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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福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新师考核

大比武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 33 名

林宁英 福州第八中学 高中语文

林霞玉 福州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

陈莉 福州格致中学 高中英语

何纸砚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高中政治

吴文琦 连江黄如论中学 高中历史

刘佳影 福清第二中学 高中地理

黄文婷 长乐第一中学 高中物理

孙瑜 连江黄如论中学 高中生物

包小楚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中学化学

虞美玲 福州格致中学 高中体育

林雨灵 福清虞阳中学 中学音乐

谢滢 长乐第五中学 中学美术

萧滢 福州屏东中学 初中语文

林琰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数学

余楚昕 福州则徐中学 初中英语

袁雅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林晓欣 福州第十一中学 初中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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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芳 连江第一中学 初中历史

冯玮乐 长乐第二中学 初中物理

林楠 福州延安中学 初中生物

王家敏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初中体育

张如洁 长乐漳港中学 初中信息技术

刘沁鑫 福州市仓山观澜小学 小学语文

黄晨昕 福州市仓山区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方婕 福州市茶园山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王静滢 长乐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陈庆 福州市和平中心小学 小学科学

史云娜 福州市钱塘小学 小学体育

黄业楣 福州市梁厝小学 小学音乐

郑颖宏 福州民族小学 小学美术

李海玲 福清市百合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侯槟妍 福州市罗星中心小学 中小学心理健康

俞婷婷 福州市花巷幼儿园 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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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40 名

刘芳梅 福州屏东中学 高中语文

杨滢 连江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江文钦 福州华侨中学 高中数学

陈雯昕 福州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

陈项澜 福州第三中学西湖校区 高中政治

吴佳欣 永泰城关中学 高中历史

林亮玉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高中地理

全佳月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中物理

周彬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高中生物

陈曦 闽侯县第八中学 中学化学

周星源 福清第三中学 高中体育

叶锦 连江一中贵安分校 中学音乐

陈楚鋆 福州第十九中学 中学美术

张思涵 福州鳌峰学校 初中语文

吴雨晴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语文

黄灵燕 连江一中贵安分校 初中数学

朱春丹 福州则徐中学 初中数学

吴诗思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英语

田珊 福州延安中学 初中英语

郭冬清 福州金山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陈小玲 福州杨桥中学 初中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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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梦 福州屏东中学 初中历史

林夏磊 闽侯县第八中学 初中物理

林思婷 福州第三十六中学 初中生物

陈明磊 长乐吴航中学 初中体育

郑星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初中信息技术

陈宇欣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黄怡旋 福州晋安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王贵珍 福州市晋安榕博小学 小学数学

柴智佳 福州市晋安榕博小学 小学数学

陈欣颖 连江县文笔小学 小学英语

周密 长乐区海峡路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陈慧君 闽侯县上街沙堤小学 小学科学

黄清淞 福州市象园小学 小学体育

叶文颖 福州市梅峰小学 小学音乐

卢瑜婷 福州市城门后坂小学 小学美术

邹可青 闽侯县青口中心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欧炜婷 闽侯第二实验小学 中小学心理健康

何嘉禾 福清市实验幼儿园 幼教

金悦 福州市蓓蕾幼儿园 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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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59 名

郭文惠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高中语文

兰海珊 福州第二中学 高中语文

陈雨晴 福清宏路中学 高中数学

王书华 清华附中福州学校 高中数学

陈彩丽 福州第三中学西湖校区 高中英语

陈莹容 长乐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林君晗 长乐第一中学 高中政治

许燕彬 长乐第一中学 高中历史

吴思琦 长乐第一中学 高中地理

林相甄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高中物理

谢阳 福州延安中学 高中物理

陈思敏 长乐第二中学 高中生物

林茹 连江文笔中学 中学化学

陈昕琰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中学化学

林鹏超 福州第三中学 高中体育

邱若鸿 连江第五中学 中学音乐

兰锶琪 闽侯县第八中学 中学美术

江琪慧 福州市鼓山中学 中学美术

张艺娇 清华附中福州学校 初中语文

柯怀鸿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初中语文

林诗颖 福州三中罗源校区 初中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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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蕊 福州江滨中学 初中数学

叶晓敏 罗源第三中学 初中数学

叶思谊 福州第十四中学 初中数学

林煜鑫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初中英语

王颖 闽侯县实验中学 初中英语

陈毓琳 福清元樵中学 初中英语

郑嘉璐 罗源第一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李春莹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倪安琪 福清第一中学 初中地理

林思瑶 福州第十八中学 初中地理

姚惠青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历史

董梦颖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初中历史

林思静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初中物理

黄卉 福州第十九中学 初中物理

孙雯敏 福清第一中学（观溪校区） 初中生物

曾静雯 福州第十五中学 初中体育

余根春 福州第十九中学 初中体育

张水根 闽侯东南学校 初中信息技术

曾黎 福州市钱塘小学 小学语文

林子晗 福州市乌山小学 小学语文

林琪 清华附中福州学校 小学语文

陈欣艳 福州市屏西小学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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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琳 长乐区洞江小学 小学数学

庄菁菁 福清市渔溪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周倩 福州晋安榕博小学 小学英语

叶培杉 福州市下洋小学 小学英语

涂云华 福清市临江中心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郭雪娇 福州市温泉小学 小学科学

江信园 闽侯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

薛海燕 福清市高岭中心小学 小学音乐

王子雪 福州市罗星中心小学 小学美术

黄丹敏 福州市教场小学 小学美术

杨煌华 福州市井大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杨研姿 连江文笔中学 中小学心理健康

官巧珍 闽侯县上街红峰小学 中小学心理健康

翁欣 福清市实验幼儿园 幼教

陈婉婷 福州市儿童学园 幼教

李婷 长乐实验幼儿园 幼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