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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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各设区市教育局教师工作（人事、师资）处、教师发展机构：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培训工

作的通知》（苏教师函〔2020〕5 号）、省师干训中心《关于认真

组织实施 2020 年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培训项目的通知》（苏师干训

〔2020〕1 号）和《关于推选 2020 年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并承担

省级培训的通知》（苏师干训〔2020〕12 号）精神，经各设区市

教育局推荐，省师干训中心组织专家进行材料审核和现场答辩，

确定了戈柔等 50 位同志为 2020 年江苏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现

将结果（名单见附件）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18—

—21 日。 

对推选结果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我中心反映。通讯地

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77 号 23 信箱，邮政编码：210013，联系电

话：025-8375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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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序号 地区 姓名 工作室类别 所在单位 

1 苏州市 戈柔 学前教育 学科类 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镇江市 王海英 学前教育 学科类 扬中市新坝镇中心幼儿园 

3 苏州市 潘娜 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科类 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 

4 南京市 曹海永 小学语文 学科类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5 无锡市 李勤 小学语文 学科类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6 常州市 许嫣娜 小学语文 学科类 常州市华润小学 

7 南通市 吴建英 小学语文 学科类 海门市东洲小学 

8 盐城市 雷燕 小学语文 学科类 盐城市第一小学 

9 扬州市 李吉银 小学语文 学科类 扬州大学教科院附属杨庙小学 

10 南京市 戴厚祥 小学数学 学科类 南京市江宁区教学研究室 

11 无锡市 包静娟 小学数学 学科类 江阴市教师发展中心 

12 常州市 潘小福 小学数学 学科类 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3 南通市 陈金飞 小学数学 学科类 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 

14 苏州市 王文英 小学数学 学科类 太仓市高新区第二小学 

15 常州市 施璐嘉 小学英语 学科类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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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姓名 工作室类别 所在单位 

16 泰州市 吉桂凤 小学英语 学科类 泰州市海陵区教师发展中心 

17 宿迁市 王晓青 小学英语 学科类 泗洪县衡山路实验学校 

18 淮安市 王素芳 小学体育 学科类 淮安市人民小学 

19 徐州市 张振华 小学美术 学科类 沛县教师发展中心 

20 连云港 王勇 初中道德与法治 学科类 连云港市海头初级中学 

21 淮安市 骆殿兵 初中道德与法治 学科类 淮安市共和九年制学校 

22 淮安市 张宁生 初中语文 学科类 淮安市淮安区教育体育局 

23 盐城市 杨晓翔 初中数学 学科类 东台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24 无锡市 许帮正 初中物理 学科类 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5 镇江市 於飞 初中化学 学科类 镇江市丹徒区教师发展中心 

26 南京市 孟凡军 高中语文 学科类 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 

27 常州市 张志勇 高中数学 学科类 常州市第五中学 

28 苏州市 钱宁 高中数学 学科类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29 扬州市 李福庆 高中英语 学科类 扬州市邗江区教育局 

30 南京市 夏季云 高中物理 学科类 南京市第一中学 

31 常州市 汪明 高中物理 学科类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32 徐州市 王保强 高中化学 学科类 新沂市第一中学 

33 常州市 房宏 高中化学 学科类 常州市教师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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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姓名 工作室类别 所在单位 

34 无锡市 陈廷华 高中生物 学科类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35 连云港 陈维 高中生物 学科类 连云港高级中学 

36 南京市 杨维风 高中政治 学科类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37 苏州市 唐琴 高中历史 学科类 苏州市吴江区教育科学研究室 

38 无锡市 佟柠 高中地理 学科类 无锡市教师发展学院 

39 无锡市 吴昀 学前管理 管理类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 

40 常州市 冯雅静 学前管理 管理类 
常州市鸣珂巷幼教集团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幼教集团 

41 南京市 余颖 小学管理 管理类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42 常州市 庄惠芬 小学管理 管理类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 

43 苏州市 刘玮 小学管理 管理类 苏州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44 南通市 朱爱华 小学管理 管理类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45 常州市 殷群 高中管理 管理类 常州市第一中学 

46 南京市 贲友林 小学数学 项目类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47 常州市 顾丽娟 小学英语 项目类 常州市武进区星韵学校 

48 徐州市 潘德顺 小学科学 项目类 丰县人民路小学 

49 盐城市 马群仁 初中语文 项目类 盐城市教师发展中心 

50 南京市 徐飞 高中语文 项目类 南京市中华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