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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单位）学科（德育）

带头人、骨干教师和教坛新秀评审结果公示 
 

一、学科带头人(共 78 人) 

序号 姓名 学科 单位 

1 葛  平 语文 南通市市直学校教育管理中心 

2 裘  晔 纺织服装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3 吴裕美 幼儿保育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4 陆伟伟  语文 江苏省南通中学 

5 苏  斌  物理 江苏省南通中学 

6 陆  英  物理 江苏省南通中学 

7 钱  勇 数学 江苏省南通中学 

8 陈  蓓 数学 江苏省南通中学 

9 王  婷 心理健康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10 陈  乐 数学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11 韩慧贤 语文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12 陈  丹 化学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13 杨红兵 语文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4 单冬旺 历史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5 刘  丹 语文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6 徐  飞 生物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7 朱加沐 物理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8 吴冬杰 体育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9 王先宏 英语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20 章  萍 物理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21 顾红梅 语文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22 王仁泉 物理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23 杨  莉 语文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24 宋花艳 语文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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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吴  晔 语文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26 王海平 信息技术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27 黄姝瑶 数学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28 葛学军 地理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29 李  红 体育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30 祁金莉 历史 南通市启秀中学 

31 陈  华 英语 南通市启秀中学 

32 葛红琴 数学 南通市启秀中学 

33 杨  艳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启秀中学 

34 左秀银 历史 南通市启秀中学 

35 殷培培 语文 南通市启秀中学 

36 王如滨 语文 南通市启秀中学 

37 杨晓东 地理 南通市启秀中学 

38 瞿新梅 数学 南通市启秀中学 

39 卢  勇 数学 南通市小海中学 

40 葛夷辰 语文 南通市小海中学 

41 马凌云 政治 南通市小海中学 

42 应  勇 语文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43 杨富荣 语文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44 杨益根 烹饪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45 何  云 英语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46 张  蕾 数学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47 赵  娟 旅游管理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48 王美霞 语文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49 任丽君 信息技术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50 易  峻 数学 南通市紫琅湖实验学校 

51 金  艳 科学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 

52 鲍小林 数学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 

53 陈  潇 信息技术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 

54 施小叶 物理 南通市虹桥二中 

55 梁晓东 语文 南通市八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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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阚建平 语文 南通市观河中学 

57 张玉萍 数学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58 杨  琼 历史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59 聂伟鑫 英语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60 黄春娟 生物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61 申海学 数学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62 胡正波 数学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 

63 陈建均 数学 南通市北城中学 

64 姚小朱 语文 南通市北城中学 

65 陆炜炜 语文 南通市北城中学 

66 钱婷婷 物理 南通市启秀市北初级中学 

67 龚春美 信息技术 南通市东方中学 

68 顾石娟 语文 南通市东方中学 

69 郭继荣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东方中学 

70 高远飞 英语 南通市东方中学 

71 朱  琥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东方中学 

72 周  平 数学 南通市东方中学 

73 王桂玲 生物 南通市东方中学 

74 陆丽菊 英语 南通市竹行中学 

75 孙美华 语文 南通市竹行中学 

76 陆  勇 体育 南通市通海中学 

77 丁红花 英语 南通市通海中学 

78 冯  剑 生物 南通市通海中学 

 

 

 

二、学科骨干教师（共 108人） 

序号 姓名 学科 单位 

1 沙  莎 财经商贸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2 邵锦凤 数学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3 王明陶 英语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4 曹海欧 电子电工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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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夏  爽 财经商贸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6 葛玲芳 数学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7 汤  颖 计算机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8 苏  扬 计算机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9 刘  静 语文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10 李  霞 数学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11 周  磊 物理 江苏省南通中学 

12 周福云 数学 江苏省南通中学 

13 严培娟 地理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14 胡冬梅 数学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15 卢东琴 语文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16 潘  燕 英语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17 刘正云 信息技术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18 仇钰华 信息技术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19 黄永祥 体育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20 陈刘丽 英语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21 王臻臻 化学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22 杨  娟 英语 南通市第二中学 

23 冯  颖 地理 南通市第二中学 

24 赵  晶 英语 南通市第二中学 

25 葛许鑫 化学 南通市第二中学 

26 严林珠 物理 南通市第二中学 

27 徐  燕 英语 南通市第二中学 

28 朱俞彦 语文 南通市第二中学 

29 施  炜 数学 南通市第二中学 

30 倪永健 英语 南通市第二中学 

31 杨红丽 英语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32 宋建平 英语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33 杨友凤 生物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34 陶育平 信息技术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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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李小丽 数学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36 董晓波 英语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37 蔡紫莲 物理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38 徐水平 英语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39 邱  晔 英语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40 王海彬 数学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41 黄素萍 历史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42 卫红榴 体育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43 申丽萍 生物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44 朱君君 语文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45 吴凤鸣 化学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46 杨春华 数学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47 李元元 政治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48 侯琴丽 政治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49 郭小敏 英语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50 朱菊萍 地理 南通市启秀中学 

51 秦镁锋 英语 南通市启秀中学 

52 朱丽莉 英语 南通市启秀中学 

53 李娟娟 语文 南通市启秀中学 

54 张  莉 语文 南通市小海中学 

55 顾志坚 数学 南通市小海中学 

56 印红菊 化学 南通市小海中学 

57 卢校云 音乐 南通市小海中学 

58 宋德翼 语文 南通市小海中学 

59 顾  维 物理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60 施丽燕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61 沈  翔 物理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62 葛  媛 数学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63 姜观丽 物理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64 汪玲玲 英语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65 朱  磊 计算机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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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洪  丽 心理健康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67 奚翠萍 英语 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 

68 张红霞 语文 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 

69 方震军 数学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70 孙宇虹 道德与法治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71 李  燕 英语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72 张  敏 历史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73 刘欣颖 语文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74 王佳莉 信息技术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75 孙晓青 音乐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76 陈锦林 语文 南通市紫琅湖实验学校 

77 陈琳玲 美术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 

78 陆  俊 英语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 

79 王成斌 数学 南通市跃龙中学 

80 倪  瑾 英语 南通市跃龙中学 

81 吉春橙 化学 南通市易家桥中学 

82 仇春梅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83 杨  淋 语文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84 熊红梅 体育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 

85 张  萍 语文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 

86 季晓丽 语文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 

87 徐  俐 物理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 

88 王  力 物理 南通市北城中学 

89 陈晓花 语文 南通市北城中学 

90 郑小兰 物理 南通市北城中学 

91 王培培 数学 南通市北城中学 

92 黄晓菊 历史 南通市北城中学 

93 吴青青 语文 南通市北城中学 

94 杨素霞 数学 南通市北城中学 

95 赵丹丹 物理 南通市启秀市北初级中学 

96 尹涛燕 历史 南通市启秀市北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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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叶凤珠 数学 南通市陈桥中学 

98 蔡达红 化学 南通市东方中学 

99 张  燕 英语 南通市东方中学 

100 秦  娟 历史 南通市东方中学 

101 徐  艳 英语 南通市东方中学 

102 李  娟 体育 南通市东方中学 

103 张炳妹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东方中学 

104 黄建国 历史 南通市东方中学 

105 朱海燕 物理 南通市东方中学 

106 黄卫民 英语 南通市竹行中学 

107 顾静亚 体育 南通市竹行中学 

108 桑小燕 语文 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中学 

 

 

 

三、学科教坛新秀（共 75人） 

序号 姓名 学科 单位 

1 曹  欢 汽修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2 于赜雨 财经商贸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3 顾滢滢 财经商贸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4 马海波 机电机械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5 於巧红 计算机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6 陈潇潇 纺织服装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7 于严青 政治 江苏省南通中学 

8 李  馣 物理 江苏省南通中学 

9 张  开 体育 江苏省南通中学 

10 赵  柃 音乐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11 宋晓猛 体育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12 王军臣 数学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13 陆美红 历史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4 陆晓慧 英语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5 丁  媛 化学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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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沈燕飞 语文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7 钱鑫鑫 语文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8 颜霞玲 英语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19 孙德明 体育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20 钱  蓉 语文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21 朱成功 体育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22 顾胜楠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启秀中学 

23 曹新丹 历史 南通市启秀中学 

24 张  燕 语文 南通市启秀中学 

25 季  菲 英语 南通市启秀中学 

26 郭露露 英语 南通市启秀中学 

27 谢修堂 体育 南通市启秀中学 

28 刘  炜 语文 南通市启秀中学 

29 陈李丹 地理 南通市启秀中学 

30 薛继祥 烹饪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31 卫奇琦 旅游管理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32 王  丹 烹饪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33 徐红梅 旅游管理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34 张  华 旅游管理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35 虞  璀 艺术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36 严  鑫 体育 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 

37 严  旭 体育 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 

38 姚  琳 物理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39 方  咪 心理健康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40 施  蕾 语文 南通市紫琅湖实验学校 

41 王  婷 英语 南通市紫琅湖实验学校 

42 石  宇 英语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 

43 陆安吉 数学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 

44 曹佳敏 数学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 

45 冯  倩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实验中学 

46 许玲玲 地理 南通市跃龙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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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杨  钰 语文 南通市跃龙中学 

48 方骁薇 英语 南通市易家桥中学 

49 江俊俊 数学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50 陈李清 物理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51 王  云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52 薛海林 数学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53 姜佳丽 英语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54 管  倩 语文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 

55 马亚楠 康复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 

56 张明玉 地理 南通市北城中学 

57 黄  红 数学 南通市北城中学 

58 朱  唯 地理 南通市北城中学 

59 邵倩男 英语 南通市启秀市北初级中学 

60 钱  琪 语文 南通市启秀市北初级中学 

61 李  婷 体育 南通市启秀市北初级中学 

62 古爱娣 历史 南通市启秀市北初级中学 

63 苏  珊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陈桥中学 

64 朱  童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陈桥中学 

65 钱玉龙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东方中学 

66 沈  倩 化学 南通市东方中学 

67 孙培培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东方中学 

68 王  璐 历史 南通市东方中学 

69 周晓敏 英语 南通市东方中学 

70 缪玲蔷 语文 南通市东方中学 

71 季林林 语文 南通市竹行中学 

72 季林娟 英语 南通市竹行中学 

73 俞亚莹 历史 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中学 

74 曹钰雯 生物 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中学 

75 张  鹏 生物 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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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育带头人（共 10人） 

序号 姓名 学科 单位 

1 沈  健 语文 南通市教师发展学院 

2 吴  燕 数学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3 郭凌云 英语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4 朱宏辉 生物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5 殷国兰 历史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6 夏平平 道德与法治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7 左秀丽 道德与法治 南通市紫琅湖实验学校 

8 缪玲玲 道德与法治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 

9 黄  杰 历史 南通市东方中学 

10 储德杰 历史 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中学 

 

 

五、德育骨干教师（共 8人） 

序号 姓名 学科 单位 

1 朱  艳 德育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2 朱  勤 道德与法治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3 王  炜 语文 南通市第二中学 

4 施惠丽 数学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5 何  云 英语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6 孙宇虹 道德与法治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7 黄海东 英语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8 曹金花 信息技术 南通市东方中学 

 

 

六、德育教坛新秀（共 4人） 

序号 姓名 学科 单位 

1 成倩文 数学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2 王  丹 烹饪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3 马永红 英语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 

4 杭丽丽 英语 南通市北城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