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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 

评选结果公告 

 

为继续对表现卓越、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贡献突出的班

主任给予表扬和肯定，总结和推广优质育人经验，带动全国田家炳学

校追求卓越、建设德育为先的优秀品牌，2020年 9月田家炳基金会联

手班主任杂志社面向全国田家炳学校实施第二届“百年树人—卓越班

主任奖”评选表彰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了热烈的反应，共收到 106所学校推荐 233位班主

任教师申报参加。经过严格初审和复评，现公布评选结果。 

获奖总体情况如下： 

奖項 合计 

卓越班主任一等奖 12名 

卓越班主任二等奖 20名 

优秀班主任奖 201名 

详细名单附后。 
 

    另授予河北省保定市唐县田家炳中学，重庆市田家炳中学及湖北

省潜江市田家炳实验小学“优秀组织奖”，並有 4 位老师分別获得“最

佳演绎奖”及“最佳演示文稿设计奖”。 

 

    本次活動的颁奖典礼和交流大会拟于 9-10 月举办，具体详细安排

届时将另行通知各单位。 
 
 
 
 
 

田家炳基金会 谨启 

                              2021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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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画数排序） 

 

卓越班主任一等奖（12人） 
序 单位 姓名 

1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田家炳中学 朱昌滔 

2 四川省雅安市田家炳中学 肖  芬 

3 安徽省安庆市田家炳中学 董  昕 

4 安徽省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刘  丽 

5 安徽省铜陵市田家炳小学 陈咏梅 

6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刘  佳 

7 江苏省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 莫谢斐 

8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田家炳中学 陈  宁 

9 重庆市田家炳中学 李海艳 

10 湖北省潜江市田家炳实验小学 贾  蓉 

11 湖南省浏阳田家炳实验中学 刘根盛 

12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纪国滨 

 
最佳演绎奖（2 人） 

序 单位 姓名 

1 安徽省铜陵市田家炳小学 陈咏梅 

2 重庆市田家炳中学 李海艳 

 

最佳演示文稿设计奖（2人） 
序 单位 姓名 

1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田家炳中学 朱昌滔 

2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纪国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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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画数排序） 

 

卓越班主任奖二等奖（20 人） 
序 单位 姓名 

1 上海市闸北田家炳小学 黄颂青 

2 广东省仁化县田家炳小学 冯秋琴 

3 广西桂林市田家炳中学 庞春磊 

4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田家炳民族中学 赵玉祥 

5 内蒙古赤峰市田家炳中学 李素芬 

6 四川省成都市田家炳中学 宋德银 

7 四川省通江县田家炳中学 周鉴辉 

8 甘肃省兰州田家炳中学 达  慧 

9 甘肃省白银市田家炳中学 梁晓丹 

10 吉林省长春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卢亚秋 

11 江苏省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鞠红军 

12 江苏省淮安市田家炳中学 柏霜叶 

13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田家炳中学 肖志琴 

14 河北省保定田家炳中学 李丹婷 

15 河南省开封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侯凌燕 

16 重庆市田家炳中学 殷喜洋 

17 陕西省咸阳市育才田家炳中学 张  娜 

18 湖北省潜江市田家炳实验小学 柯爱红 

19 黑龙江省安达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王  沫 

20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张健楠 

 
 
 
 
 
 
 
 
 
 
 
 
 



 

 

 

A non-profit-mak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 Kong 

（根據香港公司法例登記之非牟利慈善團體） 

 

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划数排序） 
 

优秀班主任奖（201人） 

(续) 

 

序 单位 姓名 

1 上海市闸北田家炳小学 罗  丹 

2 山东省日照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马  丽 

3 山东省日照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李  浩 

4 山东省曲阜市田家炳中学 袁会娟 

5 山东省曲阜市田家炳中学 孔  峰 

6 山东省曲阜市鲁城街道田家炳小学 蔡孝诚 

7 山东省曲阜市鲁城街道田家炳小学 艾  琳 

8 山东省曲阜市鲁城街道田家炳小学 孔祥磊 

9 山西省大同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武杰超 

10 山西省大同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王  勇 

11 山西省大同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刘建章 

12 广东省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邝新元 

13 广东省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刘亮云 

14 广东省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廖高祥 

15 广东省仁化县田家炳小学 彭淑芳 

16 广东省仁化县田家炳小学 曾福兰 

17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田家炳中学 李海烽 

18 广东省阳江市田家炳学校 曾怀好 

19 广东省阳江市田家炳学校 蔡锡文 

20 广东省阳江市田家炳学校 林惠敏 

21 广东省河源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赖志平 

22 广东省河源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曾森泉 

23 广东省河源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黄晓迪 

24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田家炳中学 徐伟林 

25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田家炳中学 邹一波 

26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田家炳中学 罗伟芳 

27 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加田田家炳学校 钱国清 

28 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加田田家炳学校 黄水婷 

29 广东省英德市田家炳中学 苏卫强 

30 广东省英德市田家炳中学 郭翠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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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划数排序） 
 

优秀班主任奖（201人） 

(续) 

 

序 单位 姓名 

31 广东省茂名市田家炳中学 李  文 

32 广东省茂名市田家炳中学 陈  琳 

33 广东省茂名市田家炳中学 陈宗德 

34 广东省珠海市田家炳中学 唐桂姣 

35 广东省珠海市田家炳中学 何雨薇 

36 广东省珠海市田家炳中学 梁买凤 

37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田家炳小学 杨冬娜 

38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 曾开英 

39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 温凤霞 

40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 吴新章 

41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埔田田家炳小学 苏巧青 

42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田家炳中学 廖育芳 

43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田家炳中学 钟钦飞 

44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田家炳中学 李友祥 

45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田家炳中学 黄小芬 

46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田家炳中学 张春梅 

47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黄淑辉 

48 广东省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 黄卓艳 

49 广东省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 吴逸莎 

50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 邓洪标 

51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 卢急战 

52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 周东平 

53 广东省惠州市田家炳中学 王志杰 

54 广东省惠州市田家炳中学 钟颂芳 

55 广东省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邹馥励 

56 广东省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成吉芳 

57 广东省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胡婷婷 

58 广东省肇庆市田家炳中学 梁  艳 

59 广东省肇庆市田家炳中学 林秀凤 

60 广东省肇庆市田家炳中学 黄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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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划数排序） 
 

优秀班主任奖（201人） 

(续) 

 

序 单位 姓名 

61 广东省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赵维虹 

62 广东省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李江滔 

63 广东省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廖海燕 

64 广东省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郑碧红 

65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田家炳小学 肖美红 

66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田家炳小学 黄  翀 

67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田家炳小学 牟郁芸 

68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田家炳沙湖绿洲小学 肖娟玉 

69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田家炳沙湖绿洲小学 朱倬仪 

70 广西玉林市田家炳中学 刘  立 

71 广西玉林市田家炳中学 刘  宁 

72 广西桂林市田家炳中学 熊亚敏 

73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田家炳民族中学 侯建强 

74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田家炳民族中学 木晓兰 

75 云南省保山市田家炳中学 赛卫群 

76 云南省保山市田家炳中学 林华丰 

77 云南省保山市田家炳中学 杨左桑 

78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田家炳外国语学校 张  敏 

79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田家炳外国语学校 刘  娟 

80 内蒙古包头市田家炳中学 张向学 

81 内蒙古包头市田家炳中学 王晓君 

82 内蒙古赤峰市田家炳中学 李茂春 

83 内蒙古赤峰市田家炳中学 贾珍月 

84 天津市田家炳中学 曹  芸 

85 天津市田家炳中学 王  丽 

86 天津市滨海新区田家炳中学 董海侠 

87 四川省广元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聂  军 

88 四川省广元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赵飞入 

89 四川省广元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王晓英 

90 四川省乐山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贾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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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划数排序） 
 

优秀班主任奖（201人） 

(续) 

 

序 单位 姓名 

91 四川省成都市田家炳中学 董发荣 

92 四川省成都市田家炳中学 王海燕 

93 四川省成都市田家炳中学 周岷山 

94 四川省南充田家炳实验小学 谢  静 

95 四川省通江县田家炳中学 程  翔 

96 四川省通江县田家炳中学 朱学晰 

97 四川省雅安市田家炳中学 薛  盛 

98 甘肃省兰州田家炳中学 苏海秀 

99 甘肃省白银市田家炳中学 张少斌 

100 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田家炳中学 李  俊 

101 甘肃省临夏县田家炳中学 何玉旺 

102 甘肃省临夏县田家炳中学 李周军 

103 甘肃省临夏县田家炳中学 牛赟强 

104 吉林省长春市田家炳中学 马丹丹 

105 吉林省长春市田家炳中学 邵  威 

106 吉林省长春市田家炳中学 马  野 

107 吉林省长春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陈丽云 

108 吉林省吉林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彭伟平 

109 吉林省吉林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许  珂 

110 安徽省安庆市田家炳中学 刘胜利 

111 安徽省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陶  萍 

112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田家炳中学 陈晶晶 

113 安徽省临泉田家炳实验中学 安庆旺 

114 安徽省临泉田家炳实验中学 孙海忠 

115 安徽省临泉田家炳实验中学 贺福灵 

116 安徽省蚌埠田家炳中学 王青茂 

117 安徽省铜陵市田家炳小学 叶学凤 

118 安徽省黄山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毛徽锋 

119 江西省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刘  丽 

120 江西省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张斐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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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划数排序） 
 

优秀班主任奖（201人） 

(续) 

 

序 单位 姓名 

121 江西省南昌市田家炳学校 熊晓辉 

122 江西省南昌市田家炳学校 徐婉妮 

123 江西省南昌市田家炳学校 彭  英 

124 江西省景德镇市田家炳外国语学校 曾凌敏 

125 江西省萍乡市田家炳中学 周梅萍 

126 江西省萍乡市田家炳中学 黄友兰 

127 江西省萍乡市田家炳中学 袁  璐 

128 江西省鹰潭市田家炳中学 王凤芳 

129 江西省鹰潭市田家炳中学 柴龙思 

130 江西省鹰潭市田家炳中学 李强雨 

131 江苏省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魏  玺 

132 江苏省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唐婉容 

133 江苏省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余  潇 

134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仇  彬 

135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马丽磊 

136 江苏省泰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尤  佳 

137 江苏省泰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周长庆 

138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中学 徐晶晶 

139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中学 夏诗伟 

140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中学 蔡  磊 

141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实验小学 吴  燕 

142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实验小学 陈  越 

143 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王  芸 

144 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刘  艳 

145 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邹  蓉 

146 江苏省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袁  晶 

147 江苏省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蒋传武 

148 江苏省淮安市田家炳中学 胡  洋 

149 辽宁省鞍山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吕革升 

150 辽宁省鞍山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苏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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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划数排序） 
 

优秀班主任奖（201人） 

(续) 

 

序 单位 姓名 

151 河北师范大学田家炳中学 曹景立 

152 河北师范大学田家炳中学 钮  亚 

153 河北师范大学田家炳中学 孟成芳 

154 河北省清河田家炳中学 任英强 

155 河南省开封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洪国胜 

156 河南省滑县田家炳高级中学 张俊杰 

157 河南省滑县田家炳高级中学 赵晓伟 

158 河南省滑县田家炳高级中学 和丙灿 

159 贵州省黔南田家炳中学 蔡亚梅 

160 贵州省遵义田家炳中学 危天利 

161 贵州省遵义田家炳中学 陈寿玉 

162 贵州省黔南田家炳中学 周华琼 

163 重庆市大足田家炳中学校 肖明中 

164 重庆市大足田家炳中学校 付玉松 

165 重庆市大足田家炳中学校 余桂林 

166 重庆市北碚田家炳中学 王  浪 

167 重庆市北碚田家炳中学 陈  丽 

168 重庆市田家炳中学 王桂琴 

169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 李  莉 

170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 王  丹 

171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 廖世琴 

172 重庆市渝南田家炳中学校 张开琼 

173 重庆市渝南田家炳中学校 陈  华 

174 陕西省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李玲芳 

175 陕西省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 王丽君 

176 陕西省西安市田家炳中学 查西鹏 

177 陕西省西安市田家炳中学 张  琳 

178 陕西省咸阳市育才田家炳中学 杨  芳 

179 香港田家炳中学 廖麗明 

180 香港田家炳中学 余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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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划数排序） 
 

优秀班主任奖（201人） 

序 单位 姓名 

181 香港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馬愛玉 

182 海南省文昌市田家炳中学 孔一荭 

183 海南省文昌市田家炳中学 张宝玉 

184 湖北省仙桃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王向武 

185 湖北省仙桃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许  明 

186 湖北省荆州市田家炳中学 李霜静 

187 湖北省荆州市田家炳中学 韩春华 

188 湖北省潜江市田家炳实验小学 郑  娥 

189 湖南省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陈晓星 

190 湖南省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曾  亮 

191 湖南省浏阳田家炳实验中学 张平义 

192 湖南省浏阳田家炳实验中学 周  雯 

193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王福全 

194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梁智慧 

195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郭  兰 

196 黑龙江省安达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隋长波 

197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孙国莉 

198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张慧英 

199 黑龙江省鸡西市田家炳中学 高原铭 

200 黑龙江省尚志市田家炳中学 梁淑暖 

201 福建省莆田市田家炳中学 陈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