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 2021 年南昌市教育系统

“年度教师”选拔活动获奖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教科体局、开发区教办（中心）、湾里管理局教体

办,各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

学校:

为引导广大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价值观，切实增强

广大教师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展示南昌教师

新风采、提升南昌教育新形象，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全市教

育系统“年度教师”选拔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各县区、各

学校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选拔竞赛活动。经学校

推荐、县区（片区）选拔、市级选拔赛和决赛，南昌外国语

学校吕善强等 6 位教师荣获 2021 南昌市教育系统“年度教

师”称号；滨江学校甘甜等 30 位教师荣获“年度教师”提

名奖；南昌市第八中学杨琴等 48 位教师荣获“年度教师”

入围奖；南昌县、南师附小等 10 个县区及学校荣获“年度

教师”选拔活动优秀组织奖，现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教师和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挥好

示范引领作用。全市教育系统广大教师要向先进典型学习，

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乐于奉献，勇于创新，为提升南昌教

育品质，唱响“学在南昌”教育品牌做出积极的贡献。

附件：2021 南昌市教育系统“年度教师”选拔活动获

奖名单

南昌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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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南昌市教育系统“年度教师”

选拔活动获奖名单

2021 南昌“年度教师”

组别 县区/市属 教师 所在学校

幼儿园组 西湖区 付 婷 南昌市抚河幼儿园

小学组 青云谱区 幸玲红 南昌市青云谱学校

中学组 市属 吕善强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乡村教师组 南昌县 未兵兵 南昌县泾口乡中心小学

班主任组 新建区 曾桥东 新建区第二中学

思政课教师组 新建区 史晴雯 新建区第二中学

2021 南昌“年度教师”提名奖

组别 县区/市属 教师 所在学校

幼儿园组

（5人）

东湖区 文 静 出新幼儿园

青云谱区 宋 力 江铃保育院

青山湖区 罗 丹 青山湖区第一幼儿园

红谷滩区 钟念云 红谷滩区九龙新城第一幼儿园

市属 王庆庆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保育院

小学组

（5人）

东湖区 甘 甜 南昌市滨江学校

西湖区 黄 莹 南昌市书院小学

红谷滩区 杨 湘 南昌航空大学附属小学红谷滩分校

南昌县 黄龙龙 南昌县斗柏路小学

湾里管理局 徐小云 湾里管理局第三小学

中学组

（5人）

市属 秦 嬿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市属 邹 今 南昌市第三中学

东湖区 曹昌华 南昌市育新学校

安义县 魏晓姗 龙津中学



2021 南昌“年度教师”入围奖

组别 县区/市属 教师 所在学校

幼儿园组
（7人）

安义县 贺 凤 安义县幼儿园

新建区 熊灵芝 新建区第二幼儿园

进贤县 章 颖 进贤县幼儿园

南昌县 曾海燕 南昌县第三幼儿园

湾里管理局 王 玫 湾里管理局第一幼儿园夏泽分园

市属 熊雅琳 省八一保育院

高新区 陶 慧 高新三幼

小学组

（6人）

安义县 张 悦 安义三小

新建区 吁凌云 新建区竞晖学校

进贤县 徐向群 进贤县实验学校

青山湖区 龚艳华 南钢学校

市属 陈 欢 南师附小

市属 谭 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中学组

（9人）

新建区 李相蓉 新建区第二中学

红谷滩县 罗 艳 红谷滩区实验学校

市属 赵 杰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乡村教师组

（5人）

红谷滩区 邱丽辉 红谷滩区生米中心小学

东湖区 郭小青 东湖区八一嘉实希望小学

新建区 万 莉 新建区金桥初级中学

高新区 叶常盛 昌东一中

进贤县 雷晨涛 进贤县前坊中心小学

班主任组

（5人）

青云谱区 王茉莉 南昌市洪都小学

市属 褚静帆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市属 胡玉琼 铁路一中

红谷滩区 孔姝倩 南昌大学附属小学红谷滩分校

市属 徐 单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

思政课教师

组

（5人）

红谷滩区 吴婷婷 红谷滩区实验学校

市属 熊 丽 南师附小

青云谱区 殷莉娜 南昌市定山小学

东湖区 胡菲莉 南昌市豫章小学

西湖区 祝怡婷 南昌市珠市学校



进贤县 胡德标 进贤县第一初级中学

南昌县 孙 悦 南昌县洪州学校

青山湖区 刘莉莉 南钢学校

青云谱区 邓 霞 南昌市十字街学校

湾里管理局 马莉莉 湾里一中

西湖区 熊志林 南昌市珠市学校

高新区 万铃铃 艾溪湖中学

乡村教师组

（10 人）

安义县 余小弯 万埠中学

安义县 况燕鸿 新民中学

新建区 雷庆训 新建区望城中心小学

新建区 罗雪峰 新建区流湖中心小学

进贤县 范 瑶 进贤县二塘中心学校

进贤县 黄冬英 进贤县罗溪中心小学

南昌县 徐 蓓 南昌县富山乡中心小学

南昌县 胡华娟 南昌县南新中学

青山湖区 舒海燕 上海路小学

湾里管理局 黄 艳 罗亭学校

班主任组

（8人）

安义县 杨茂根 安义二中

东湖区 舒 雅 南昌市邮政路小学

进贤县 宋明华 进贤县实验学校

南昌县 乐淑莹 南昌县洪亿学校

青山湖区 黄文珍 南钢学校

湾里管理局 罗玉娟 湾里一中

西湖区 程健健 南昌市珠市学校云飞校区

市属 郭 韶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思政课教师组

（8人）

市属 杨 琴 南昌市第八中学

市属 程会华 南昌市八一中学

市属 梁 勤 南昌第二十七中学

安义县 涂 欢 安义三小

进贤县 姜美华 进贤县民和第一小学

南昌县 胡佳平 南昌县洪范学校

青山湖区 谌 琪 京安学校

湾里管理局 熊慧琼 湾里管理局第三小学



2021 南昌“年度教师”选拔活动

优秀组织奖（10 个）

南昌县教体局 东湖区教科体局

西湖区教体局 青云谱区教体局

新建区教科体局 红谷滩区教体局

南昌三中 南昌外国语学校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