卓凌颖

福清第一中学 陈霖

闽清县第一中学 俞喜东

永泰县第一中学 郑建辉

中学心理健康

福州格致中学 汤璐璐

小学语文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郑丽娜

鼓楼第二中心小学 邱文婷

福州市温泉小学 叶锴艳

福州市钱塘小学 刘熠

福州市西峰小学 李积林

福州市达明小学 陈莺月

福州市达明小学 江挺瑜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 吴雪萍

台江第五中心小学 陈秋影



福州市光明小学 郑虹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鳌峰分校 何彩云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鳌峰分校 王佳莉

福州市城门后坂小学 黄伟樱

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 何晓燕

福州市北园小学 林燕

福州市江边小学 陈周琴

仓山区第四中心小学 陈书旭

福州市林浦小学 黄倩平

仓山区金港湾实验学校 林枫

晋安第五中心小学 唐雅琴

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 谢淑琴

福州高新区第二中心小学 陈新霞

长乐区教师进修学校 林凤

长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秋珠

长乐区古槐中心小学 林丽洪

长乐区江田中心小学 陈美

长乐区梅花中心小学 王红婷

长乐区实验小学 许晓敏

福清市实验小学 郑英

福清市实验小学 曾建玲

福清元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郑文芳



福清元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婵娟

福清元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丽

福清市融西小学 杨华玲

福清市滨江小学 罗朝东

福清市行知小学 林小花

福清市行知小学 李云芳

福清市百合小学 何秋香

福清市百合小学 游玉玲

福清市玉屏中心小学 林彩云

福清市玉屏中心小学 林丽艳

福清市玉屏中心小学 韩友弟

福清市龙江中心小学 肖祈福

福清市龙江中心小学 林丽云

福清市北亭中心小学 林玉玲

福清市岑兜中心小学 陈小妹

福清市龙田中心小学 张苏娟

福清市占阳中心小学 何霞英

福清市三山中心小学 江丰

福清市占泽中心小学 严花玉

闽侯县上街红峰小学 林颖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彭德凎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邱佳瑜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吴菊香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张运妹

连江县教师进修校附属小学 陈婷

连江县下屿中学 黄圣辉

连江县琯头中心小学 曾国安

连江县实验小学 林庆华

连江县实验小学 钟亚男

闽清县第三实验小学 邓文英

闽清县池园镇中心小学 程洁

闽清县东桥镇安仁溪小学 刘晓宁

闽清县实验小学 陈秀椿

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方丽梅

罗源县松山中心小学 肖霞

永泰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和淦

永泰县赤锡中心小学 刘素芳

永泰县同安中心小学 林秋心

小学数学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陈凌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 姬显义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学 翁倩蕾

福州市群众路小学 郭煦

福州市洪山小学 吴新文



福州市钱塘小学 黄俊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王甦

福州市达明小学 温爱群

福州市中山小学 冯昕

台江实验小学 林琴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 刘丰

台江第四中心小学 刘铃

福州市宁化小学 林秀英

福州市亚峰中心小学 余尔真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鳌峰分校 周舞萍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鳌峰分校 林美凤

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 张顺斌

福州市东升小学 陈昕露

福州市北园小学 虞文财

福州市义序中心小学 陈晓芹

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 王于樵

仓山区第八中心小学 刘砥波

福州市潭园小学 吴恭

福州市吴庄华侨小学 陈善建

长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郑英

长乐区吴航中心小学 游美云

长乐区洞江小学 陈文秀



长乐区海峡路小学 林瑜

长乐区海峡路小学 杨晓燕

长乐区湖南中心小学 李萍

长乐区江田中心小学 陈亮

长乐区营前中心小学 林锦

福清市实验小学 何爱娟

福清市城关小学 林鸿

福清市城关小学 张春艳

福清市滨江小学 林莲琴

福清市滨江小学 何钦红

福清市崇文小学 刘筱婷

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何小月

福清市行知小学 卢美琴

福清市百合小学 陈雅明

福清市霞楼小学 林雪燕

福清市玉屏中心小学 林颖芳

福清市玉屏中心小学 陈小华

福清市音西中心小学 陈艳霞

福清市石竹中心小学 翁梅芳

福清市龙田中心小学 何大妹

福清市龙田中心小学 施玲

福清市高山中心小学 陈光明



福清市占泽中心小学 庄梅

福清市占泽中心小学 林秀云

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 陈海霞

鸿尾学区超墘小学 杨飞凤

闽侯县上街红峰小学 潘英

闽侯县青口大义小学 郑秀清

连江县东湖中心小学 郑春明

连江县第三实验小学 邱伟苏

连江县第三实验小学 刘昌官

连江县第三实验小学 周守密

连江县第二实验小学 吴铭贵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陈美芳

连江县鲤鱼山小学 程桂彬

连江县蓼沿中心小学 周仁银

晓沃中心小学 邵国强

闽清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毛金花

闽清县白中镇中心小学 钱玲

闽清县白中镇中心小学 许凤鸣

闽清县池园镇隔兜小学 池朱刘

闽清县池园镇隔兜小学 吴良灿

闽清县池园镇丽山小学 陈惠敏

闽清县实验小学 朱鸿镇



闽清县坂东镇中心小学 刘颍

闽清县城关小学 吴爱妃

闽清县城关小学 郑明新

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黄国旭

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吴文

小学英语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杜烨

福州教育学院第四小学 杨楠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郑筱睿

鼓楼第五中心小学 赵晓宇

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林玉华

台江第三中心小学 张康英

福州市宁化小学 林艳葵

仓山区福湾小学 胡娟

福清市百合小学 陈蓉

福清市玉屏中心小学 陈秀玉

福清市玉屏中心小学 郑秀娟

闽侯县教师进修学校 吴铮

鸿尾学区超墘小学 邱南玉

闽侯县青口中心小学 林钧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冯素丽

连江县东湖中心小学 张玲玲



连江县浦口中心小学 蒋燕萍

闽清实验小学 刘珠锋

闽清县城关小学 许巧钗

永泰县中埔小学 侯巧莲

小学道德与法治

福州市茶园山中心小学 李舒冬

台江第六中心小学 余挺坚

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 李晶

晋安区第三中心小学 肖山

永泰县实验小学 王美娟

小学科学

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 陈娇娇

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 刘娴

长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林建钗

小学信息技术

鼓楼实验小学 江强

连江县蓼沿中心小学 孙归宁

小学体育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学 郑建

仓山区金港湾实验学校 袁龙辉

仓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三小学 刘心华

晋安第五中心小学 杨莹莹



福清市实验小学 叶毅

福清市高山中心小学 陈少明

祥谦小学学区 林晓玲

连江县官坂中心小学 陈想

闽清县城关小学 陈旭凤

小学音乐

福州市井大小学 陈旭

福州市达明小学 郑殷

长乐区洞江小学 李伟菁

福清市实验小学 林秀芳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陈薪

连江县东湖中心小学 叶奋

连江县鲤鱼山小学 林春

连江县实验小学 赵晶梅

小学美术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吴仕斌

仓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林宁

福州市鼓山苑小学 徐丽

长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黄美文

福清市宏路中心小学 王桂平

鸿尾学区超墘小学 邹振忠

连江县第三实验小学 洪波



连江县第三实验小学 吴建军

闽清县城关小学 王颖

罗源县实验小学 于福琴

特殊教育

福州市育智学校 吴青

晋安区启智学校 张丽丹

福清市特殊教育学校 陈瑜

闽侯特殊教育学校 林文平

闽侯县特殊教育学校 陈丽春

连江县特殊教育学校 杨娟霞

连江县特殊教育学校 庄淋漓

闽清县特殊教育学校 林明星

福州市育智学校 陈艳

仓山区培智学校 徐丽琴

晋安区启智学校 林姚炜

晋安区启智学校 严胜男

福清市特殊教育学校 陈焕英

闽侯特殊教育学校 陈枝华

闽侯县特殊教育学校 刘莲英

福州市聋哑学校 魏苏珊

福州市星语学校 王文婧

福州市星语学校 杨文峰



幼教

闽江师专附属实验幼儿园 吴敏

福建省金山幼儿园 徐燕华

福建省直属机关幼儿园 李薇

台江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陈少琴

仓山区东升中心幼儿园 林晴

仓山区上渡中心幼儿园 阮东方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幼儿园 张燕

长乐区吴航中心幼儿园 林秀梅

福清市市直幼儿园 施云琴

福清市市直幼儿园 陈恽

福清市宏路中心幼儿园 郭梅清

福清市港头中心幼儿园 余洪

福清市港头中心幼儿园 王明

福清市一都中心幼儿园 张容

闽侯县上街榕桥幼儿园 张英

闽侯县上街侯官幼儿园 谢文航

闽侯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 黄丹红

连江县东湖中心小学 林翠青

连江县实验幼儿园 陈仰清

连江县实验幼儿园 吴丽霞

连江县琯头中心小学附属幼儿园 何玉月



连江县江滨幼儿园 林超

连江县蓼沿中心小学幼儿园 黄銮妹

连江县潘渡第二中心园 陈小丹

闽清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 翁宇力

罗源县实验幼儿园 黄晨敏

罗源县凤山幼儿园 黄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