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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扬中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扬中市重教兴学先进集体
新坝镇

云腾集团

大全集团

江苏政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9 年镇江市
“十佳教师”

荫蔡霞袁女袁1982

年生袁中共
党员袁 镇江市骨干教师袁江
苏省扬中高级中学语文备
课组长遥 主持镇江市级课题
1 个袁多次参与国家尧省尧市
级课题研究袁多篇论文在省
级刊物发表曰多年任教高三
强化班袁 多名学生考入清
华尧北大袁辅导多名学生在
国家级竞赛中获奖遥

荫沈亚琴袁女袁1982

年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 扬中市骨干教
师袁现任新坝中学教务处副
主任遥 十余篇论文在省级获
奖或发表袁参与省级重点课
题研究袁主持镇江市级课题
2 个袁 在江苏省名师送培尧
镇江市级名师大讲堂等活
动中开设示范课尧研讨课数
十节遥 曾被评为镇江市师德
先进个人遥

荫杨荣芳袁女袁1974

年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 扬中市骨干教
师袁丰裕中心小学美术备课
组长遥 出版低尧中尧高段叶少
儿剪纸曳教材三本袁十余篇
论文在省市级获奖或发表袁
多次参与省尧 市级课题研
究遥 曾被评为江苏省乡土人
才三带新秀袁获镇江市第九
届文艺创作奖等荣誉遥

荫徐源袁女袁1988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 扬中市骨干教师袁
现任三跃中心小学副校长遥
入选教育部乡村青年教师
培养奖励计划名单尧江苏省
乡村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
划袁多次在省尧市级教学竞
赛中获奖 袁20 余 篇论 文 在
省尧市级获奖或发表袁参与
省级课题研究袁主持镇江市
级课题 1 个遥 曾被评为镇江
市教坛新秀尧镇江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遥

荫蔡红林袁男袁1976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语文教研组长遥 连续多年担任
高三班主任袁所带班级学生成
绩喜人袁 近年有 3 人考取清
华尧北大遥 参与国家尧省级课题
研究袁曾被评为镇江市争先创
优先进个人遥

荫严小平袁女袁1968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第二高级中学英语教
师遥 从教 28 年来袁多年担任班
主任工作袁 对待学生宽严有
度袁所带班级学风正尧纪律严袁
曾被评为扬中市优秀团支部遥
个人曾被扬中市人民政府记
三等功遥

荫常加云袁男袁1980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 江苏省扬中中等专业
学校语文教师袁 现任学校总务
处主任遥 曾获省信息化教学大
赛三等奖尧 镇江市信息化大赛
教学软件一等奖尧 教育技术能
力竞赛二等奖尧 职业学校教师
优质课评比二等奖等荣誉遥

荫包纪林袁男袁1967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 扬中市骨干教师袁外
国语中学教育集团化学老师遥
从教 29 年袁 多年担任毕业班
班主任袁严而有爱尧细致扎实
的工作作风赢得学生尧家长的
广泛赞誉遥 曾被扬中市人民政
府记三等功遥

荫王先洪袁 男袁1966 年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第一中学教育集团
语文教研组长尧备课组长遥 从
教 32 年袁教育教学成果优异袁
以身作则引领学生树立正确
价值观袁 积极帮助新教师成
长遥 曾被扬中市人民政府记三
等功遥

荫奚红健袁女袁1981 年出生袁兴
隆中学化学教师袁现任学校总
务处副主任遥 多次在省市级教
师基本功大赛尧优质课评比中
获奖袁多篇论文在省尧市级获
奖或发表遥 帮助多名青年教师
在市级基本功大赛中获奖遥

荫戴美蓉袁女袁1983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 镇江市骨干教师袁八
桥中学语文教师袁现任学校办
公室主任尧语文备课组长遥 曾
被评为镇江市十佳教师尧镇江
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袁获镇江
市班主任基本功竞赛一等奖遥

荫瞿旭梅袁女袁1979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语
文教师遥 多篇论文在省市级获
奖袁 多次在省市级教学竞赛中
获奖遥 曾赴赣榆县塔山镇中心
小学支教两年遥 曾被授予镇江
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尧 扬中市
青年志愿者标兵等荣誉称号遥

荫田丰袁女袁1974 年出生袁中共
党员袁镇江市骨干教师袁扬中市
学科带头人袁 外国语小学教育
集团数学教师尧备课组长遥多次
在省市级教学竞赛中获奖遥 20
余篇论文在省尧 市级获奖或发
表遥曾获评镇江市十佳教师袁被
扬中市人民政府记三等功遥

荫林芸袁女袁1986 年出生袁南师
扬中附小教育集团滨江小学
数学教师袁现任学校办公室副
主任遥 多篇论文在省市级获奖
或发表袁多次在省市级教学竞
赛尧论文评比中获奖遥 积极参
加各类志愿服务遥 曾被评为镇
江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遥

荫徐敏袁女袁1975 年出生袁中共
党员袁镇江市骨干教师袁扬中
市学科带头人袁现任特殊教育
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尧 校长遥
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26 年袁辛
勤耕耘尧全心投入遥 曾被评为
江苏省特殊教育先进工作者遥

荫李浩袁女袁1979 年出生袁中共
党员袁扬中市骨干教师袁丰裕中
心小学语文教师遥 多次在省市
级教学竞赛中获奖袁 曾执教北
师大入区培训示范课曰 所带班
级曾被评为镇江市优秀少先队
集体遥

荫李培莲袁女袁1979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镇江市骨干教师袁三跃
中心小学语文教师袁 现任学校
党支部书记尧校长遥 曾在全国中
小学优质课评比中获一等奖袁
被评为省优秀青少年科技教育
校长袁 镇江市中小学校优秀共
产党员尧感动校园十佳教师遥

荫陈道敏袁女袁1988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扬中市骨干教师袁兴隆
中心小学数学教师遥 多篇论文
在省市级论文评比中获一等
奖袁 曾获省教学微课评比二等
奖袁多次开设市级公开课袁辅导
学生多人次在省级比赛中获
奖遥 曾被评为镇江市教坛新秀遥

荫陈敏袁女袁1983 年出生袁中共
党员袁镇江市学科带头人袁永胜
中心小学数学教师袁现任学校党
支部书记尧校长遥 入选省优秀乡
村教师培养奖励计划袁多次获国
家尧省级优质课评比一等奖遥 曾
被评为省优秀青少年科技教育
校长尧省教科研先进个人遥

荫陈瑶袁 女袁1981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 扬中市骨干教师袁现
任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遥 主
持省级课题 1 个袁多次开设镇
江市级公开课尧讲座袁曾获江
苏省基础教育数字化优质资
源评比一等奖尧镇江市中小学
教师微课竞赛一等奖等荣誉遥

荫陈月芳袁女袁1976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镇江市骨干教师袁现任
油坊中心幼儿园园长遥 40 篇论
文及教学活动设计在国家尧省尧
市级获奖袁10 余篇论文在国家
级尧省级刊物发表袁多次获省尧
市级教学比赛一尧二等奖袁主持
国家尧省级课题各 1 个遥

荫唐兆琴袁女袁1976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 镇江市骨干教师袁现
任八桥镇中心幼儿园党支部
书记尧园长遥 保教工作和园务
管理成绩显著袁个人曾获江苏
省优秀教学案例评比一等奖袁
被评为镇江市十佳教师尧镇江
市德育先进工作者遥

荫缪永根袁男袁1966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 镇江市骨干教师袁扬
中市学科带头人袁市招生办公
室委员会协理员遥 30 年思想政
治课教学中袁 坚持授人以智袁
育人以德遥 曾被评为扬中市十
佳人民满意校长袁被扬中市人
民政府记三等功遥

荫周文袁女袁1967 年出生袁镇江
市骨干教师袁 扬中市学科带头
人袁 市教师发展中心小学数学
研训员遥 担任多年班主任工作袁
严谨负责袁 深受学生爱戴尧敬
重遥 作为研训员袁务实创新袁辅
导多名老师在省级刊物上发表
文章袁在省尧市级竞赛中获奖遥

荫郭静袁女袁1984

年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 扬中市骨干教师袁
学前教育兼职研训员袁现任
兴隆中心幼儿园副园长遥 3
篇论文在国家尧省级刊物上
发表袁 主持省级课题 1 个袁
镇江市级课题 2 个袁多次参
与国家尧省尧市级课题研究袁
积极辅导青年教师参加教
学竞赛袁 并有多人次获奖遥
曾获省级优秀教育活动评
比二等奖遥

扬中市教育系统 2019 年度
“六个十佳”
先进集体、
个人
2019 年扬中市十佳先进发展集体

2019 年扬中市十佳德育工作者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
扬中市外国语中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外国语小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兴隆中心小学
扬中市文化新村幼儿园
扬中市新坝中心幼儿园
扬中市教师发展中心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
扬中市新坝中学
扬中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西来桥学校
扬中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中小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油坊中心小学
扬中市第一幼儿园
扬中市三茅中心幼儿园

2019 年扬中市十佳优秀教师

2019 年扬中市十佳教坛新秀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
扬中市外国语中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八桥中学
扬中市外国语小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新坝中心小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中小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丰裕中心小学
扬中市第二幼儿园

黄 兰
石 力
何佩蓉
刘良美
陈 岳
杨美琴
余春香
郭新华
卢 敏
孙玲美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江苏省扬中中等专业学校
扬中市外国语中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西来桥学校
扬中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外国语小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新坝中心小学
扬中市联合中心小学
扬中市文化新村幼儿园
扬中市丰裕中心幼儿园

2019 年扬中市十佳乡村教师
赵誉涵
翟清海
黄 丽
俞秀兰
吴纪红
姚 云
宗红鑫
肖月红
陈容真
韩 潇

扬中市新坝中学
扬中市同德中学
扬中市兴隆中学
扬中市联合中心小学
扬中市长旺中心小学
扬中市八桥中心小学
扬中市永胜中心小学
扬中市联合中心幼儿园
扬中市兴隆中心幼儿园
扬中市西来桥中心幼儿园

吴纪荣
朱永宏
鄂友国
朱敏华
张 燕
姚 倩
梅友荣
徐 琴
何跃芳
冷彩云

2019 年扬中市十佳服务先锋

尤超群
肖佳慧
夏 雯
陈 宁
郭润琦
赵秋怡
朱 琳
崔亚珂
朱雪妍
吴欣燃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江苏省扬中中等专业学校
扬中市新坝中学
扬中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西来桥学校
扬中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外国语小学教育集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中小学教育集团
扬中市新坝中心幼儿园
扬中市教育经费结算中心

张庆明
张丁尹
王广剑
陆明良
印兴良
徐 萍
徐冬梅
苏海燕
季玉婷
薛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