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实校字[2018]60号

关于表彰广东实验中学2017学年
先进工作者标兵、先进工作者等的决定
一学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校教职工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围绕我校“优质
化、集团化、国际化、信息化、特色化”的奋斗目标，在传
承中创新，推进学校优质化内涵发展，坚定不移走素质教育
和特色教育的“省实路”，在各自的岗位上共筑“省实梦”，
展现了新时代广大教师坚守讲台的新形象新风貌，涌现出一
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潜心育人的
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表彰他们做出的突出贡献，弘扬
他们的高尚师德和奉献精神，经民主推荐，评先小组讨论，
学校决定：授予阮思冕等11位教师为“先进工作者标兵”，
授予王剑等60位教师为“先进工作者”，授予丁辉等15位教
师为“教书育人奖”，授予邓洲恒等18位教师为“优秀青年
教师”,授予李冬璇等7位教师为“服务育人奖”，授予万蕊
等21位教师为“优秀班主任”。授予丁之境等90位教师为“竞
赛突出贡献奖”，授予马夏君等76位教师为“科研积极分子”，

授予张兴华等35位教师为“中考突出贡献奖”，授予李文等
61位教师为“高考突出贡献奖”，授予初中英语科组、初中
体育科组、高中英语科组、高中物理科组为“先进集体”。
（以上各类奖项见获奖名单）
希望受到表彰的教职工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不断在教
书育人的事业中再立新功，并号召广大教职工，以身边的先
进人物为标杆，坚持依法治教，弘扬高尚师德，帮助学生系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模
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教育
新局面，为学校内涵发展再谱华章，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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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获奖名单（一至八项以姓氏笔划为序）
一、先进工作者标兵：11 人
阮思冕、杨姗（语）
、张任、陆鸿雁、陈晓葵、赵明贵、黄冬玲、黄伟明、
曹隆坤、谢明晶、谢春
二、先进工作者：60 人
王 剑、毛雪华、石乐义、卢绮萍、白志萍、邝乃文、冯吉娜、戎振纲、
成 山、吕黎洁、朱 琳、刘庆生、刘宇翔、孙君涛、麦 钢、李 欢、
李少琼、李宏云、李家琦、杨壮宇、杨淑苹、吴建华、邹梅朵、迟 妍、
张 雪、张晓帆、张铁牛、张培杭、张淑华、陈义虎、陈汝静、陈珊丽、
陈康妮、范 娅、林轩腾、林炳发、卓培工、罗卓君、周 静、周纾忻、
赵林明、胡正勇、 胡斯洋、钟 民、袁东柯、黄 湘、黄允翀、黄建伟、
黄绍玲、黄柏树、彭吉思、程 凯、程华胜、傅 岚、曾 晞、谢丽旋、
谢辉志、楚 云、詹凤琴、熊禄金
三、教书育人奖：15 人
丁 辉、刘军涛、杨姗（艺）
、杨 勤、沈源钦、陈秀君、陈胜方、金 畅、
胡金兰、胡金梅、徐梅娟、黄 竞、彭文静、彭德毅、韩世瑞
四、优秀青年教师：18 人
邓洲恒、石海杰、朱明鲲、朱锦伟、刘清清、李国强、时晓靓、吴慧莹、
张 芳、张 曙、张小丹、陈俏敏、陈慧泓、周 逸、钟小凤、姚耀敏、
郭红地、黄嘉永
五、服务育人奖：7 人
李冬璇、张伟城、幸斌、罗嘉玲、赵岩、赵倩韵、黄颖
六、优秀班主任：21 人
万 蕊、马悦怡、王丽丽、王 智、王瑜玥、卢 妙、卢 颖、关岚岚、
李小铿、李 艳、李福健、杨 芳、吴海波、何超林、何 晶、陈晓新、
胡慧君、夏 伊、梁诗咏、韩东明、谢锦辉
七、竞赛突出贡献奖：90 人
丁之境、王友准、王 军、王明新、王 剑、王 智、区嘉俊、邓 鹂、
艾永中、卢 植、卢 颖、乐浩然、朱伯东、朱爱平、刘庆生、刘媛媛、

严旭章、苏 芳、李小铿、李 欢、李国强、李蓓蓓、杨 义、杨 丹、
杨旭生、杨姗(艺)、杨 娥、杨锡齐、吴焯成、岑冠霖、邱艳文、何 梅、
何超林、余能高、余智恒、余颖诗、邹梅朵、宋翠方、张小青、张兴华、
张剑平、张晓帆、张铁牛、张培杭、陈义虎、陈丹黎、陈 达、陈丽丽、
陈秀台、陈俏敏、陈晓新、陈润祥、陈 铿、陈 嘉、林齐培、林轩腾、
卓培工、罗卓君、周奇乐、周 嘉、庞颖欣、郑景林、赵林明、胡正勇、
胡斯洋、闻 熠、宣泽宵、姚文霖、姚耀敏、贺文亮、徐 磊、凌明灿、
黄柏树、黄树秋、黄晓雯、黄 颖、黄嘉永、曹隆坤、梁文顺、梁建舒、
董享禹、程 凯、曾 杰、曾 徐、谢明晶、蔡心怡、蔡优木、廖宇彬、
谭颖群、黎 慧
八、科研积极分子：76 人
丁之境、万 蕊、马夏君、王玉龙、王丽丽、王 剑、左 英、石乐义、
石晓芸、卢 妙、付爱民、朱伯东、朱锦伟、全汉炎、刘庆生、刘雪英、
刘彩燕、刘媛媛、汤曙光、孙洪云、李元博、李 云、李 文、李成该、
李宏云、李 鑫、杨 义、杨壮宇、杨姗(语）、杨淑苹、杨锡齐、杨 鹏、
杨鲜亮、吴 梦、吴锦涛、何超林、张伟城、张晓帆、张培军、张 雪、
张 曙、陈志坚、陈 佳、陈浩杰、陈 铿、陈慧泓、范 娅、卓培工、
周云虹、周 嘉、胡正勇、胡金兰、胡慧君、钟 燕、莫 莉、徐建峰、
徐家连、凌明灿、郭彦瑞、黄建伟、黄 涛、龚海华、梁万峰、梁晓敏、
彭吉思、彭德毅、程华胜、程 凯、程 俊、曾 斌、曾静兰、谢家祭、
蓝 敏、蔡文俊、谭达文、谭颖群
九、中考突出贡献奖：35 人
1.中考总分高分考生任课教师和导师团队
张兴华、李小铿、谢丽旋、刘媛媛、周纾忻、杨少敏、陈俏敏、杨 娥、
胡金兰、楚 云、梁 幸、 黄晓雯、谭 军、迟 妍、卢 妙、邹梅朵、
黎 欢、罗卓君、廖卫星、许 超、黄伟明、陈秀君
2.广州市单科高分考生任课教师
语文（140 分以上）
：楚云、黄伟明、刘佳
数学（147 分以上）
：张兴华、杨娥

英语（148 分以上）
：张莉、周纾忻、梁幸、向湘英
物理（100 分）：李小铿、黄晓雯、罗卓君
政治（92 分以上）：谢丽旋、陈晓葵、卢妙
化学（97 分以上）：谭军、杨少敏
体育（60 分）：陈俏敏、许超、迟妍 、吴焯成
3.中考先进集体
(1)中考成绩突出备课组团队
英语:黎 欢、黄小冰、周纾忻、梁 幸、张 莉、向湘英
政治:谢丽旋、陈晓葵、胡金兰、吴锦涛、卢 妙
物理:李小铿、何 梅、罗卓君、黄晓雯、宋翠方
体育:陈俏敏、许 超、迟 妍、吴焯成
(2)中考突出班级教师团队（班主任+中考科目老师）
初三 3 班：谢丽旋、黄伟明、张兴华、张小利、朱

琳、黄小冰、

李小铿、杨少敏、许超
初三 5 班：杨

娥、楚

云、陈秀君、梁

幸、黄晓雯、谭

军、

娥、邓洲恒、陈勇胜、张

莉、

胡金兰、迟妍
初三 8 班：吴锦涛、刘
何

佳、杨

梅、廖卫星、许 超

十、高考突出贡献奖：61 人
1. 高分优先投档线上 100%的班级
高三 1 班：李 文、张淑华、刘庆生、吕黎洁、王 颖
高三 3 班：左 英、邓翅跃、许作舟、卢绮萍、曾 斌、杨 慧
高三 8 班：杨 姗、周 逸、金 畅、蔡 辉、左 英、傅 岚
高三南山 1 班：谢 春、申青山、伍毅东、汪 波、韩世瑞、傅 岚
高三南山 2 班：程华胜、申青山、伍毅东、汪 波、谢 春、韩世瑞
2. 高考高分学生教师团队
(1)总分进入全省前二十名：
高三南山 1 班(陈芷妍)：
谢春、申青山、伍毅东、汪波、韩世瑞、傅岚

高三南山 2 班(谭泽霖)：
程华胜、申青山、伍毅东、汪波、谢春、韩世瑞
(2)总分进入全省前 50 名学生教师团队
高三南山 1 班（曹雅俊、张瑞霖）：
谢春、申青山、伍毅东、汪波、韩世瑞、傅岚
高三南山 2 班（尹君扬）：
程华胜、申青山、伍毅东、汪波、谢春、韩世瑞
(3)平行班总分进入全省前 500 名学生教师团队：
高三 15 班（章平阔）
：
田长伟、曹阳、符开广、陈洁、成山、陈玲
3.高考“三阶”目标完成度突出班级
高三格致 1 班：李文、张淑华、刘庆生、吕黎洁、王颖
高三格致 2 班：李福健、李宇佳、杨晋鹏、吕黎洁、王颖
高三 3 班：左英、邓翅跃、许作舟、卢绮萍、曾斌、杨慧
高三 4 班：张芳、孟冬宏、陈欣欣、曾斌、刘彩燕、赖增隆
高三 6 班：卢绮萍、龚海华、许作舟、蔡辉、眭苏奇、黄绍玲
高三 11 班：成山、徐梅娟、徐妮、金畅、王正涛、马晋闽
高三 12 班：刘宇萌、许瑞蓉、黄卓琳、赵林明、范娅、程华胜
高三 13 班：赵林明、曹阳、孟冬宏、黄卓琳、石海杰、杨慧
高三 15 班：田长伟、曹阳、符开广、陈洁、成山、陈玲
高三 16 班：范娅、严小鸣、符开广、夏婷、王正涛、陈玲
高三 17 班：时晓靓、严小鸣、刘军凤、夏婷、杨晓园、林小莹
高三 20 班：朱锦伟、黎飞鸣、周若鸿、陆鸿雁、张志扬、陈成
十一、先进集体
初中英语科组、初中体育科组
高中英语科组、高中物理科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