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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州 市 城 中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城中教字〔2021〕25号

★

关于公布2021年城中区小学青年教师
技能比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小学: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我区教师

专业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我局组织开展了2021年城中区小学

青年教师技能比赛。在校级初赛的基础上，各校选拔推荐了

136名优秀教师参加区级复赛，经专家组评审并上报评比工作

领导小组审定，廖紫淇等54名参赛教师和261名指导老师荣获

一等奖；覃心怡等82名参赛教师和387名指导老师荣获二等

奖。现予以公布。

希望获奖教师再接再厉，戒骄戒躁，不断改革创新，再创

佳绩。广大教师要向获奖教师学习，努力提高解读教材、说

课、教学设计等教学基本功，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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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年城中区小学青年教师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

2021年6月25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6月25日印发



附件：

2021年城中区小学青年教师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同等级奖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54名

序号 学科 姓 名 工作单位 指导老师

1 道德与法治 廖紫淇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梁馨元 黄子桓 覃晴 谌雪娇 潘静

2 道德与法治 鞠燕婷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黄璟 班向红 冼玲 农少荣 孙小凤

3 道德与法治 陈瑞雪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黄璟 班向红 冼玲 农少荣 孙小凤

4 道德与法治 李梅珍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梁馨元 黄子桓 覃晴 谌雪娇 潘静

5 语文 朱秋琳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黄庆峰 梁馨元 常瑜 徐蕊 徐雯春

6 语文 李慧婷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班向红 林娟娟 王今知 冼玲 吴莹夤

7 语文 陆袁萍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班向红 林娟娟 王今知 黄璟 吴喆

8 语文 翁慧萍 柳州市景行双语实验学校 刘颜 郑超 罗秋莎 李熠 黄麒谕

9 语文 梁文轩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黄庆峰 梁馨元 常瑜 徐蕊 徐雯春

10 语文 陈素媛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班向红 林娟娟 王今知 黎玥 戚丽媛



11 语文 王妍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黄庆峰 梁馨元 常瑜 徐蕊 徐雯春

12 语文 许颖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黄庆峰 梁馨元 常瑜 徐蕊 徐雯春

13 语文 徐帆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叶柳苗 陈慧 麦巧静 任静 赵钧

14 语文 许梓墨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班向红 林娟娟 王今知 黄一帆 陈竹

15 语文 罗文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班向红 林娟娟 王今知 邓莉凡 姚艳华

16 语文 杨培聆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赵敏 马静 周银燕 王宪德 蔡晶晶

17 语文 王汝婷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黄庆峰 梁馨元 常瑜 徐蕊 徐雯春

18 语文 汪洁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叶柳苗 陈慧 麦巧静 任静 赵钧

19 语文 陈敏 柳州市前茅小学 江柳英 何慧 曾云凯 贾亚娟 廖雯洁

20 数学 黄颖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胡佳慧 郑婷婷 张方芳 郭冬玉 马晓明

21 数学 王玥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韦莉 肖雪霞 李少娟 王思颖 刘燕

22 数学 蒋微微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赵先琴 邓毛旺 黄鸿梅 黄祥

23 数学 廖瑜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胡佳慧 郑婷婷 张方芳 利昕霖 孙晓丽

24 数学 吕柳萍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韦莉 肖雪霞 李少娟 王思颖 刘燕

25 数学 覃梦婵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赵先琴 黄鸿梅 邓毛旺 雷蕾



26 数学 刘晓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河东校区 韦莉 肖雪霞 李少娟 邓星华 彭丽霞

27 数学 韦雨辰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胡佳慧 郑婷婷 张方芳 韦微

28 数学 杨雅丽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胡佳慧 郑婷婷 张方芳 王玫

29 数学 梁欣婷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韦莉 肖雪霞 李少娟 王思颖 覃佳韵

30 英语 覃瑶瑶 柳州市景行双语实验学校 莫雪莲 凌玲 韦秋丽 李瑛 李佳

31 英语 穆春颖 柳州市景行双语实验学校 凌玲 李佳 韦秋丽 樊兰艳 谢丽

32 英语 李慧敏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刘燕 廖保华 彭程 黄程程 黄宇静

33 英语 韦玮珊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黎玥 班向红 何茜琳 林娟娟

34 英语 赵肵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黎玥 班向红 何茜琳 王今知

35 英语 覃媛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陈瑶 赵先琴 许雅优 曾霞 翟丽艳

36 英语 覃良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刘燕 林利 廖保华 王佳文 孙璠

37 体育与健康 罗杨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王珏 刘波 张磊 韦庆时 谭昊

38 体育与健康 刘意琳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李宇江 陈诗雅 陈戊德 黄明丽 王娟

39 体育与健康 李予茜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许雅优 房芳 梁银燕 冼凌

40 体育与健康 黄海强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李宇江 陈诗雅 陈戊德 黄明丽 王娟



41 音乐 吴柳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艾秀清 陈静灵 黄璟 覃艺

42 音乐 潘慧敏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周晓希 苏曲 劳心 彭熙原 温泉

43 音乐 刘月晗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曾霞 曲柳 陈燕 任敏 肖菲菲

44 美术 黄 婧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李靖静 楼莉 曾莉雯 吴亦鋆 李妍

45 美术 黄力力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李露凌 艾秀清 罗毅 唐晓 李剑

46 美术 申谧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韦柳莉 肖迪 王雅静 张露文 荣弥

47 科学 彭媛娟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卢蓓 潘莉莉 黄双兰 何溶 王园园

48 科学 曾艳丽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郭文新 韦丽林 朱珉 黄学毅 陈柳强

49 科学 周彦希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河东校区 容文伶 周耀 韦柳涛 蔡亮 王碧珍

50 综合实践活动 肖敏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潭中校区 林雪玉 覃远彬 蒋玲 张俊 张瑾

51 综合实践活动 朱岑利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陈意曼 赵敏 杨红辉 王宪德 曾纯

52 信息技术 邓灵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韦丽林 胡均 胡佳慧 黎玥

53 信息技术 滕钰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莫自菊 罗倩 江斌 史哲卿 赵伟宁

54 信息技术 覃文欢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翟丽艳 覃雅菊 黄志海 龙志远 陈胜涛



二等奖82名

序号 学科 姓 名 工作单位 指导老师

1 道德与法治 覃心怡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潘莉莉 蓝岚 龙丽梅 黄雅驰

2 道德与法治 黄羚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潘莉莉 李丹红 覃巧 张晓虹

3 道德与法治 曾祥瑜 柳州市景行双语实验学校 沈迪 廖莎莎 唐晓燕 覃馨慧 王慧媛

4 道德与法治 郑碧云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陈意曼 赵敏 梅旋 李春林 刘海婵

5 语文 熊苹惟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叶柳苗 陈慧 麦巧静 任静 赵钧

6 语文 戴洁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林娟娟 王今知 冼玲 谢慧婷

7 语文 黄雪莹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林娟娟 王今知 黄璟 黎玥

8 语文 梁智清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叶柳苗 陈慧 麦巧静 任静 赵钧

9 语文 杨晨艺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林娟娟 艾秀清 王今知 陈素媛

10 语文 陆萍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黄庆峰 梁馨元 常瑜 徐蕊 徐雯春

11 语文 周亚星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黄庆峰 梁馨元 常瑜 徐蕊 徐雯春

12 语文 韦选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赵敏 马静 王宪德 蔡晶晶 温娜



13 语文 李茜瑾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叶柳苗 陈慧 麦巧静 任静 赵钧

14 语文 朱懿周 柳州市前茅小学 江柳英 曾云凯 钟培玲 陆伟婷 凌柳优

15 语文 谢金芝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兰秋惠 韦凤艳 吴小琳 林柳娟 冯露菊

16 语文 伍宇思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艾秀清 林娟娟 王今知 冼玲

17 语文 董敏琦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叶柳苗 陈慧 麦巧静 任静 赵钧

18 语文 刘韫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黄庆峰 梁馨元 常瑜 徐蕊 徐雯春

19 语文 谭智嘉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叶柳苗 陈慧 麦巧静 任静 赵钧

20 语文 黄爱丽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刘晔 陈姿 关露菡 赵红珍 梁琼娥

21 语文 黎雅柔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黄庆峰 梁馨元 常瑜 徐蕊 徐雯春

22 语文 姚婧婷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赵敏 马静 曾纯 吴艳 石娅迪

23 语文 郭淑璇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叶柳苗 陈慧 麦巧静 任静 赵钧

24 语文 覃春燕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叶柳苗 陈慧 麦巧静 任静 赵钧

25 语文 韦静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赵敏 马静 周银燕 卢丽茹 侯尚坤

26 语文 徐东虹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陈姿 刘晔 赵红珍 岑晓 梁琼娥

27 数学 陆金梅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韦莉 肖雪霞 李少娟 邓星华 覃佳韵



28 数学 黄先子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潭中校区 韦莉 肖雪霞 李少娟 邓星华 彭丽霞

29 数学 李丽萍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潘秋龙 王芳 李春林 谢筱竹 陈慧玲

30 数学 何雅娟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赵先琴 黄鸿梅 雷海燕 李媛君

31 数学 刘芳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赵先琴 董燕 陈丽 张慧 秦桂芳

32 数学 巫丽霞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杨柳 陈洁珊 邱葵 辛燕明 覃庆群

33 数学 韦柳贝 柳州市景行双语实验学校 李珊 王柳红 张日明 韦海荣 曾秋敏

34 数学 郑利平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赵先琴 雷蕾 陈丽萍 邓毛旺

35 数学 曾莹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赵先琴 秦桂芳 李媛君 黄鸿梅

36 数学 高艺婕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胡佳慧 郑婷婷 张方芳 孙晓丽

37 数学 陈汶希 柳州市前茅小学 曾云凯 李彦 陈丽霞 梁艳华 李慧慧

38 数学 邓惠文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胡佳慧 郑婷婷 张方芳 马晓明

39 数学 兰俊雪 柳州市前茅小学 曾云凯 吴秋蓉 全胜带 贺丽君 李思敏

40 数学 肖培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潘秋龙 石靖 杨红辉 郑霞梅

41 数学 陈冯如昕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陶开艳 韦小菊 梁微 梁丽珍 刘丽华

42 英语 吴梦萍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黎玥 班向红 艾秀清 何茜琳



43 英语 谭舒元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黎玥 班向红 艾秀清 何茜琳

44 英语 陈思任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陈瑶 赵先琴 许雅优 曾霞 翟丽艳

45 英语 周斌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陈瑶 赵先琴 许雅优 曾霞 翟丽艳

46 英语 黄洁文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陈瑶 赵先琴 许雅优 曾霞 翟丽艳

47 英语 潘楠楠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张献文 曹璐璐 吴娟娟 邓智颖 刘雨萱

48 英语 薛洁明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刘燕 廖保华 彭程 黄程程 黄宇静

49 英语 周怡菲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黎玥 班向红 艾秀清 何茜琳

50 英语 朱滢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刘燕 廖保华 彭程 黄程程 黄宇静

51 英语 林梦君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陈瑶 赵先琴 许雅优 曾霞 翟丽艳

52 英语 陈丹婷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刘燕 林利 廖保华 王佳文 孙璠

53 体育与健康 吴欣蔚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林玲 刘波 李德园 区念 魏志鹏

54 体育与健康 聂云 柳州市前茅小学 江柳英 吴觅 杨淦 罗建访 柳彩琦

55 体育与健康 李旭 柳州市景行双语实验学校 龙入云 赖恒毅 邱娜 李加涛 蒋雨晴

56 体育与健康 林波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林玲 刘波 李德园 梁捷 魏志鹏

57 体育与健康 覃先光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许雅优 黎杰 房芳 伍政



58 体育与健康 杨浩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陈意曼 黄露 向雯 叶嘉 周远林

59 音乐 李心悦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曾霞 曲柳 陈燕 任敏 肖菲菲

60 音乐 黎曾幽竹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余宣萱 韦睿 张道妮 徐嘉 莫婷婷

61 音乐 罗紫薇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艾秀清 陈静灵 黄璟 覃艺

62 音乐 陈俊妃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潭中校区 林雪玉 张豫晋婧 黄小燕 陈静

63 美术 覃文婷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韦柳莉 肖迪 梁艳 贡翔 覃吉

64 美术 覃晴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李露凌 艾秀清 罗毅 龙思俊 周晓倩

65 美术 唐颖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李靖静 楼莉 曾莉雯 吴亦鋆 贺彧

66 美术 蔡文婧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陈意曼 伍雪静 陆苇 余佳琪

67 美术 黄阳乙平 柳州市前茅小学 江柳英 何慧 曾云凯 赖燕秋 伍亦萱

68 美术 冀霖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秦丽珍 戴凌云 韦秋婷 邓智颖 谢坛牧人

69 科学 李璐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容文伶 周耀 韦柳涛 蔡亮 王碧珍

70 科学 吴远幸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覃莉 朱雪莲 梁冬梅 陆明丽

71 科学 姚霏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卢蓓 黄双兰 何溶 王园园 陶敏轩

72 科学 黄韦菲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覃莉 唐作春 陆明丽 梁冬梅 朱雪莲



73 科学 韦柳群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郭文新 韦丽林 朱珉 黄学毅 陈柳强

74 综合实践活动 陈蓓蓓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班向红 邓莉凡 林娟娟 黎玥

75 综合实践活动 黄佳钧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班向红 邓莉凡 林娟娟 黎玥

76 综合实践活动 杨钰婷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唐燕 廖淑莉 黄洁 覃森 覃卢璐

77 综合实践活动 潘艳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唐燕 周廖琼 李冰洁 李金莲 莫期玉

78 信息技术 廖秋群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翟丽艳 覃雅菊 黄志海 龙志远 陈胜涛

79 信息技术 陈弘莉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覃涛涌 邝智宇 蒋萍 吴茜 莫彦飞

80 信息技术 程琴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韦丽林 胡均 胡佳慧 黎玥 玉蓓

81 信息技术 张成 柳州市景行双语实验学校 杨庆生 李香 杨茜 周丽香 付瑜

82 信息技术 杨天景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陆明丽 孙凯 关伟明 韦启轩 廖晓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