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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福州市中学高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通过人员名单

中学语文 121 人

福州第一中学 赵志民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彭蔚兰

福州金山中学 颜燕琳

福州金山中学 康琴

福州金山中学 陈舒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林碧莲

福州格致中学 陈琳

福州格致中学 石海英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林怡

福州第八中学 林勇峰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刘琳

福州第十八中学 江洪涛

福州第十八中学 郑颖

福州第十八中学 郑秀萍

福州第十八中学 宋大勇

福州第十九中学 林中恒

福州第十九中学 翁寿仁

福州第十九中学 陈鸿

福州华侨中学 王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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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铜盘中学 周琳

福州铜盘中学 陈舞燕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黄晓明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汪芳

福州延安中学 谢茜

福州延安中学 陈莹

福州第十四中学 林玉

福州第十五中学 陈阳

福州第十五中学 钟佳音

福州第十二中学 刘慧玉

福州第三十中学 黄宇琤

福州第四十中学 詹碧容

福州第四十中学 廖素娥

福州城门中学 邵斌

福州第七中学 卢璟

福州第七中学 郑仁荣

福州第十中学 叶素英

福州市鼓山中学 郑敏

福州市鼓山中学 廖祖国

福州市鼓山中学 陆艳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吴英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王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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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陈建湘

福州江滨中学 邵晓达

福州江滨中学 李强

闽侯县第三中学 侯协添

福州高新区建平初级中学 林财飞

长乐第一中学 朱鹃

长乐第一中学 邱永秀

长乐第二中学 陈金辉

长乐第二中学 肖珠宝

长乐第二中学 黄燕飞

长乐第三中学 李兆振

长乐第五中学 张云萍

长乐第六中学 陈晓燕

长乐第七中学 陈建鑫

长乐区朝阳中学 林巧苏

长乐区朝阳中学 林芬

长乐区朝阳中学 陈来源

长乐区琅峰中学 黄亨章

长乐区琅峰中学 高铭钦

长乐区感恩中学 黄锦恩

长乐区江田中学 高超

长乐区农业中学 孙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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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区鹤上中学 黄秀钦

长乐区漳港中学 王传云

长乐区湖南中学 陈秀凯

长乐区华阳中学 陈瑞云

长乐区文岭中学 叶孝淦

长乐区阜山学校 方善友

长乐区厚福中学 林文阳

长乐区厚福中学 陈汉光

福清第一中学 张涓

福清华侨中学 吴国珠

福清融城中学 陈文栋

福清融城中学 施建鸿

福清康辉中学 王剑锋

福清康辉中学 林碧云

福清市宏路中学 郑卫玲

福清市宏路中学 林民强

福清第三中学 何明钦

福清龙西中学 陈青苗

福清姚世雄中学 姚正茂

福清市上苍初级中学 倪振强

福清市江镜初级中学 何辉

福清市瑟江初级中学 游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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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民乐初级中学 关碧霞

福清市梧岗初级中学 郭成玲

福清市教学仪器站 徐芳

闽侯县第二中学 冯珠

闽侯县第四中学 吴生希

闽侯县虎峰初级中学 池敬敏

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 黄榕炜

闽侯县荆溪中学 叶春英

闽侯县荆溪中学 陈艳清

闽侯县实验中学 朱清华

闽侯县昙石山中学 赖秀惠

闽侯县白沙初级中学 陈宗水

连江第一中学 邱仲

连江第二中学 卢凤钗

连江华侨中学 郑清

连江黄如论中学 熊枫

连江文笔中学 黄鸿静

连江县安凯学校 陈健

闽清高级中学 潘元鑑

闽清高级中学 郑宁

闽清县城关中学 黄勤权

闽清县白中初中 方友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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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桔林学校 陈崇焕

罗源第一中学 陈彬

福州民族中学 卓建勇

罗源第三中学 卓惠玉

罗源第三中学 陈赛萍

罗源滨海学校 尤芳

罗源第二中学 黄锦晶

罗源县霍口中学 卓忠秀

罗源县碧里中学 陈志朝

罗源县牛坑中学 陈刚

永泰县第一中学 包石纹

永泰县第一中学 张玉琳

福州时代中学 黄新宇

福州阳光国际学校 陈云洁

中学数学 127 人

福州第一中学 龚梅勇

福州第一中学 阳李

福州第二中学 程敦

福州第三中学 杜重成

福州金山中学 汪朝明

福州金山中学 林继枫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林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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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格致中学 郑鹏宇

福州第六中学 陈孔发

福州第八中学 赵钦良

福州第八中学 张艳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林琳

福州外国语学校 丰雷

福州第十六中学 陈葳

福州第十六中学 段振富

福州第十六中学 范月华

福州第十八中学 陆海红

福州第十八中学 唐晓熙

福州第十八中学 郭炜颖

福州第十八中学 郑定磊

福州第十九中学 陈中华

福州第十九中学 林强

福州第十九中学 陈英秀

福州第十九中学 陈祥

福州铜盘中学 王成雯

福州铜盘中学 马琼孝

福州铜盘中学 陈磊

福州铜盘中学 袁熙

福州屏东中学 郑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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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屏东中学 江小燕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钟富香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齐国庚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游惠丽

福州延安中学 林雪娥

福州延安中学 陈国平

福州延安中学 翁珠芳

福州杨桥中学 何斌

福州杨桥中学 郑春英

福州第十四中学 林碧清

福州第三十八中学 刘丽清

福州第三十八中学 兰先明

福州第三十六中学 郑日媚

福州第十五中学 徐荣树

福州第三十四中学 吴丹岚

福州第十二中学 张云锋

福州第四十中学 叶丹

福州红山中学 陈琪

福州第七中学 阮以丹

福州第七中学 吴红

福州第二十中学 陈璇

福州则徐中学 郭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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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亭江中学 周彤岩

福州江滨中学 胡孙凤

闽侯县第三中学 陈晶

福州高新区良存华侨学校 洪进

长乐第一中学 陈自力

长乐第二中学 林凤

长乐第二中学 江学银

长乐第三中学 卢雪容

长乐第七中学 谢星恩

长乐第七中学 黎华高

长乐区航城中学 陈苍生

长乐区航城中学 冯丽华

长乐区航城中学 郑美秀

长乐区吴航中学 余木榕

长乐区玉田中学 郑大干

长乐区感恩中学 董建乐

长乐区感恩中学 郑美

长乐区感恩中学 林孝习

长乐区农业中学 郑巧敏

长乐区鹤上中学 陈宝光

长乐区湖南中学 柯秀如

长乐区湖南中学 陈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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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第二中学 薛日琴

福清华侨中学 陈天明

福清华侨中学 林淑华

福清融城中学 何思斌

福清融城中学 郑长虹

福清康辉中学 林惠芳

福清康辉中学 陈小玲

福清市宏路中学 王征国

福清元载中学 姚国勇

福清港头中学 王为忠

福清德旺中学 高纪喜

福清江阴中学 严松发

福清市滨江初级中学 李秀俊

福清市新楼初级中学 陈润

福清市天恩学校 毛祚怀

福清市华南初级中学 薛贤云

福清市民乐初级中学 汪文智

福清市梧瑞初级中学 张金标

福清良镇中学 蔡贤灼

闽侯县第一中学 潘榕

闽侯县第二中学 黄雨明

闽侯县第四中学 陈宗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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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第四中学 王叶钟

闽侯县第四中学 张国铿

闽侯县第八中学 俞新文

闽侯县竹岐中学 杨永忠

闽侯县荆溪中学 苏孝熀

闽侯县实验中学 余云敬

闽侯县廷坪中学 陈天顺

连江第二中学 何锦子

连江尚德中学 张丽

连江尚德中学 陈犹义

连江黄如论中学 施时华

连江黄如论中学 方福治

连江文笔中学 孙金莲

连江县凤城中学 陈金碧

连江县凤城中学 林华斯

连江县凤城中学 高游云

闽清县第一中学 林世鸿

闽清高级中学 许赞锦

闽清县城关中学 黄书旺

闽清县城关中学 张维强

闽清县城关中学 詹巧明

闽清县东桥初级中学 余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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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文定初级中学 张国鑫

闽清县杉村学校 毛行永

罗源第一中学 郑文雄

罗源滨海学校 黄招良

永泰县第一中学 林志成

福州黎明中学 程小璐

福州黎明中学 郑明辉

福州三牧中学 曾凡霖

福州时代中学 刘昕

福州时代中学 连信榕

中学英语 114 人

福州第一中学 罗凌凌

福州第一中学 柳燕

福州第一中学 李景明

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 龙瑞玲

福州第八中学 宋灵

福州第十一中学 汤荣

福州第十一中学 金鑫

福州第十九中学 吴柳萍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姬泽岚

福州铜盘中学 陈卡妮

福州屏东中学 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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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屏东中学 赖素芳

福州屏东中学 孙淑萱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潘希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饶发娣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郑素白

福州延安中学 缪晓颖

福州第十四中学 郑旭辉

福州第十五中学 凌云

福州第十五中学 林素娟

福州第二十九中学 林琦颖

福州第三十中学 林海燕

福州第四十中学 董海英

福州城门中学 林峰

福州城门中学 郑怀宇

福州第十中学 范少丹

福州第十中学 缪兰芳

福州则徐中学 丁茹

福州市鼓山中学 王健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郑江晖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林辉

福州市亭江中学 詹春燕

福州琅岐中学 贺松



14

福州琅岐中学 姜爱珍

福州江滨中学 王斌瑛

福州高新区建平初级中学 周辉

福州高新区良存华侨学校 赵丽春

福州高新区南屿初级中学 张宝德

福州高新区南屿初级中学 李钦容

长乐第二中学 陈秋玉

长乐第二中学 秦继文

长乐第二中学 陈敏惠

长乐第二中学 林娟

长乐第六中学 陈月英

长乐高级中学 陈晓梅

长乐区城关中学 林建

长乐区朝阳中学 张美云

长乐区朝阳中学 郑宝钦

长乐区朝阳中学 程真

长乐区朝阳中学 董智云

长乐区朝阳中学 潘月琴

长乐区航城中学 林美燕

长乐区航城中学 温孝梅

长乐区航城中学 肖美凤

长乐区航城中学 张巧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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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区营前中学 黄瑞清

长乐区琅峰中学 曾秀

长乐区感恩中学 谢章平

长乐区三溪中学 陈亮

长乐区农业中学 余蔚萍

长乐区文武砂中学 陈燕兰

福清第二中学 郑敏莺

福清第二中学 张喜珍

福清第二中学 陈淑玲

福清第二中学 郭海燕

福清华侨中学 李智勇

福清华侨中学 刘云平

福清融城中学 王小霞

福清融城中学 林家琴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林丽钦

福清康辉中学 黄云

福清市宏路中学 池永青

福清市宏路中学 施文敏

福清龙西中学 王建美

福清虞阳中学 叶秀珍

福清虞阳中学 郑艳

福清市滨江初级中学 叶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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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龙田初级中学 张爱琴

福清市龙田初级中学 施爱芳

福清市梧岗初级中学 郑耘

福清良镇中学 郑少华

闽侯县第二中学 林玉

闽侯县第二中学 叶卫南

闽侯县第四中学 叶邦国

闽侯县东南学校 陈文美

闽侯县大义中学 吴守丽

闽侯县虎峰初级中学 汪长锦

闽侯县尚干初级中学 黄燕英

闽侯县竹岐中学 黄瑞彬

闽侯县荆溪中学 潘强燕

闽侯县实验中学 陈惠琳

闽侯县实验中学 刘苏

闽侯县昙石山中学 郑海冰

闽侯县小箬初级中学 陈凛由

连江黄如论中学 吴香芳

连江县琯头中学 郑德燕

连江县坑园中学 陈坚

闽清县第一中学 陈容

闽清高级中学 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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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城关中学 张飞燕

闽清县城关中学 龚晓音

闽清县白中初中 陈新

闽清县东桥初级中学 刘景灯

福州民族中学 黄芳

罗源第三中学 叶建

罗源第三中学 陈峰

罗源滨海学校 郑寒星

罗源县松山中学 郑丽萍

永泰县第一中学 何燕

永泰县第一中学 林冰

永泰县第一中学 郭秀华

永泰县城关中学 俞秀菊

福州时代中学 郭强

福州时代中学 唐丹芳

中学政治 50 人

福州第二中学 吴嫣

福州金山中学 陈蕾

福州第四中学 林宇

福州格致中学 谢梅莲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王洁琼

福州第十一中学 王冰娟



18

福州第十六中学 梁素灵

福州屏东中学 张永久

福州延安中学 林情华

福州第三十六中学 严孙荣

福州第十五中学 吴彤

福州第十五中学 翁国栋

福州第四十中学 陈兴生

福州城门中学 洪元松

福州市盘屿中学 林映晖

福州第七中学 潘建清

福州第七中学 王盛欣

福州第七中学 章琪

福州市第二十中学 潘军安

福州市鼓山中学 蒋晓真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谢秀平

闽侯县第三中学 张武

长乐第一中学 王流光

长乐第二中学 谭梦兰

长乐区感恩中学 陈祥巧

长乐区农业中学 林美爱

长乐区鹤上中学 陈满银

长乐区漳新中学 程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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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区教育教研室 周敏芬

福清第二中学 吴英豪

福清华侨中学 章雪

福清融城中学 林文

福清融城中学 柳勇惠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吴学琴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林斌

闽侯县第一中学 陈育

闽侯县第二中学 陈煌

闽侯县第四中学 李必盛

闽侯县大义中学 王智勇

闽侯县大义中学 陈萍

闽侯县实验中学 黄清斌

连江第一中学 朱昕苗

连江华侨中学 雷济举

连江尚德中学 刘相镇

连江县浦口中学 林伦标

闽清高级中学 林宜照

闽清县城关中学 邱梅云

罗源第三中学 李晓华

永泰县城关中学 程保洪

福州华伦中学 阮玲霞



20

中学物理 42 人

福州金山中学 唐政

福州格致中学 林枝钦

福州格致中学 林玲

福州第八中学 周义勇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黄金永

福州第十八中学 李文清

福州铜盘中学 陈颐

福州铜盘中学 陈熙

福州高级中学 郑振宁

福州屏东中学 方敏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陈俐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阮新宇

福州第十五中学 徐丽霞

福州第三十中学 黄鹏云

福州城门中学 刘旭

福州第七中学 吴峤

福州第十中学 廖志勇

福州市鼓山中学 杨华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龚冬子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熊剑敏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林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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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俞妫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刘斌

长乐第五中学 吴国全

长乐高级中学 李金莉

长乐区城关中学 王晓东

长乐区航城中学 林秋琴

长乐区航城中学 刘建国

长乐区江田中学 陈登文

福清第一中学 张在焰

福清融城中学 林建红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陈传灿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黄晖

福清市滨江初级中学 陈坤

闽侯县第二中学 王朝娟

闽侯县第四中学 李锦

闽侯县实验中学 杨德群

连江县琯头中学 邱和建

闽清高级中学 孙彬

罗源第一中学 黄照生

罗源第二中学 郑和伟

永泰县城关中学 侯丽容

中学化学 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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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一中学 马东

福州第二中学 李明胜

福州第三中学 陈亨淦

福州三中罗源校区 陈硕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何丽娟

福州第十一中学 吴克敏

福州第十八中学 陈琳

福州高级中学 庄阳彬

福州屏东中学 林燕

福州屏东中学 林希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许东庆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艾青

福州杨桥中学 陈学侃

福州第三十中学 林孟冰

福州第四十中学 林熙

晋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石剑

福州第十中学 蔡玲燕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柯志超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严华英

福州市快安学校 吴有亮

闽侯县第三中学 张美钦

长乐第二中学 陶杰



23

长乐第七中学 吴福来

长乐高级中学 黄炳生

长乐高级中学 李晓华

长乐区航城中学 曹传英

长乐区感恩中学 李爱娇

长乐区鹤上中学 林秀明

福清第一中学 梁少河

福清龙西中学 薛小红

福清德旺中学 薛从雄

福清东张中学 庄世泉

福清市龙田初级中学 林传义

闽侯县第六中学 张学捷

闽侯县关源初级中学 徐美灵

闽侯县廷坪中学 黄祖峰

连江第四中学 陈连焕

连江尚德中学 林华福

连江文笔中学 庄光锋

连江县凤城中学 郑宝成

闽清县第一中学 刘小明

闽清县第一中学 包向青

闽清县省璜初级中学 黄声颖

闽清县下祝初级中学 祝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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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源第一中学 黄艳清

罗源第一中学 李小美

罗源第一中学 郭榕

永泰县第一中学 林秋帆

中学生物 36 人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林金昌

福州格致中学 林沁

福州第八中学 伊丽梅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郑昕

福州高级中学 赵丰

福州屏东中学 刘萍

福州屏东中学 叶芳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张杰

福州杨桥中学 罗清兰

福州第十五中学 陈月红

福州第十二中学 张晓舒

福州第四十中学 李于文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陈荔丹

长乐区玉田中学 邱宝东

长乐区感恩中学 章桂芳

长乐区厚福中学 张建乐

福清第二中学 魏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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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第二中学 郑华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魏疆

福清康辉中学 潘钰

福清康辉中学 陈敏

福清虞阳中学 林丽

福清虞阳中学 林青

福清良镇中学 叶贻焰

闽侯县第二中学 林宝忠

闽侯县祥谦初级中学 连锦花

闽侯县鸿尾中学 陈兵

连江县百胜学校 庄奇

闽清县第一中学 黄金秋

闽清县第一中学 黄建章

闽清县第三中学 陈秋玲

永泰县第一中学 蔡文春

福州三牧中学 沙爱欣

福州时代中学 陈蓉

福州时代中学 周艺珍

福州时代中学 徐焱

中学历史 28 人

福州第二中学 李展鸿

福州第三中学 张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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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格致中学 李怡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练梅英

福州外国语学校 高骏

福州第十六中学 林锦锋

福州第十八中学 陈仲

福州第十八中学 傅丽双

福州第十九中学 俞琼仙

福州铜盘中学 李丽

福州铜盘中学 林小婷

福州屏东中学 肖树坚

福州屏东中学 陈清秀

福州第四十中学 钟尚芬

福州第七中学 刘佳琪

福州第十中学 傅传忠

福州市鼓山中学 金起家

晋安区宦溪中学 方健飞

闽侯县第三中学 林玉珠

长乐区朝阳中学 陈国顺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王硕

闽侯县第一中学 林小燕

闽侯县第六中学 吴秀珠

闽侯县第八中学 潘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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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大义中学 朱立虹

闽清县第一中学 林惠琼

闽清高级中学 黄建英

永泰县青云中学 蔡旺尧

中学地理 24 人

福州第三中学 郑友强

福州金山中学 李小元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吉红艳

福州外国语学校 陈秀丽

福州第十九中学 林芬

福州高级中学 付进华

福州屏东中学 陈明光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冯爱林

福州江滨中学 林云清

长乐高级中学 王婉霞

长乐区金峰中学 刘亨惠

长乐区厚福中学 刘乐尔

福清华侨中学 叶斌

福清元洪高级中学 游兴杰

闽侯县第八中学 陈远志

闽侯县竹岐中学 苏丹

连江第一中学 陈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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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第一中学 黄珠红

闽清高级中学 陈芳

福州民族中学 卓銮希

永泰县城关中学 王建林

永泰县城关中学 鲍华弘

福州日升中学 陈丽芳

福州时代中学 范晓静

中学体育 34 人

福州第一中学 刘宝顺

福州第一中学 王单绮

福州第二中学 林寅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刘军

福州第十九中学 林志红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卢锦涛

福州延安中学 刘芳

福州第三十八中学 陈兴

福州第十五中学 余巧玲

福州第十中学 蒋雪梅

福州则徐中学 曾莉玲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刘用炳

福州市宦溪初级中学 赵茗

福州江滨中学 聂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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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第一中学 王祝明

长乐第七中学 邵辉琴

长乐区航城中学 陈保新

长乐区江田中学 王燕萍

长乐区三溪中学 丁华茂

长乐区鹤上中学 陈正平

长乐区湖南中学 蔡智辉

长乐区华阳中学 郭滨

长乐区华阳中学 廖永红

福清第二中学 郭廷飞

闽侯县第六中学 林毅

闽侯县鸿尾中学 王进辉

连江县凤城中学 李学军

闽清县城关中学 朱兰

闽清县城关中学 陈昌文

闽清县雄江初级中学 池贤彬

闽清县坂东初级中学 黄希康

福州民族中学 黄志恒

福州时代中学 梁艳刚

福州华伦中学 吴华东

中学音乐 6 人

福州第四中学 罗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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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十一中学 易振法

福州第十中学 江颖

闽侯县第四中学 马思昂

闽清县第一中学 刘小瑛

福州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中心 林耿

中学美术 8 人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谢念群

福州第十九中学 许柳铧

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郑冰心

仓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王发平

长乐区感恩中学 闵娟

连江第二中学 陈国欣

连江文笔中学 谢其忠

永泰县第一中学 林子扬

中学信息技术 7 人

福州第三中学 宋立林

福州第十八中学 汤琳纯

福州第十九中学 王则瀚

福州铜盘中学 曹世火

福州屏东中学 陈建敏

福州第三十四中学 林岳

福州市鼓山中学 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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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通用技术 3 人

福州华侨中学 章初

闽侯县第一中学 林廷育

闽清县第一中学 俞喜东

中学劳技 1 人

福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林伟

中学心理健康 1 人

福州金山中学 陈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