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年普宁市小学课堂教学能力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79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1 普宁市勤建学校 吴迪 语文 22 军埠镇石桥头石中小学 杨小珂 数学

2 流沙西街道赵厝寮小学 周蔓莉 语文 23 流沙东街道上塘小学 张俊哲 数学

3 流沙第三小学 卢丽红 语文 24 普宁市红领巾实验学校 周凤萍 数学

4 占陇华南学校 洪琳琳 语文 25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邱俊贵 数学

5 南溪镇仕林小学 张琼霞 语文 26 普宁市育才学校 夏梦莲 数学

6 流沙西街道南山小学 邱妙慧 语文 27 流沙第三小学 陈文珊 数学

7 洪阳镇雨堂小学 方勉珍 语文 28 流沙第二小学 辜莉琼 数学

8 南径镇磨坑小学 张妙贤 语文 29
流沙第三小学（支教单位：云

落镇后坡小学） 王伟璇 数学

9 普宁市红领巾实验学校 房丽妃 语文 30 梅林镇凤池小学 赖元州 数学

10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蔡淑林 语文 31 云落镇云落小学 钟巧红 数学

11 大坝镇横山小学 黄旭娜 语文 32 洪阳镇第三小学 王晓珊 数学

12 高埔镇南营小学 朱兰旺 语文 33 占陇镇下寨小学 潘丽璇 数学

13 里湖镇第四小学 张海燕 语文 34 燎原街道果陇小学 黄斯琦 数学

14 普宁市新世界中英文学校 李玉芳 语文 35 大坪镇大坪小学 房素梅 数学

15 军埠镇石桥头石中小学 翁晓容 语文 36 下架山镇蛟池小学 卢东宜 数学

16 普宁市育才学校 欧阳婷 语文 37 流沙第五小学 陈晓燕 数学

17 流沙第六小学 张洁如 语文 38 流沙第二小学 江玉珊 英语

18 普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章练英 语文 39 流沙第三小学 杨芳 英语

19 流沙第五小学 黄彩卿 语文 40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第二校区 张丹瑜 英语

20 洪阳镇第三小学 方文贤 语文 41 流沙第一小学 唐伟娜 英语

21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黄晓旋 数学 42 普宁市勤建学校 赖嘉桦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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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43 普宁市新世界中英文学校 陈育芸 英语 62 梅塘镇大宅小学 黄学华 体育

44 普宁市育才学校 黄瑞瑜 英语 63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刘源鑫 体育

45 普宁市红领巾实验学校 方旭纯 英语 64 流沙北街道白沙陇小学 郑炎祥 体育

46 麒麟镇后山小学 黄洪武 英语 65 流沙西街道南山小学 高育洪 体育

47 梅塘镇溪桥小学 纪静 英语 66 高埔镇坪上小学 温武增 体育

48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黄燕珍 英语 67 流沙南街道马栅学校 赖一帆 体育

49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杨浩芝 英语 68 大坝镇月堀小学 韦洁如 体育

50 流沙第一小学 林佳佳 道德与法治 69 普宁市红领巾实验学校 陈丹纯 美术

51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黄佳慧 道德与法治 70 普宁市勤建学校 邹赵敏 美术

52 流沙第二小学 林琼 道德与法治 71 流沙第一实验小学 洪嘉丽 美术

53 普宁市侨中实验学校 吴嘉绿 道德与法治 72 麒麟镇径水小学 赖泽烘 美术

54 大坪镇埔岭小学 黄小燕 道德与法治 73 占陇镇下寨小学 陈新洪 美术

55 大坝镇大坝小学 陈春燕 道德与法治 74 南溪镇平时春小学 许壮豪 美术

56 南溪镇三福小学 杨镇周 道德与法治 75 流沙第二小学 张瀚文 音乐

57 燎原街道泥沟小学 黄晓红 道德与法治 76 流沙第三小学 陈晓玲 音乐

58 普宁陈宝文学校 陈丽芬 科学 77 普宁陈宝文学校 陈秋璇 音乐

59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雷蓉 科学 78 普宁市红领巾实验学校 周黛涵 音乐

60 军埠镇石桥头石中小学 杨少娜 科学 79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庄承虹 音乐

61 普宁市勤建学校 林伟东 科学

第 2 页



二等奖（166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1 池尾街道山湖小学 詹晓燕 语文 25 船埔镇梅田小学 吴宝财 语文

2 普宁市国之栋小学 唐国选 语文 26 军埠镇东桂小学 陈少霞 语文

3 普宁市国英学校 郑青青 语文 27 军埠镇莲坛小学 陈彦婷 语文

4 洪阳镇宝镜院小学 方端芬 语文 28 大坪农场石镜美小学 钟小兰 语文

5 洪阳镇林惠山小学 叶敏纯 语文 29 南径镇庵脚小学 饶丽芳 语文

6 洪阳镇第六小学 何 满 语文 30 南径镇神山小学 黄叶华 语文

7 高埔镇新圩小学 郑丽芬 语文 31 南径镇新厝小学 罗剑丽 语文

8 大南山街道陂沟小学 许佩祥 语文 32 南溪镇南溪小学 张国真 语文

9 大南山街道灰寨小学 罗妙珊 语文 33 大池农场大池小学 周洁妮 语文

10 占陇镇占陈小学 钟漩如 语文 34 大坝镇华东小学 黄妙华 语文

11 占陇镇朴兜小学 陈达鑫 语文 35 大坝镇半径小学 陈少君 语文

12 占陇镇交丙耘小学 蔡燕珊 语文 36 云落镇古安小学 郑绿音 语文

13 下架山镇和寮小学 陈桂琴 语文 37 云落镇古安小学 郑凤霞 语文

14 下架山镇南湖小学 潘利兰 语文 38 云落镇田心小学 陈素荣 语文

15 麒麟镇奇美小学 高晓旋 语文 39 普宁市国贤学校 郑敏静 语文

16 麒麟镇新溪小学 吴素玲 语文 40 梅塘镇远光小学 邱晓敏 语文

17 燎原街道泥沟小学 陈媛媛 语文 41 流沙东街道新坛小学 赖晓娜 语文

18 流沙北街道白沙陇小学 巫晓慧 语文 42 占陇镇旧地小学小学 黄御玲 语文

19 流沙北街道新寨小学 张燕玉 语文 43 流沙东街道华溪小学 李燕佳 语文

20 大坪镇大坪小学 温梅枝 语文 44 流沙东街道北山小学 杨佳 语文

21 大坪镇稔尾小学 王锡防 语文 45 梅林镇石峰小学 官文芝 语文

22 流沙南街道泗竹埔小学 杨淑敏 语文 46 梅林镇南阳小学 赖辛海 语文

23 流沙南街道东埔小学 苏晓薇 语文 47 梅林镇新楼小学 余素兰 语文

24 船埔镇船埔小学 杨菊兰 语文 48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郑子欣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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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49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温素玲 语文 74 大南山街道陂沟小学 罗珊 数学

50 里湖镇第二小学 邱建玲 语文 75 流沙北街道白沙陇小学 林浩城 数学

51 普侨镇北新小学 钟美兰 语文 76 南径镇庵脚小学 黄君璇 数学

52 赤岗镇彰宁小学 方丽纯 语文 77 下架山镇南湖小学 张佳丽 数学

53 赤岗镇赤岗山小学 章松珠 语文 78 南径镇磨坑小学 罗燕霞 数学

54 广太镇黄芽山小学 邱雪容 语文 79 洪阳镇第五小学 方蓉 数学

55 赤岗镇东华屿小学 李少江 数学 80 梅塘镇溪南小学 黄少游 数学

56 占陇镇占陈小学 杨海珊 数学 81 船埔镇船埔小学 吴美菊 数学

57 南溪镇钟堂学校 黄小萍 数学 82 高埔镇山下小学 温卫华 数学

58 普宁市国贤学校 王艳艳 数学 83 大坪镇埔心小学 房翠萍 数学

59 燎原街道泥沟小学 肖泠琴 数学 84 梅林镇涧头小学 钟美容 数学

60 洪阳镇第六小学 方晓珊 数学 85 里湖镇池美小学 陈雪色 数学

61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王晓玲 数学 86 普宁市侨中实验学校 许泽纯 数学

62 赤岗镇埔下小学 林乐英 数学 87 普宁市新世界中英文学校 彭斯斯 数学

63 船埔镇黄沙小学 余子良 数学 88 普宁市勤建学校 林晓旋 数学

64 流沙第四小学 官镇文 数学 89 洪阳镇宝镜院小学 陈妙华 数学

65 军埠镇莲坛安田小学 叶丽旋 数学 90 大坝镇坡乌小学 张洁英 数学

66 军埠镇后楼小学 陈奕佳 数学 91 南溪镇老方小学 张文鸿 数学

67 大坝镇大坝小学 陈瑞芬 数学 92 流沙西街道南山小学 江静丽 数学

68 里湖镇竹头小学 黄楚芬 数学 93 流沙第一实验小学 曾微 英语

69 梅塘镇社山学校 黄燕芬 数学 94 流沙南街道后坛小学 陈佳庆 英语

70 普宁市哈美实验学校 吴敏芳 数学 95 流沙西街道赤水学校 黄冠群 英语

71 下架山镇南城小学 陈妙珊 数学 96 普宁市国贤学校 刘丽敏 英语

72 流沙东街道郭厝寮小学 张鸿圳 数学 97 普宁市国英学校 杨培旋 英语

73 普宁市侨星学校 李妙枝 数学 98 大南山街道什石洋小学 蔡楚燕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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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99 下架山镇石盘小学 张晓玲 英语 124 洪阳镇龟背小学 张楚丰 道德与法治

100 占陇镇陂头小学 陈奕瑜 英语 125 洪阳镇雨堂小学 赖练深 道德与法治

101 占陇镇西楼小学 郭晓红 英语 126 普宁市勤建学校 冯艳婷 道德与法治

102 军埠镇莲坛丰美小学 陈静敏 英语 127 大坪镇大坪小学 杨考青 科学

103 南径镇庵脚小学 苏丽婷 英语 128 洪阳镇第五小学 方胜波 科学

104 麒麟镇新溪小学 赖佩珊 英语 129 大坝镇社前小学 周桂萍 科学

105 广太镇金西池小学 李晓红 英语 130 普宁市红领巾实验学校 唐苑萍 科学

106 船埔镇船埔小学 温新凤 英语 131 普宁市哈美实验学校 王  亮 科学

107 船埔镇告坡小学 赖秋云 英语 132 马鞍山农场场部小学 黄文增 科学

108 大坪镇大坪小学 黄丹晓 英语 133 池尾街道多年山小学 温建远 体育

109 洪阳镇洪山小学 黄敏妮 英语 134 占陇华南学校 蔡佩纯 体育

110 南径镇大陇小学 苏晓珊 英语 135 下架山镇和寮小学 陈育民 体育

111 流沙第三小学 朱紫环 道德与法治 136 麒麟镇月屿小学 吴育群 体育

112 流沙东街道新坛小学 陈晓敏 道德与法治 137 大坪镇新竹小学 钟思泉 体育

113 南径镇磨坑小学 陈若华 道德与法治 138 军埠镇新南小学 王妙燕 体育

114 南径镇庵脚小学 苏海红 道德与法治 139 大坪农场石镜美小学 杨杭勃 体育

115 池尾街道上寮小学 邹俊生 道德与法治 140 普宁市南湖实验学校 刘自强 体育

116 占陇镇占苏小学 陈娟璇 道德与法治 141 普宁市勤建学校 祖启鹏 体育

117 大坝镇湖美小学 王俊青 道德与法治 142 普宁市红领巾实验学校 杨宗礼 体育

118 麒麟镇新溪小学 庄松贤 道德与法治 143 普宁市新世界中英文学校 杨丽菲 体育

119 流沙第五小学 黄泽芳 道德与法治 144 赤岗镇张厝寨小学 陈喜标 体育

120 下架山镇新光分校 陈锦周 道德与法治 145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刘福明 体育

121 船埔镇船埔小学 吴良花 道德与法治 146 梅塘镇石鸟小学 李炳数 美术

122 下架山镇和寮小学 黄武彬 道德与法治 147 普宁市国贤学校 黄晓敏 美术

123 大池农场大池小学 王晓梅 道德与法治 148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彭燕婷 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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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149 流沙西街道赤水学校 陈楚凡 美术 158 占陇镇西楼小学 陈芷欣 音乐

150 普宁市新世界中英文学校 李洋 美术 159 下架山镇和寮小学 张楚燕 音乐

151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 黄楷燕 美术 160 麒麟镇径水小学 黄丹萍 音乐

152 大坪镇三溪坝小学 林志浩 美术 161 大坪镇新竹小学 钟小尽 音乐

153 南径镇龙门小学 陈心玲 美术 162 大坝镇铁山洋小学 庄晓航 音乐

154 普宁市国之栋小学 黄于玲 美术 163 普宁市国贤学校 张惠敏 音乐

155 占陇镇东西南小学 杨晓理 美术 164 梅塘镇涂洋小学 赖杯容 音乐

156 高埔镇月塘小学 郑子鑫 美术 165 普宁市勤建学校 李楚缦 音乐

157 高埔镇高车小学 刘志华 音乐 166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刘婷婷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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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58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1 燎原街道果陇小学 李若妮 语文 25 军埠镇树脚小学 黄晓璇 英语

2 广太镇黄芽山小学 黄小梅 语文 26 大坝镇葫芦地小学 傅晓玲 英语

3 流沙南街道里宅小学 庄映玲 语文 27 大坝镇寨河小学 陈燕青 英语

4 船埔镇告坡小学 房雪云 语文 28 洪阳镇第三小学 黄洁珊 英语

5 南溪镇平定桥小学 方春虹 语文 29 洪阳镇第五小学 陈洁娜 英语

6 梅塘镇内光小学 林洁娜 语文 30 南溪镇典竹詹小学 张敏纯 英语

7 梅林镇梅林小学 吴丽莉 语文 31 南溪镇下尾张小学 张晓茸 英语

8 大南山街道灰寨小学 黄淑慧 数学 32 梅塘镇泗坑小学 谢琼兰 英语

9 高埔镇大星小学 田才华 数学 33 普宁市哈美实验学校 吴嘉平 英语

10 南径镇大陇小学 张婉瑶 数学 34 里湖镇富美小学 林东红 英语

11 军埠镇莲坛丰美小学 张派鑫 数学 35 云落镇云落小学 罗林发 英语

12 大坝镇仙坛小学 李晓武 数学 36 大坪农场桐树下小学 钟丽芬 英语

13 南溪镇扬美小学 张伟胜 数学 37 高埔镇龙堀小学 谢容娇 英语

14 麒麟镇高明小学 曾馥纯 数学 38 高埔镇下营小学 钟李珍 英语

15 占陇镇西楼小学 蔡文娜 数学 39 高埔镇社径小学 黄石平 道德与法治

16 池尾街道合浦小学 江映华 数学 40 普宁市哈美实验学校 林伟亮 道德与法治

17 大坪农场大坪尾小学 黄瑶瑜 数学 41 梅塘镇桥光小学 周盛敏 道德与法治

18 马鞍山农场场部小学 陈俊龙 数学 42 梅塘镇长美小学 王锡彪 道德与法治

19 大池农场大池小学 李伟俊 数学 43 普宁市国贤学校 方晓璇 道德与法治

20 流沙东街道斗文小学 黄桂丽 数学 44 普宁市怡昌学校 黄美贤 道德与法治

21 流沙南街道马栅学校 钟妍 英语 45 高埔镇福田小学 陈协君 科学

22 燎原街道果陇小学 李晓洁 英语 46 普宁市国贤学校 陈晓娜 科学

23 下架山镇下西埔小学 姚贵珊 英语 47 梅塘镇高埔小学 谢卓芬 科学

24 军埠镇石桥头石中小学 罗莲君 英语 48 下架山镇横溪第一小学 朱丽娟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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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下架山镇蛟池小学 马旭生 体育 54 普宁市哈美实验学校 刘艺雄 美术

50 船埔镇两坑小学 李楚涛 体育 55 大坝镇横山小学 傅泳洪 美术

51 军埠镇军新小学 王伟旭 体育 56 普宁市侨中实验学校 黄潆 音乐

52 普宁市国贤学校 徐祖红 体育 57 南径镇碧屿小学 陈博宜 音乐

53 下架山镇汤坑小学 王卓民 美术 58 普宁市新世界中英文学校 林锐婷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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