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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生读本》线上培训优秀学员名单

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办、湾里管理局教体办,局属学

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

根据《江西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生读本＞中小学思政课任课教师培训工作方案》《关于〈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线上培训的补

充通知》要求，我市 2500 余名思政课教师参与了全员培训

工作。为表彰先进,激励全市中小学校整体设计、分段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使用，

决定根据线上培训平台实时统计和培训测试情况，表彰一批

线上培训优秀学员。现将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请各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中小学校要统筹安排，系统有效实施，



全面增强读本铸魂育人功能。

附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线上培训优秀学员名单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9 月 16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7 日印发



附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生读本》线上培训优秀学员名单

姓名 学校

谢丽娟 南昌县三汊港中心小学

魏荣华 南昌县富山中心小学

邱歆婷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马娟 南昌市羊子巷小学

杨杭燕 安义县长均小学

张芝青 西湖区抚生路学校

吴海莲 南昌县莲塘一小

戴静 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徐三国 进贤县梅庄中心学校

陈小花 南昌县东新乡中心小学

黄老师 南昌县塘南镇中心小学

舒宇 南昌县莲塘镇城东学校

万月华 南昌县泾口乡中心小学

胡泽鹏 高新区麻丘镇长江小学

张菊菊 南昌县向塘镇第二小学

涂白兰 南昌县向塘实验学校

章琦 南昌县莲塘实验学校

万悦 安义县长埠镇大路小学

魏思思 南昌市昌北第二小学

熊艳 东湖区南京路小学

章姝勤 华联外语实验学校

金润华 南昌市金盘路小学

黄玉娟 南昌孺子学校

罗蓓 南昌县南新乡大港小学

熊小平 南昌县向塘中心小学

陈玲 南昌县莲塘镇邓埠小学

陈莉莉 南昌县广福中心小学

彭娟 新建区长堎镇立新路实验小学

危芸芸 新建区松湖中心小学

徐英 南昌县向塘镇第二小学

詹霞 南昌县黄马乡中心小学

段智浓 南昌县向塘镇丁坊小学

饶文廷 南昌县象湖区洪燕学校



姓名 学校

刘首珂 南昌县莲塘镇城东学校

帅瑜 青云谱区洪都小学

姜翠凤 南昌县东新中心小学

杜兰 育新学校红谷滩分校

杨欢 南昌市洪都小学

张旗旗 南昌市站前路学校

熊乐 南昌县八一乡南邓小学

喻露 南昌县向塘实验学校

李茹 南昌县广福镇中心小学

李楠 南昌市洪都小学

李琪 南昌三中高新孺子校区

熊燕玲 南昌市昌北小学

余芳萍 南昌市洪都小学

吴戈 南昌市羊子巷小学

龚小华 湾里区教研室

万裕蓉 南昌县莲塘第四小学

周爱红 南昌市城北学校

李丽 华东交通大学附属子弟学校

王春玲 南昌凤凰城上海外国语学校

熊凤凰 洪都小学

刘鹤 西湖区松柏小学

黎文娟 南昌华联外语实验学校

蔡园珍 青云谱学校

刘彩玲 安义县南果小学

万分 南昌三中青云谱校区

邓思茹 豫章师范学院附属黄家湖小学

谭鹭鹭 进贤县钟陵乡中心小学

熊学 南昌县黄乡白城小学

熊明浩 南昌县泾口乡中心小学

周宇芬 南京路小学

范蓉 南师附小红谷滩分校

熊宏莉 文教路小学

王桂桢 新建区新建城敏学路

刘慧 南昌市文教路小学

张艳 安义县石鼻中心小学

江玲 南昌县冈上中心小学

汪海燕 豫章小学紫金校区

熊云云 新庐小学

袁延 京安学校

王珲珲 南昌市育新学校九龙湖新城分校

夏凌静 南昌市文教路小学



姓名 学校

熊璐 昌北第二小学

黄玲燕 南昌县莲塘镇中心小学

熊芝 南昌大学附属小学前湖分校

臧海燕 高新区麻丘镇高胡小学

邓丹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宇学校

戴媛媛 南昌市安义县龙津镇城北小学

甘甜 南昌市松柏朝阳学校

熊玲 进贤县民和七小

熊梅秀 南昌县广福镇中心小学

刘星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石鼻镇联合小学

范刘芬 南昌经开区昌北二小青岚校区

熊梅 南昌市十字街学校

罗瑞娟 南昌市文教路小学

夏璐 桃花一村小学

彭秀 南昌市广南学校

魏华英 西湖区桃花一村小学

涂文珍 高新区艾溪湖第一小学

曹枫 经开区新城学校

姜美华 进贤县民和镇第一小学

谭招娣 邮政路小学

曾丽 南昌县广福镇中心小学

胡路辉 进贤县梅庄中心学校

黄春 南昌市新建区南矶学校

张丽 南昌市第八中学

肖红萍 南昌第 16 中学

鲁晓丽 新建区成新学校

桂文佳 进贤县架桥镇初级中学

罗也乐 南昌市盲童学校

李国珠 南昌市铁路第一中学

宋志斌 进贤县第六中学

雷凤婷 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

刘寿平 南昌县向塘二中

钟韧 南昌县向塘二中

温珍贞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麻丘中学

万秋英 南昌县武阳中学

吴敏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席宇东 高新区麻丘中学

高慧 南昌市桃花学校

林朝晖 江西师大附中

赵辉 南昌县广福第一中学

谢丽芳 江西育华学校

黄玉娟 阳明学校



姓名 学校

潘梦俐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郑娅萍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高新实验学校

李清 南昌现代外国语象湖学校

李霞 九龙湖初级中学

章子飘 南昌县广福镇第二中学

万文祺 南昌外国语高新学校

茹婷 南昌市松柏学校教育集团朝阳校区

王玲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刘淑嫒 南昌市红谷滩区新龙学校

刘辉 南昌十九中

颉开庆 南昌市青云谱区江铃学校

解琳 南昌市培英学校

简莉雯 南昌第 16 中学

杨璐霞 新建区第二中学

李嫣 进贤县第一初级中学

周馨 江安学校

刘鑫玲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陈新亮 南昌市桃花学校

钱天痕 南昌三中青云谱校区

聂静怡 南昌一中

邹朝娟 南昌市雷式学校

熊丽娜 南昌县塘南镇新联街新联学校

欧阳可可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化中学

谈华华 南昌市广南学校

章新薇 南昌一中

熊泽婷 安义县万埠镇万埠中学

史梨香 南昌市迎宾中学

桂菲 南昌市第二中学

傅贝霞 南昌县向塘实验学校

魏瑶 南昌市江铃学校

龚江农 莲塘第七中学

胡水平 阳明学校

沈宇 红谷滩区生米中学

杨双双 南昌市田家炳学校

卢晓红 艾溪湖中学

彭玲清 九龙湖初级中学

程燕 南昌市八一中学

杨君玲 南大附中红谷滩分校

陈云鹏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张苗苗 进贤县第一初级中学

涂园园 九龙湖初级中学

徐贞 南昌市湾里一中



姓名 学校

江雪琴 腾龙学校

蒋阳明 南昌县南新中学

徐伟鹏 南昌市育新学校九龙湖新城分校

涂传萌 新建区第五中学

曾海芹 南昌市扬子洲学校

严奇 南昌县银河学校

彭娟娟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沈婷 新建区联圩中学

朱诚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龚云松 石鼻中学

曹小芳 红谷滩区云溪学校

戴富春 新建区松湖初级中学

杜淑平 昌北三中

袁艳 江西省中山舞蹈中等专业学校

苏土水 南昌市铁路第一中学

钟龙胜 南昌市洪都中学

巫鑫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陈薇 南昌东方明珠学校

孟昭涵 南昌先锋软件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段永义 南昌市第二中学

钱国凤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黄雯婷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薛珏静 南昌向远轨道技术学校

李联平 南昌县教科所

王巍莉 南昌市实验中学

刘承超 南昌市第三中学

闵三易 南昌市八一中学

伍惠花 南昌市第十中学

崔志欣 南昌运输职业技术学校

杨彩霞 南昌致远双语学校顺外路

吴新香 南昌市雷式学校

林振 南昌向远轨道技术学校

欧雯颖 南昌二中红谷滩校区

叶小娇 豫章中学

田磊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杨依朦 南昌市洪都中学

王定金 南昌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江燕云 南昌理工职业学校

陈元诗 安义中学

徐慧 新建区第一中学

李小英 南昌理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龚岚 南昌市第三中学



姓名 学校

罗敏 江右艺术高中

聂文庆 江西师大附中

佘灼贞 南昌一中

杨兴宇 南昌运输职业技术学校

陈浩 南昌运输职业技术学校

涂雅珍 南昌运输职业技术学校

邓宜敏 南昌运输职业技术学校

郑志鹏 南昌市第二中学

刘正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姚丹琦 南昌运输职业技术学校

周琛 南昌县莲塘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