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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教 师 培 训 中 心 

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 
 
 

苏师干训〔2020〕20 号 

 
 

2019  

 

 

 

各设区市教育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教育局：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培训工

作的通知》（苏教师函﹝2019﹞3 号）中关于远程网络培训的要

求，强化网络培训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展现 2019

年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培训中优秀学员的精神风貌，

决定分别授予经考核达到 90 分以上（含 90 分）的学员，共 313

位同志为 2019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培训优秀学员的称

号;根据参训人数合格率综合排名评选，共 11 人为优秀管理员的

称号；通过个人申报并根据日常工作量及活跃度综合评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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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一、优秀学员 

（一）南京市 

优秀学员（共 18 人） 

林瓅 二十九中教育集团致远校区 刘珍 二十九中教育集团玉泉校区 

李昕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王苑 二十九中教育集团玉泉校区 

孙久喜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 卜利利 南京民办求真中学 

沈菲菲 二十九中教育集团玉泉校区 汤爱萍 南京市栖霞区仙龙湾幼儿园 

季晓芸 二十九中教育集团幕府山校区 李睿璇 南京民办求真中学 

彭璐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幼儿园第一分园 余晨溪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幼儿园 

邹涛 二十九中教育集团幕府山校区 杜亚萍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 

杜宪真 南京市栖霞区第一实验幼儿园尧顺分园 都瑞 二十九中教育集团幕府山校区 

杨柏梅 南京艺术学院附属中学 李玲 南京市栖霞区学仕风华幼儿园 

（二）无锡市 

优秀学员（共 10 人） 

张晶晶 江阴市敔山湾实验学校（初中） 赵峰 无锡市江南中学 

周来 无锡外国语学校（初中） 孙梅红 无锡南长实验中学 

孙存云 江阴市月城中学 王东 江阴市华士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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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夕武 无锡外国语学校（初中） 申宗贤 宜兴市丁蜀镇丁山小学 

刘凌宏 江阴市第一初级中学 江巧明 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初中） 

（三）徐州市 

优秀学员（共 83 人） 

阚立文 丰县初级中学 朱睿 丰县大沙河镇李寨初级中学 

袁瑞芹 丰县师寨镇东渡希望初级中学 徐淑英 丰县赵庄镇赵庄初级中学 

卓元 睢宁县桃园镇中心小学 潘果 徐州市李井小学 

王辉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校 张华彤 徐州市姚庄小学 

刘静 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实验小学 陈薇薇 徐州市奎山中心小学校 

常薇薇 丰县创新外国语学校 李祥辉 丰县梁寨镇梁寨初级中学 

刘美花 丰县顺河镇顺河初级中学 孙海丽 徐州市侯集实验小学 

张嘉欣 徐州市求是小学 陈月梅 邳州市陈楼果园学校 

周吉元 丰县初级中学 李世玮 丰县王沟中学 

神思 泉山区星光碧水湾小学 陈桂元 徐州市兴东实验学校 

何冰清 新沂市人民路小学 徐金芝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实验小学 

王璨 徐州市铜山区三堡镇周庄小学 纪秀秀 徐州市铜山区房村镇郝湾小学 

郭亚丽 徐州市铜山区房村镇郝湾小学 王静文 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后象小学 

孙颖 徐州市铜山区马坡镇和畅庄小学 支揽月 徐州市铜山区马坡镇中心小学 

王婉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实验小学 田建军 沛县朱寨镇闫寨中心小学 

李雪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魏集实验小学 朱海宁 徐州市铜山区新区实验小学 

秦朝永 徐州市铜山区三堡镇台上小学 耿梦瑶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镇板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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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宁宁 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后象小学 李玉花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实验小学 

魏晓英 沛县鹿楼镇中心小学 高洁 丰县人民路小学 

王聪 丰县宋楼镇田楼小学 段祥 丰县凤城街道办事处中阳小学 

张倩 丰县凤城街道办事处中阳小学 赵常学 丰县人民路小学 

崔萌 徐州市侯集实验小学 郭娟 沛县树人小学 

吴爱华 贾汪区大吴镇中心小学 刘海侠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李克会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中心中学 党红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中心中学 

孙丽萍 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中心中学 田传锋 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中心中学 

朱璐 徐州市铜山区郭集中学 张玉兵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中心中学 

黄忠利 徐州市铜山区单集镇中心中学 贺敏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中心中学 

王凡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孔晓明 沛县树人小学 

吴雨来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中心中学 钱雪梅 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中心中学 

张开永 沛县大屯镇郝寨中学初中部 杨永利 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中心中学 

孙秀芹 贾汪区耿集中学 李娜娜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初中部） 

闫艳侠 徐州市贾汪区英才中学 胡慧杰 徐州市大黄山中学 

鲍建华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孔菁 沛县第五中学 

潘金艳 新沂市王楼中学初中部 陈都猛 邳州市红旗中学 

马银燕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初中部） 胡林林 贾汪区耿集中学 

张广琴 徐州市贾汪区英才中学 袁振群 沛县张寨镇中学 

闫士强 邳州市王杰中学 欧阳胜楠 贾汪区紫庄中学 

王敏 沛县汉源中学 张俊才 新沂市王楼中学初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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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涛 沛县敬安中学 陈王占 新沂市高塘中学 

徐凤莲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冯金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赵鹏 贾汪区耿集中学 和书韵 徐州嘉治剑桥公学初中部 

陆军 新沂市草桥中学   

（四）苏州市 

优秀学员（共 20 人） 

谢美玲 太仓市浮桥镇牌楼小学 郑亮生 太仓市沙溪实验中学 

支秀凤 昆山开发区晨曦小学 黄彩荣 太仓市高新区中学 

朱振娟 太仓市双凤中学 姜海燕 太仓市高新区中学 

顾金花 太仓市沙溪镇第二小学 王成 太仓市港城小学 

徐锦花 太仓市沙溪镇第二小学 孙倩文 太仓市第一中学 

王家佳 常熟市锦荷中学 张晓明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丁湘萍 苏州市相城区渭塘第二中学 蒋鸣熙 苏州高新区第五初级中学校 

董芳珍 苏州学府中学 高俊俊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黄春艳 苏州高新区第五初级中学校 李文 苏州外国语学校（初中） 

沈一萍 吴绫实验小学 臧美凤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五）南通市 

优秀学员（共 26 人） 

陆锐 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 张武琪 南通市通州区骑岸初级中学 

朱燕芳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中学 周伟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初级中学 

钱建华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中学 徐小建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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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军 南通市通州区二窎中学 周烨 南通市通州区新联中学 

葛彩玉 南通市通州区袁灶初级中学 韩剑秋 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浦小钢 如皋市白蒲镇阳光初级中学 王生梅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袁桥初级中学 

蔡魏伟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初级中学 朱晓芬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初级中学 

章苗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初级中学 杨小燕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中 

马海俊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初级中学 吴建梅 如皋市白蒲镇白蒲初级中学 

苏畅 如皋市石庄镇石庄初级中学 刘永华 如皋市搬经镇搬经初级中学 

丁晓亮 如皋市搬经镇搬经初级中学 王业流 如皋市北外附属龙游湖外国语学校 

姜镇 如皋市白蒲镇白蒲初级中学 肖月香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初中 

王辉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吴新华 如皋市磨头镇磨头初级中学 

（六）连云港市 

优秀学员（共 57 人） 

徐磊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属小学 张婷婷 赣榆县班庄镇第二中心小学 

徐进霞 赣榆县青口镇黄海路小学 王淑芳 赣榆县青口镇黄海路小学 

孙利 赣榆县厉庄镇中心小学 韦婷婷 赣榆县赣马镇中心小学 

李红光 赣榆县柘汪镇中心小学 王起超 赣榆县厉庄镇中心小学 

李宗军 赣榆县厉庄镇中心小学 范春娴 赣榆县厉庄镇中心小学 

于亚红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王晓敏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朱逊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王圆方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属小学 

何洪云 连云港市和安中学 卢晓 新海初级中学 

窦翠玲 赣榆县赣马镇中心小学 祁宏波 赣榆县赣马镇第二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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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彩 赣榆县黑林镇中心小学 张娟 赣榆县沙河镇第二中心小学 

王飞 赣榆县门河镇中心小学 苏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刘晓 赣榆县班庄镇第二中心小学 仲芳 赣榆县实验中学 

董洪萍 赣榆县海头镇中心小学 李蓓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张爱苹 东海县张湾中学 朱春水 东海县张湾中学 

姜成义 连云港市板桥中学 张艳 东海县张湾中学 

王平 东海县张湾中学 王燕 连云港市西苑中学 

张慧 连云港市东港中学 王思颖 连云港市西苑中学 

葛金娟 东海县张湾中学 季雪 连云港市西苑中学 

袁艳 连云港市西苑中学 田恒江 连云港市院前小学教育集团 

纪婷婷 连云港市东港小学 翟新星 连云港市西苑中学 

魏蔚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云山校区 于浩 灌云东城区九年制实验学校 

房艳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王中婷 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 

焦凌云 灌云下车中心小学 赵会芳 东海县张湾中学 

陶明南 东海县青湖镇青新教学点 韩蕴 灌南县张店镇中心小学 

李华 海州区板浦实验中学 黄静 连云港市凤凰学校 

盛江波 连云港市南城中心小学 王荣荣 东海县双店镇西池完全小学 

乙福林 连云港市凤凰学校 卢雪 连云港市大村中心小学 

胡建华 灌南县初级中学 陈雪萍 东海县石梁河镇第二中心小学 

颜非 东海县黄川镇西布教学点   

（七）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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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员（共 47 人） 

陈海飞 淮安市赵集镇初级中学 朱晓霞 淮安市韩桥乡初级中学 

庄晓玲 淮安市淮阴区杨庄小学 严娟 淮安市西宋集镇初级中学 

赵米英 淮安市城北开明中学 陈文善 淮安市赵集镇初级中学 

吕瑞 淮安市码头镇初级中学 杨军 淮安市赵集镇初级中学 

叶莎莎 淮安市城北开明中学 刘娜 淮安市刘老庄乡初级中学 

张胜利 淮安市韩桥乡初级中学 杨波 淮安市五里镇九年制学校 

王恩园 淮安天山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张红霞 淮安市韩桥乡初级中学 

张金花 淮安市三树镇蒋集九年制学校 王雷 淮安市三树镇蒋集九年制学校 

张灵玲 淮安市码头镇初级中学 毛雪 淮安市韩桥乡初级中学 

吴磊 淮安市东城开明中学 兰国丹 淮安市古寨乡中心小学 

肖春霞 淮安市韩桥乡初级中学 陈金丽 淮安市五里镇九年制学校 

徐军 淮安市韩桥乡初级中学 田晓波 淮安市南陈集中学（初中部） 

孙艳玲 淮安市南陈集中学（初中部） 丁慧宁 淮安市韩桥乡初级中学 

吴昊冬 淮安市吴集镇初级中学 丁鹏 淮安市西宋集镇汤集九年制学校幼儿园 

葛媛媛 淮安市棉花庄镇大兴九年制学校 王芝国 淮安市老张集乡初级中学 

王文文 淮安市棉花庄镇大兴九年制学校 王敏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幼儿园 

李延赞 淮安市五里镇九年制学校（小学部） 王平平 淮安市银川路实验小学 

徐义军 涟水县灰墩中心小学 路红 涟水县唐集学校（小学部） 

钟加友 淮安市三河小学 徐梦雅 淮安市合肥路小学 

卢功直 淮安贝思特实验学校（中学部） 马豹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启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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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剑 淮安市枚乘路小学 张娟 淮安市范集中学（初中部） 

张才 淮安市范集中学（初中部） 张锦程 淮安市张码小学 

马健 淮安市范集中学（初中部） 陈静 淮安市顺河镇初级中学 

刘隙源 淮安市苏嘴镇初级中学   

（八）盐城市 

优秀学员（共 14 人） 

杨忠 射阳县第六中学 吴乃春 射阳县实验初级中学 

王国强 盐城亭湖新区初级中学 刘菊 盐城市第一初级中学 

曹伟 盐城市龙冈小学 耿秋雯 盐城市北蒋实验学校初中部 

袁舒婕 盐城市神州路初级中学 刘友超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初中部 

吕素萍 建湖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西校区 王晋 盐城市第三小学 

潘恒海 响水县黄圩中学 崇庆月 滨海县八滩镇中心小学 

沈阳 盐城市初级中学 陈宏楼 盐城市明达初级中学 

（九）扬州市 

优秀学员（共 18 人） 

谈玉东 宝应县夏集镇中心初级中学 朱恒松 宝应县泰山初级中学 

梁玉华 宝应县望直港镇中心初级中学 邵久丽 扬州市邗江区凯莱幼儿园 

冯明 宝应县实验幼儿园 纪廷才 宝应县柳堡镇中心小学 

谢军 宝应县氾水镇中心初级中学 鲍迎泉 高邮市高邮镇秦邮小学 

吕顺祥 仪征市古井中学 陈广松 仪征市月塘中学 

蔡海峰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初中部 刘明 高邮市龙虬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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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永 高邮市临泽镇临泽初级中学 刘亚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初中部 

吴晓 高邮市汤庄镇甸垛初级中学 金磊 高邮市临泽镇周巷初级中学 

居芳 高邮市南海中学 孔健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中学 

（十）泰州市 

优秀学员（共 3 人） 

蒋雨琴 泰州市许庄初级中学 石炜祥 兴化市荻垛初级中学 

吴红霞 靖江市滨江学校初中部   

（十一）宿迁市 

优秀学员（共 17 人） 

孙颖 泗阳县致远中学初中部 高春国 泗洪县界集中学 

张玲静 泗洪县魏营中学 余甫松 泗洪姜堰实验学校初中部 

陈蕊 泗洪姜堰实验学校初中部 李敏 宿迁市苏州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吴倩倩 泗洪县泗州学校小学部 周孟 泗洪姜堰实验学校小学部 

董振武 宿豫区关庙初级中学 王晓明 宿迁市实验学校初中部 

石学梅 宿迁市实验学校初中部 赵苏阳 宿迁市实验学校初中部 

张诚 宿迁市实验学校初中部 程刚 宿迁学院附属学校初中部 

徐宜波 宿迁市宿城区屠园实验学校初中部 伏军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唐双虎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二、优秀管理员 

（一）优秀大市管理员 

吕红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   



二、优秀管理员

（一）优秀大市管理员

吕红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

（二）优秀区县管理员
王顺华 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 夏文静 徐州市贾汪区教育局

王绍永 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 师明珠 徐州市丰县教育局

景渭中 苏州市太仓市教育局 冒蔚琴 南通市如皋市教育局

姜成汉 南通市通州区教育局 管玉梅 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

张继攀 连云港市灌云县教育局 李朋 淮安市涟水县教育局

三、优秀总辅导员
王晓玲 连云港灌南扬州路实验学校 伏军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严立洋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中学 吕松和 高邮市赞化学校

张纯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小学部北

校区

张福波 宿迁市湖滨新区晓店中心小学

崔珣 东台市实验小学惠阳路分校 张兴明 仪征市陈集镇第二中心小学

孙丽 连云港市赣榆经济开发区幼儿园 董硕 徐州市新沂市实验学校

四、优秀通讯员
石钰峰 常州市教师发展学院 计凡青 苏州市教师发展学院

严凌琳 南通市教师发展学院 袁龙强 徐州市沛县教育局

王斌 连云港市东海县教师发展中心 郑冬前 盐城市响水县教育局

孟大军 盐城市滨海县教师发展中心 孙利 盐城市射阳县教育局

张运桥 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教体局 靖飞 淮安市洪泽区教育局

以上合计：优秀学员共 313 人，优秀通讯员 10 人，优秀管理员 11

人，优秀总辅导员 10人，优秀通讯员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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