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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办基〔2018〕75 号 

 

 

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通报表扬 2018年 

温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优秀阅卷教师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浙南产业集聚区文教体局，市局直属各

中学、单位： 

2018 年我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继续实行网上阅卷，

在相关部门、单位的精心组织下，经过全体评卷教师的共同努力，

阅卷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为树立榜样，鼓励先进，经各学科评卷

组推荐，比照网上各项评卷数据指标，决定对郑美善等 397 位优

秀阅卷教师予以通报表扬。 

一、语文（141 位） 

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倪海娜 温州市第二中学 董媛媛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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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巍 温州市第二中学 翁秀勇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陈一洁 温州市第三中学 郑虹林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戴雅雅 温州市第三中学 刘红杰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李  真 温州市实验中学 杨刘仙 鹿城实验中学 

徐丽微 温州市实验中学 吴丽玉  鹿城区仰义中学 

陈丽伟 温州市实验中学 林品慧 龙湾区永中中学 

陈琴婵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王文国 龙湾区永兴中学 

周蔚然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杨雪乐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陈珊景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赖桥生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陈发捧 温州市第八中学 王光坚 龙湾区实验中学 

陈羽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吴素洁 温州第二十中学 

张景樊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林开芬 温州第二十五中学 

胡常常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史小红 温州育英学校 

陈慧卿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张春苗 温州育英学校 

王克强 温州外国语学校 王汉雷 瓯海区仙岩第二中学 

赵倩 温州外国语学校 王定忠 瓯海区梧田第一中学 

徐君 温州外国语学校 黄伟丹 瓯海区梧田第一中学 

温兴标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项爱钗 瓯海区梧田第一中学 

沈雁 温州市艺术学校 戴建达 瓯海区梧田第一中学 

黄涤瑶 温州市绣山中学 詹海东 瓯海区梧田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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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晓琴 温州市绣山中学 纪相林 瓯海区实验中学 

陈晓爱 温州市绣山中学 江丽丹 瓯海区任岩松中学 

林倩虹 温州市绣山中学 郑美善 瓯海区潘桥中学 

邵楚滢 温州市绣山中学 林  爽  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吴献东 温州市英才学校 贾  震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赵微 温大附属茶山实验中学 虞秀华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卢  娉 洞头区元觉义校 高张希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刘  燕 洞头区霓南义校 林松菊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陈晓玲 洞头区灵昆中学 苏小静 瑞安市林垟学校 

许继红 乐清市英华学校 赵颖颖 瑞安市湖岭镇中学 

蔡建妲 乐清市盐盆第一中学 林玲玲 瑞安市飞云中学 

王逸琴 乐清市盐盆第一中学 李雪梅 瑞安市飞云中学 

方艺任 乐清市翁垟第一中学 金育才 瑞安市曹村镇中 

倪乐珍 乐清市蒲岐镇中学 张丽霞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郑巨考 乐清市柳市镇第四中学 徐丫 永嘉岩头镇中学 

郑丹 乐清市柳市镇第六中学 翁宁宁 永嘉县朱涂中学 

郑秀微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金莉莉 永嘉县张溪学校 

蔡齐眉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朱赛珍 永嘉县岩头镇中学 

揭彩玲 乐清市乐成第一中学 刘晓泼 永嘉县乌牛第二中学 

吕邦海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中学 李晓荣 永嘉县水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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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登高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中学 金亦珍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陈进勇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中学 麻杏娥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瞿晓晖 乐清市芙蓉镇中学 周美花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卢庆华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邵文静 永嘉县沙头镇花坦中学 

林丹凤 乐清市大荆镇第三中学 林温丹 永嘉县桥下镇第一中学 

朱乐静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郑郑 永嘉县金盾学校 

陈晓琳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麻文龙 永嘉县黄田中学 

程  妞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吴丽苹 永嘉县鹤盛镇中学 

董希丹 瑞安市仙降中学 郑双双 永嘉县碧莲镇大岙中学 

鲁美丽 瑞安市陶山镇中学 毛蔚静 文成县玉壶中学 

黄丹平 瑞安市陶山镇荆谷学校 苏婷婷 文成县南田中学 

李若男 瑞安市陶山镇碧山中学 苏婷婷 文成县南田中学 

竺雪芹 瑞安市塘下镇新华中学 陈瑞星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薛东盈 瑞安市塘下镇新华中学 雷秀珍 文成县百丈漈镇中心学校 

李美洁 瑞安市莘塍第一中学 金明明 平阳新纪元水头校区 

周文余 瑞安市平阳坑镇学校 周奕奕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中学 

朱朝佐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王  坚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中学 

潘苗苗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中学 谢昌健 苍南县树人学校 

白国华 平阳县实验中学 陈民群 苍南县钱库镇仙居学校 

温正察 平阳县麻步镇树贤中学 梁孝畅 苍南县马站镇蒲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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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月娥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李统仓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一中学 

陈敏利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中学 孙良晗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二中学 

冯明田 平阳县鳌江镇第四中学 陈小 苍南县灵溪镇浦亭学校 

钟振超 平阳县鳌江镇第八中学 杨笑青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张华静 泰顺县龟湖镇中心学校 沈小平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林雪雪 泰顺县第三中学 张龙平 苍南县江南中学 

李碎森 泰顺县第六中学 肖建辉 苍南县赤溪初级中学 

邱小明 泰顺县第八中学 汪家明 经开区天河中学 

陈祥奔 苍南县宜山镇第一中学 黄春梅 经开区沙城中学 

包细簪 苍南县文汇中学   

二、数学（55位） 

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刘雪燕 温州市第二中学 贾燕平 瓯海区娄桥中学 

郑笑冬 温州市第二中学 白福清 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李许丘 温州市第三中学 胡依依 洞头区第二中学 

陈希希 温州市实验中学 周秀莲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中学 

林惠萌 温州市实验中学 黄少培 乐清市北白象镇三山中学 

潘胜寅 温州市实验中学 黄松千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徐欢欢 温州市实验中学 李晓丹 瑞安市汀田第一中学 

吴小秋 温州市艺术学校 王辽哲 瑞安市陶山镇中学 

林超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黄秀连 瑞安市陶山镇荆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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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斌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黄兆听 瑞安市塘下镇第二中学 

董大敢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周道锋 瑞安市林垟学校 

金浩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赵慧芳 瑞安市飞云中学 

苏敏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叶成宽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徐慧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高建和 永嘉县乌牛第二中学 

吕小玲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吴国安 永嘉县东方外国语学校 

王华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卢孔灶 文成县南田中学 

严伟赵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纪银丽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王建伟 温州市绣山中学 肖小散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中学 

金健 温州外国语学校 刘卫民 平阳县鳌江镇第八中学 

温晶晶 温州市九山学校 邹军华 泰顺县育才初级中学 

李斯斯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庄蓓蕾 苍南县青华学校 

刘芬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陈治国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中学 

董师师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林海滨 苍南县灵溪镇凤池学校 

潘智勇 温州市上戍中学 陈雪贞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余建 鹿城区仰义中学 倪婷婷 苍南县莒溪镇初级中学 

章  君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金  娟 经开区天河中学 

项赟蒋 龙湾区实验中学 钱宜锋 经开区教师发展中心 

王圣善 瓯海区仙岩第二中学 
  

三、英语（42位） 

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李茜茜 温州市第二中学 诸葛建莲 瓯海区梧田镇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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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嫦娥 温州市第四中学 池云媚 瓯海区娄桥中学 

卓晓春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陈思思 洞头区实验中学 

唐晓航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陈小吾 洞头区实验中学 

徐好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金建燕 瑞安市平阳坑镇学校 

李思思 温州市第八中学 朱碎允 瑞安市飞云中学 

张颖雅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邵魏魏 永嘉县岩头镇中学 

林晓云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章泱泱 永嘉县巽宅镇中学 

梅丛 温州市绣山中学 卢天南 永嘉县温州翔宇中学 

高立忠 温州市绣山中学 徐立群 永嘉县教师发展中心 

朱晓晓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周陈云 永嘉县鹤盛镇中学 

黄超然 鹿城区双屿中学 毛婷婷 文成县黄坦中学 

吕晓春 鹿城区实验中学 金杨琴 平阳县实验中学 

姜琛琛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夏禹义 平阳县昆阳镇第四中学 

项春绸 龙湾区实验中学 成红霞 泰顺县育才初中 

刘石寒 龙湾区实验中学 陶婷婷 泰顺县实验中学 

郑秋瑜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林玲 泰顺县第四中学 

白植操 龙港镇第十四中学 林德宜 泰顺县第七中学 

阙翔翔 欧海区实验中学 陈青霞 苍南县桥墩镇腾垟学校 

尹志鸯 瓯海区仙岩第二中学 陈喜巧 苍南县教师发展中心 

吴淑明 瓯海区梧田镇第一中学 李士芬 经开区海滨中学 

四、科学（94位） 

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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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婷婷 温州市第二中学 金辉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林小青 温州市第三中学 马君勇 温州市第八中学 

黄建锚 温州市第四中学 毛小花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陈泽华 温州市第四中学 王海棠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洪霞 温州市实验中学 周佩蓉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徐承翔 温州市实验中学 邵晓燕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杨雪蓉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严丽珍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尤爱惠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周锦绣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贾建芹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夏盛亮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潘旭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陈成济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陈琼琼 温州市艺术学校 冯赛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江毓忠 温州外国语学校 郑洁 乐清市北白象镇中学 

陈宏敏 温州外国语学校 支小燕 乐清柳市镇第一中学 

吴锡理   温州市绣山中学 潘约伟 瑞安市塘下镇新华中学 

支义英 温州市绣山中学 赵茂统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中学 

林觅 温州第十七中学 董娜 瑞安市塘下镇海安中学 

张帆  龙湾区永中中学 陈晓慧 瑞安市平阳坑镇学校 

刘秋华        龙湾区永中中学 许续男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陈秀华 龙湾区永中中学 孙姗姗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张玉宝 龙湾区永兴中学 朱春雷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全柏整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翁庆双 瑞安市教师发展中心 

钱风芹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董月成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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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锦霞    龙湾区实验中学 黄青青 瑞安市飞云中学 

王则韬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吴建加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严小云 龙湾区海滨中学 苏正莹 瑞安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陈剑 龙湾区第二实验中学 陈温丽 永嘉县岩坦中学 

叶  梅 温州第二十五中学 邹建仁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张施 温州第二十五中学 余雪欢   永嘉县瓯北第二中学 

项洁谊 温州第二十五中学 金琼微 永嘉县黄田中学 

李少芬    温州市育英学校 倪雅雅     永嘉县鹤盛镇中学 

夏迎春 瓯海区梧田第一中学 尤颖异 永嘉县枫林镇中学 

季晓萍    瓯海区塘下中学      周立兴 温州翔宇中学 

任力亚 瓯海区实验中学 潘苗苗 温州翔宇中学 

李琴 瓯海区三垟中学 张吉怀 文成县实验中学 

李霞 瓯海区三垟中学 朱杰兵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董爱敏 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谢晓如   平阳县万全镇郑楼中心校 

贾继碧   瓯海区郭溪中学 曹晓春 平阳县实验中学 

华建荣 洞头区海霞中学 奚玉飞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林玲建 乐清市天成第一中学 黄章平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孙文讷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中学 郑增利 平阳县教师发展中心 

陈策 乐清市柳市镇第二中学 缪瑞祥   平阳县建兰学校 

郑希坝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余丙蜜    平阳鳌江镇第三中学 

陈  峻 乐清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王淑程 泰顺县教师发展中心 

薛 锋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冯志贺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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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新 乐清市芙蓉镇中学 林月亮    苍南县灵溪镇灵江学校 

张佩佩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易际龙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赵章玺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董晓光 经开区海城中学 

五、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65位） 

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谢乐群 温州市第三中学 陈奕玲 乐清市北白象镇中学 

赖彬雄 温州市第四中学 刘  娇 乐清柳市镇第一中学 

陈千辉 温州市实验中学 金  来 瑞安市仙降中学 

丁琬琰 温州市实验中学 张松波 瑞安市塘下二中 

陈安情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范光隆 瑞安市林垟学校 

林  芬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应秀芳 瑞安市教师发展中心 

吕秀约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陈  洁 瑞安市阁巷中学 

丁新松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金  洁 瑞安市飞云中学 

彭凌芳 温州外国语学校 王小莉 瑞安市飞云中学 

叶丽芳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厉婷婷 温州翔宇中学 

柯步方 温州市绣山中学 潘纪林 永嘉县云岭中学 

胡盈盈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杜文雅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单武达 温州市九山学校 沙海林 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谷  茗 鹿城区上戍中学 孙冬雪 永嘉县黄田中学 

金初蕾 龙湾区永中中学 李  洁 永嘉县枫林镇中学 

张  潮 龙湾区永中中学 陈建武 永嘉县东方外国语学校 

涂利疏 龙湾区实验中学 邵仙燕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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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娅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王  俊 文成县樟台学校 

黄茜茜 瓯海区仙岩第二中学 郑斌斌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徐寒露 瓯海区仙岩第二中学 谢炳珍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中学 

朱  烨 瓯海区梧田第一中学 郑桐回 平阳县麻步镇树贤中学 

张海霜 瓯海区三垟中学 方海珍 平阳县鳌江镇第八中学 

周学良 瓯海区南白象中学 陈  利 平阳苏步青学校昆阳校区 

秦雪花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少华 泰顺县育才初级中学 

陈企挺 洞头区实验中学 谢吉松 泰顺县第四中学 

计慧珍 洞头区灵昆中学 吴时贵 泰顺县第三中学 

林友省 洞头区海霞中学 陈燕飞 泰顺县第七中学 

林建海 洞头区第二中学 陈超杰 苍南县树人学校 

王小鹏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李希说 苍南县灵溪镇第十中学 

余芝雪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林小君 苍南县灵溪镇第十一中学 

李  娜 乐清市大荆镇第三中学 张春燕 经开区天河中学 

陈珊霞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何圆圆 经开区海城中学 

林贤茂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希望受表彰的同志再接再厉，开拓进取，争取更好的成绩，

为我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网上阅卷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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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教育厅，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