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学科教研活动 2+4 教师名单 

公开课教师名单 

序号 学科 姓名 学校 区县 

1 语文 梁晓琳 海丰县德成中英文学校 海丰县 

2 语文 李尊洁 陆丰市博美镇第二中学 陆丰市 

3 语文 李华蓉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4 语文 许立新 陆丰市湖东镇第二中学 陆丰市 

5 语文 戴小慧 陆丰市玉燕中学 陆丰市 

6 语文 黄可欣 海丰县红城中学 海丰县 

7 数学 洪灿杰 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 市直 

8 数学 陈雪芹 陆丰市玉燕中学 陆丰市 

9 数学 陈怡敏 海丰县可塘镇鸿志学校 海丰县 

10 英语 郑斯灵 陆丰市玉燕中学 陆丰市 

11 英语 李月明 陆河外国语学校 陆河县 

12 英语 詹昭葵 城区新城中学 城区 

13 英语 李月明 陆河外国语学校 陆河县 

14 物理 庄冬菊 陆河县东坑中学 陆河县 

15 物理 叶文习 陆河县上护中学 陆河县 

16 物理 郭斌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17 物理 郑俊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18 物理 汪俊宇 海丰县海丰中学 海丰县 



19 物理 李庆兰 海丰县公平中学 海丰县 

20 化学 陈新发 海丰县红城中学 海丰县 

21 化学 黄雨惠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22 化学 于剑 海丰县城东中学 海丰县 

23 化学 宋勇 海丰县城东中学 海丰县 

24 化学 邓琴 海丰县彭湃中学 海丰县 

25 化学 彭萍 陆河县河城中学 陆河县 

26 化学 乔佳 海丰县梅陇中学 海丰县 

27 历史 蓝丽芳 海丰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海丰县 

28 历史 张艳红 海丰县实验中学 海丰县 

29 历史 罗美文 陆河县河城中学 陆河县 

30 历史 吴奕武 陆丰市南塘中学 陆丰市 

31 生物 林秋灵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海丰县 

32 生物 彭鑫玉 海丰县仁荣中学 海丰县 

33 生物 许侠 海丰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海丰县 

34 生物 张彩萍 陆丰市东海龙潭中学 陆丰市 

35 生物 吴婷婷 陆河县陆河外国语学校 陆河县 

36 生物 杨怡桦 海丰县红城中学 海丰县 

37 地理 张天明 海丰县仁荣中学 海丰县 

38 地理 高丽春 海丰县红城中学 海丰县 

39 地理 梁少燕 陆丰市城东中学 陆丰市 

40 地理 陈舒洁 陆丰市碣北中学 陆丰市 



41 道德与法治 曹雪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42 道德与法治 彭丽密 陆河县东坑中学 陆河县 

43 道德与法治 冯惠娜 陆丰市碣北中学 陆丰市 

44 道德与法治 温丹粤 城区田家炳中学 城区 

45 道德与法治 方双 海丰县梅陇中学 海丰县 

46 道德与法治 彭晓艳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海丰县 

 

 

附件 2：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学科教研活动 2+4 教师名单 

说课教师名单 

序号 学科 姓名 学校 区县 

1 语文 徐惠旋 海丰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海丰县 

2 语文 黄可欣 海丰县红城中学 海丰县 

3 语文 彭苑沙 海丰县梅峰中学 海丰县 

4 语文 黄文佳 海丰县彭湃中学 海丰县 

5 语文 李华蓉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6 语文 周小圆 陆丰市八万学校 陆丰市 

7 语文 郭镜填 陆丰市东海第二中学 陆丰市 

8 语文 李冬晖 陆丰市东海镇彭伟学校 陆丰市 

9 语文 许立新 陆丰市湖东镇第二中学 陆丰市 

10 语文 陈莹艺 陆丰市湖东中学 陆丰市 

11 语文 翁一琼 陆丰市碣石第二中学 陆丰市 



12 语文 庄燕卿 陆丰市潭西第二中学   陆丰市 

13 语文 许益娟 陆丰市玉燕中学 陆丰市 

14 语文 戴小慧 陆丰市玉燕中学 陆丰市 

15 语文 彭素美 陆河县河城第二中学 陆河县 

16 语文 陈秋容 陆河县河城中学 陆河县 

17 语文 叶秋满 陆河县上护中学 陆河县 

18 语文 莫丽飞 陆河外国语学校 陆河县 

19 数学 蔡贤娟 城区田家炳中学 城区 

20 数学 陈炉兵 海丰县海丰中学 海丰县 

21 数学 周润英 海丰县彭湃中学 海丰县 

22 数学 陈辉群 海丰县陶河中学 海丰县 

23 数学 文玉梅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24 数学 周嘉凡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海丰县 

25 数学 高建怀 陆丰市碣石第二中学 陆丰市 

26 数学 林武章 陆丰市玉燕中学 陆丰市 

27 数学 江亭燕 陆河县东坑中学 陆河县 

28 数学 罗振响 陆河县上护中学 陆河县 

29 数学 张月琴 陆河县水唇中学 陆河县 

30 数学 罗丽曼 陆河县新田中学 陆河县 

31 数学 庄斯凡 陆河县樟河中学 陆河县 

32 英语 冯小娜 城区东涌中学 城区 

33 英语 刘佳佳 城区田家炳中学 城区 



34 英语 姜素香 海丰县城东尚书学校 海丰县 

35 英语 李瑞雪 海丰县附城中学 海丰县 

36 英语 周静敏 海丰县海丰中学 海丰县 

37 英语 陆振翔 海丰县红城中学 海丰县 

38 英语 董燕丽 陆丰市大安中学 陆丰市 

39 英语 李旋 陆丰市东海第二中学 陆丰市 

40 英语 彭丹红 陆丰市甲东镇钟山中学 陆丰市 

41 英语 余月香 陆丰市甲子镇瀛江学校 陆丰市 

42 英语 谢小彦 陆丰市碣北中学 陆丰市 

43 英语 王惠谊 陆丰市利民中学 陆丰市 

44 英语 黄素卿 陆丰市西南镇青塘学校 陆丰市 

45 英语 李丹红 陆河县河口中学 陆河县 

46 英语 张小娜 陆河县樟河中学 陆河县 

47 英语 郑绮施 汕尾市城区逸夫初级中学 城区 

48 英语 叶文雯 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 市直 

49 物理 林再千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50 物理 陈宝玉 红海湾区白沙中学 
红海湾

区 

51 物理 张焱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海丰县 

52 物理 刘雄德 海丰县海丰中学 海丰县 

53 物理 郭斌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54 物理 郑俊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55 物理 房增保 陆丰市甲西镇第二中学 陆丰市 

56 物理 刘彩花 陆丰市龙辉学校 陆丰市 

57 物理 陈东瑶 陆丰市铜锣湖中学 陆丰市 

58 物理 陈旭坚 陆丰市玉燕中学 陆丰市 

59 物理 汪俊宇 海丰县海丰中学 海丰县 

60 物理 李庆兰 海丰县公平中学 海丰县 

61 物理 陈少科 陆丰市玉燕中学 陆丰市 

62 物理 罗旋辉 陆河县新田中学 陆河县 

63 物理 沈曙钟 陆丰市河西镇第二中学 陆丰市 

64 物理 张晓晶 陆河县 陆河外国语学校 陆河县 

65 物理 林宛蓉 陆丰市金厢中学 陆丰市 

66 化学 杨贤玲 城区捷胜中学 城区 

67 化学 石丽萍 城区汕尾中学 城区 

68 化学 于剑 海丰县城东中学 海丰县 

69 化学 宋勇 海丰县城东中学 海丰县 

70 化学 林丽燕 海丰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海丰县 

71 化学 杜楚君 海丰县梅峰中学 海丰县 

72 化学 乔佳 海丰县梅陇中学 海丰县 

73 化学 邓琴 海丰县彭湃中学 海丰县 

74 化学 林宗 海丰县实验中学 海丰县 

75 化学 唐海婵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76 化学 黄文兵 陆丰市南塘中学 陆丰市 



77 化学 朱泽涛 陆河外国语学校 陆河县 

78 化学 彭萍 陆河县河城中学 陆河县 

79 化学 张剑平 陆河县南溪中学 陆河县 

80 化学 张秀丽 陆河县实验中学 陆河县 

81 化学 叶智勉 陆河县实验中学 陆河县 

82 化学 黄燕妮 汕尾市城区东涌中学 城区 

83 历史 连智瑜 海丰县德成学校 海丰县 

84 历史 陈秋如 海丰县附城中学 海丰县 

85 历史 章海荣 海丰县海丰中学 海丰县 

86 历史 黄张辉 海丰县红城中学 海丰县 

87 历史 刘殿军 海丰县梅陇中学 海丰县 

88 历史 万军 海丰县梅陇中学 海丰县 

89 历史 张艳红 海丰县实验中学 海丰县 

90 历史 黄秋君 海丰县实验中学 海丰县 

91 历史 刘珠琴 海丰县实验中学 海丰县 

92 历史 张丽婷 陆丰市大安镇石寨学校 陆丰市 

93 历史 杨俊杰 陆丰市东海新龙中学 陆丰市 

94 历史 卓龙锋 陆丰市利民中学 陆丰市 

95 历史 吴弈武 陆丰市南塘中学 陆丰市 

96 历史 廖生龙 陆丰市星都学校 陆丰市 

97 历史 罗美文 陆河县河城中学 陆河县 

98 历史 魏飞娟 陆河县河口中学 陆河县 



99 历史 叶燕镁 陆河县螺溪中学 陆河县 

100 历史 谢慧丽 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 市直 

101 生物 陈伟聪 城区红草第一中学 城区 

102 生物 吴晓文 城区东涌中学 城区 

103 生物 张银映 城区田家炳中学 城区 

104 生物 李伟城 海丰县可塘镇实验学校 海丰县 

105 生物 林诗雅 海丰县德成中英文学校 海丰县 

106 生物 陈文林 海丰县海丰中学 海丰县 

107 生物 邱惠芬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海丰县 

108 生物 李玲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海丰县 

109 生物 朱华锋 海丰县龙津中学 海丰县 

110 生物 徐家鹏 海丰县梅峰中学 海丰县 

111 生物 谢美霞 陆丰市甲子镇第一中学 陆丰市 

112 生物 林素娟 陆丰市玉燕中学 陆丰市 

113 生物 黄丹菁 陆丰市东海第二中学 陆丰市 

114 生物 叶胜华 陆河县河城第二中学 陆河县 

115 生物 罗碧珊 陆河县实验中学 陆河县 

116 地理 江美琼 海丰县德成中英文学校 海丰县 

117 地理 周毓栋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海丰县 

118 地理 江雄 海丰县梅峰中学 海丰县 

119 地理 林菲菁 海丰县彭湃中学 海丰县 

120 地理 曾秀敏 陆丰市博美镇第二中学 陆丰市 



121 地理 胡雪蓉 陆丰市东海第二中学 陆丰市 

122 地理 李佳佳 陆丰市东海新龙中学 陆丰市 

123 地理 吴珊 陆丰市海城镇第三中学 陆丰市 

124 地理 王锦明 陆丰市河东中学 陆丰市 

125 地理 陈维晔 陆丰市甲子镇第一中学 陆丰市 

126 地理 肖志朝 陆丰市碣石中学 陆丰市 

127 地理 叶思柳 陆河外国语学校 陆河县 

128 地理 麦丽敏 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 市直 

129 道德与法治 温丹粤 城区田家炳中学 城区 

130 道德与法治 林政耿 海丰县附城中学 海丰县 

131 道德与法治 高仕妮 海丰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海丰县 

132 道德与法治 林晓静 海丰县彭湃中学 海丰县 

133 道德与法治 曹格娟 海丰县彭湃中学 海丰县 

134 道德与法治 林晓燕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 市直 

135 道德与法治 陈贤河 陆丰市甲东钟山中学 陆丰市 

136 道德与法治 陈小丹 陆丰市东海镇彭伟学校 陆丰市 

137 道德与法治 王月娥 陆丰市河东中学 陆丰市 

138 道德与法治 李俊腾 陆丰市碣石中学 陆丰市 

139 道德与法治 曾惠迎 陆丰市西南中学 陆丰市 

140 道德与法治 彭玉婷 陆河县上护中学 陆河县 

141 道德与法治 林丽珊 陆河外国语学校 陆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