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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教育局关于表彰 2020-2021 学年度

全市农村在线课堂工作优秀单位

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各相关县区教体局、各相关学校：

为促进我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解决

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缺师少教”的问题，南昌市教育局现

在南昌市农村地区大力推广在线同步课堂项目，由中心学校

的主讲课堂对分布在广大偏远教学点的学生进行英语、音乐、

美术学科的授课，努力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在项目的具体开展中，涌现出了一批工作成绩显著、具

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

表彰先进，促进工作，激发一线教师的工作使命感和责任感，

经研究决定，授予进贤县等三个县区为先进县区，授予进贤

县温圳镇中心学校等 15 所学校为“全市农村在线课堂工作



2 / 9

优秀学校”，授予黄思齐等 81 名同志为“全市农村在线课堂

工作先进工作者”，并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更

大成绩。其他项目学校和教师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为榜样，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推进我市教育均衡、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作出新的贡献。

附件：全市农村在线课堂工作先进县区、先进学校和先

进个人名单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6 月 15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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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2021 学年度全市农村在线课堂先进县

区、先进学校和先进工作者名单

2020-2021 学年度农村在线课堂先进县区

进贤县

新建区

南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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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度农村在线课堂先进学校

县区 学校名称

进贤县

进贤县温圳镇中心学校

进贤县罗溪镇中心小学

进贤县李渡镇中心小学

进贤县长山晏乡中心学校

南昌县

南昌县富山乡中心小学

南昌县泾口乡中心小学

南昌县武阳镇中心小学

安义县
安义县长均学校

安义县新民中心小学

新建区

新建区石岗中心小学

新建区联圩中心小学

新建区金桥中心小学

新建区溪霞中心小学

湾里管理局
湾里管理局太平狮峰学校

湾里管理局梅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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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度农村在线课堂先进工作者

序号 教师姓名 学校

进

贤

县

1 黄思齐 进贤县文港镇中心小学

2 马敏 进贤县文港镇中心小学

3 胡文辉 进贤县架桥镇中心小学

4 李方义 进贤县架桥镇中心小学

5 万艳 进贤县白圩乡中心学校

6 樊华亮 进贤县前坊镇茅岗小学

7 李丽霞 进贤县李渡镇中心小学

8 何宇霆 进贤县罗溪镇中心小学

9 付楼 进贤县罗溪镇中心小学

10 杨令成 进贤县罗溪镇中心小学

11 李璐 进贤县罗溪镇中心小学

12 周会员 进贤县下埠乡中心学校

13 樊怡颖 进贤县民和镇中心学校

14 胡小朋 进贤县民和镇中心学校

15 李庆奇 进贤县民和镇中心学校

16 梅志辉 进贤县南台乡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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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胡玲莉 进贤县七里乡中心学校

18 温国根 进贤县七里乡中心学校

19 章会娇 进贤县温圳镇中心学校

20 李文英 进贤县文港镇中心小学

21 陈猛华 进贤县文港镇中心小学

22 杨刚 进贤县文港镇中心小学

23 黄香花 进贤县电化教育管理站

南

昌

县

24 殷武兵 南昌县富山中心小学

25 宋玮妍 南昌县富山中心小学

26 李慎鹏 南昌县泾口乡中心小学

27 邓洪贵 南昌县泾口乡中心小学

28 刘来华 南昌县武阳镇中心小学

29 陈佳瑶 南昌县武阳镇中心小学

30 肖丽媛 南昌县蒋巷镇中心小学

31 涂玉华 南昌县蒋巷镇中心小学

32 田顺平 南昌县塘南镇中心小学

33 胡勇 南昌县塘南镇中心小学

34 涂志锋 南昌县新联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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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蒋志豪 南昌县向塘镇中心小学

36 舒贞 南昌县向塘镇中心小学

37 黄文华 南昌县黄马乡中心小学

38 杨毓仁 南昌县南新乡中心小学

39 李季孟 南昌县广福镇中心小学

40 熊慧敏 南昌县冈上中心小学

41 黄小刚 南昌县电化教育管理站

安

义

县

42 刘芬芬 安义县乔乐乡马溪小学

43 谢邦谱 安义县长均中心学校

44 王杉文 安义县石鼻小学

45 夏康逸 安义县罗田小学

46 晏潇莉 安义县黄洲镇黄洲小学

47 胡玉玲 安义县万埠中心学校

48 廖敏 安义县新民乡珠珞小学

49 缪燕 安义县长埠镇长埠小学

50 王进 安义县电教站

51 周健勇 新建区石埠中心小学

52 熊良友 新建区溪霞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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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建

区

53 邓慧芝 新建区溪霞中心小学

54 熊清祥 新建区石岗中心小学

55 罗林华 新建区石岗中心小学

56 刘瑜 新建区石岗中心小学

57 余徐根 新建区石岗中心小学

58 黄丽霞 新建经开区第一中心学校

59 刘银银 新建区联圩中心小学

60 曹慧琴 新建区联圩中心小学

61 金名登 新建区西山镇店前小学

62 朱保金 新建区西山中心学校

63 熊丽莎 新建区金桥中心小学

64 王剑 新建区金桥中心小学

65 江雅琴 新建区金桥中心小学

66 李厚进 新建区松湖中心小学

67 戴鹏 新建区松湖中心小学

68 李仔明 新建区昌邑中心学校

69 刘丽芳 新建区流湖中心小学

70 华金兰 新建区流湖义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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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徐子云 新建区电化教育管理站

72 涂丹 新建区电化教育管理站

湾

里

管

理

局

73 杨梦媛 湾里管理局红星五湖学校

74 袁梅姗 湾里管理局梅岭学校

75 孙屹峤 湾里管理局梅岭学校

76 魏岑 湾里管理局罗亭学校

77 谭梅花 湾里管理局第四小学

78 黄承华 湾里管理局第四小学

79 熊燕 湾里管理局太平狮峰学校

80 黄丽 湾里管理局太平狮峰学校

81 余春娇 湾里管理局第五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