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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区基础教育“三名人才”拟认定名单

（共 65 人）

（一）高明区基础教育名校长（4 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段 任教学科

1 谢善维 区沧江中学 初中 政治

2 江为彬 区沧中附小 小学 音乐

3 邓惠姬 一中附小 小学 语文

4 冯结莲 新城一小 小学 语文



2

（二）高明区基础教育名班主任（18 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段 任教学科

1 陈丽华 区第一中学 高中 数学

2 吴薰 区纪念中学 高中 语文

3 陈慧玲 高明实验中学 高中 语文

4 黎伟 区职业技术学校 职校 机电

5 梁健明 区沧江中学 初中 政治

6 吴玉娟 广二师高明附校 初中 语文

7 陆飞霞 广二师高明附校 初中 政治

8 谭翠文 一中实验学校 小学 英语

9 包华琼 一中实验学校 小学 信息技术

10 黄穗伟 杨和中学 初中 计算机

11 郑润凤 东洲中学 初中 英语

12 区婉玲 荷城一小 小学 信息技术

13 谭翠群 荷城三小 小学 语文

14 刘爱娟 西安实验小学 小学 语文

15 石翠玲 杨和镇中心小学 小学 语文

16 罗玉连 杨梅小学 小学 语文

17 谢少芬 杨梅小学 小学 英语

18 王爱萍 惟德外校 小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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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明区基础教育名教师（43 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段 任教学科

1 雷范军 区教师发展中心 高中 化学

2 谭伟玲 区教师发展中心 小学 语文

3 区惠娟 区第一中学 高中 语文

4 范桂飘 区第一中学 高中 语文

5 张素平 区第一中学 高中 语文

6 匡娇艳 区第一中学 高中 数学

7 陆劲彬 区第一中学 高中 物理

8 何丽梅 区第一中学 高中 生物

9 张翠娥 区第一中学 高中 心理

10 谭洁玲 区纪念中学 高中 语文

11 严彩云 区纪念中学 高中 政治

12 罗玉玲 区纪念中学 高中 音乐

13 朱恒 区纪念中学 高中 美术

14 林建雯 高明实验中学 高中 数学

15 匡金波 高明实验中学 高中 音乐

16 刘泉祥 区职业技术学校 职校 计算机

17 麦淑仪 区沧江中学 初中 语文

18 文小娟 一中实验学校 初中 英语

19 蔡海珍 一中实验学校 初中 英语

20 胡蓉 一中实验学校 小学 数学

21 区洁如 一中附中 初中 心理

22 邹小霞 杨和中学 初中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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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晓微 杨和中学 初中 语文

24 林展文 杨和中学 初中 数学

25 文丰 更合中学 初中 美术

26 何少娟 区沧中附小 小学 美术

27 肖云 荷城一小 小学 语文

28 冼丽巧 荷城一小 小学 语文

29 陈燕珍 荷城二小 小学 语文

30 王晶 泽英小学 小学 美术

31 黎海 西安实验小学 小学 美术

32 冯玉霞 德信实验学校 小学 语文

33 严燕梅 新城一小 小学 语文

34 蒙燕芬 新城一小 小学 英语

35 廖金文 新城一小 小学 美术

36 王小凤 新城一小 小学 信息技术

37 邓玉玲 明城小学 小学 英语

38 区卓华 崇步学校 小学 体育

39 区凤谊 更合镇中心小学 小学 语文

40 苏燕利 更合镇中心小学 小学 英语

41 梁雪清 合水小学 小学 英语

42 陆燕欣 荷城幼儿园 幼儿园 综合

43 陈丽丽 三洲机关幼儿园 幼儿园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