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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教师节表彰文艺晚会

5 个集体 10 个基层党组织 270 名个人受表彰
本报讯 （记者王敏权）老师，您辛苦
了！9 月 9 日晚，市大剧院内欢声笑语，儋
州市 2019 年教师节表彰文艺晚会在此
举行，对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 5 个先进集体，10 个先进基层党组
织，优秀教师、十佳校长、先进教育工作
者等 270 人进行表彰。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温龙，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清奎，副市长刘冲，市政协副主席王月

花观看晚会并为先进集体、
先进基层党组
织、
优秀教师、
十佳校长等代表颁奖。
刘冲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辛勤奋战在教育教学一线的广大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儋州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
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刘冲说，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
把教师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把全面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和根本性民生工程来抓。教育战线上的
广大干部职工，勠力同心、攻坚克难、努
力奋斗，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
动全市教育事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教育决策上
来，坚持奋斗、久久为功，为夺取儋州教
育事业的新胜利不懈努力。
晚会宣读了获得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先进基层党组织，教坛新秀、优秀教

师、优秀班主任、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
教育扶贫专干、十佳校长、教育系统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省优秀
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乡村教师和
优秀特岗教师称号的表彰决定。
近年来，我市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工
始终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己任，义
务教育发展实现基本均衡并顺利通过国
家认定，中、高考成绩平稳提升，公办学
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大，职业教育体系不

断完善，特殊教育成果显著，以“田园课
程”为代表的办学特色得到了国家级省
级教育专家和各市县同行的认可，课程
改革名片效益突出。教育正朝着更有序、
更科学、更有品质的方向快速发展。
晚会上，舞蹈《映山红》、男子群舞
《纸扇书生》、古筝重奏《唯美中国》、大合
唱《我和我的祖国》等多个精彩节目先后
上演，说教育故事、赞教育事业、抒教育
真情，讴歌了人民教师爱岗敬业、默默耕

耘、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优美动人的舞
姿、激情高亢的欢唱、绚丽多彩的背景画
面，演绎出广大教师热情豪迈、奋发向
上、勇往直前的美丽风采，令晚会高潮迭
起、掌声不断。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建设海南
省自贸区（港）浪潮中，我要持之以恒学
习，不断拓宽国际化思维，与时俱进做好
学校工作。”全省优秀教师、新州镇中心
学校教师陈开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5 个先进集体简介
市第二中学：

八一中心小学：

市 第 二 中 学 是 市 直 属 完 全 中 学 ，创 建 于
1971 年。学校秉承“乐学精进，仁和致远”的校
训，坚持“发展教师，成就学生，传承文化，服务
社会，收获幸福”的办学理念，坚持“成才先成
人，立业先修身”的育人准则，把“让学校成为学
生一生中最留恋的地方”作为办学追求。大力建
设“团队共进，敬业精业乐业”的教风和“慎思笃
行，勤学善学乐学”学风。在继承传统办学经验
的同时，学校结合当前发展实际，提出了以“和
教育”思想，以此引领学校发展。在“和教育”思
想指导下，从学校发展方向、学校管理、德育工
作、教学工作、课程建设等方面构建了“和教育”
思想体系。
学校在狠抓教学质量提高的同时，
还全面贯
彻教育方针，
主抓学生能力素质，
重视艺术教育，
其成果飘香国内外。曾获得过国家、省、市赛教、
教案设计、论文奖的教师达近 300 余次，师生逾
千人次获国家级、
省市级各种竞赛奖。

白马井镇中心学校：

八一中心小学原为海南农垦八一总场上世
纪 60 年代初开办的学校。2009 年后正式移交
市政府进行管理。该校坚持从学校的内涵纵深
发展，以人文精神培养为核心，以服务全校师
生为宗旨，以素质拓展为目的，通过加强创新
校园文化活动内容，拓展校园文化活动领域，
规范校园文化活动模式，努力构建具有特色的
校园文化体系。引领和激励学生健康成长的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校园文化。目
前学校大力推行课改，努力加强素质教育，实
现学生德、智、体、美、艺全面发展,形成具有
现代气息氛围的办学特色，是学校一大亮点。
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为学生终生可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积
极推进素质教育，践行“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办学理念，让每一名学生都有体验成功的快
乐，让每一位教师都有提升价值的自信，来适
应新世纪全新、全方位挑战。

白 马 井 镇 中 心 学 校 创 建 于 1961 年 ， 是
全市第一所实现“优质资源班班通”的学
校。2018 年 1 月，还被评为了第一届海南省
文明校园。学校以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核
心，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秉承
着“让每一个孩子养成良好的品行，让每一
个教师成为教育的楷模”教学理念，让学生
在校园生活中接受良好文化熏陶和文明风尚
的感染，从各方面发展促使学生的健康成
长。
学校还用信息化模式结合课堂教学以及
田园课程开发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积极创
新教学实践,不断探索学校课程建设,打造教
育教学的新模式。
经过多年的工作建设，学校教育信息化成
效凸显，影响逐步扩大,曾获得国培计划微课
大赛先进单位称号和“教育信息化教育装备综
合改革优秀试点单位”
。

市第一幼儿园：

市第一幼儿园（原儋州市幼儿园）创办于
1957 年,是市政府主办，市教育局主管的第一
所公立幼儿园。幼儿园本着“提高家长工作实
效性，达到家园共育和谐、统一”的原则，通过开
展各项校园活动，促进家园联系，共同探索家园
共育模式。幼儿园还不断调整教学模式，因材
施教，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把培养健壮体
格、健康心理、健全人格作为卫生保健工作的核
心，精心打造安全文明、健康活泼的育人环境，
全面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在历届教职工的共同
努力下，幼儿园的社会声誉越来越好，并不断取
得了全新成绩。
近年来，幼儿园积极组织过多种活动来丰
富学生们的校园生活,曾获得过市妇联主办的
健美操大赛及幼儿参加的少儿艺术大赛均荣获
一等奖。目前，市第一幼儿园已成为市幼教事
业文明建设的一个窗口，对我市幼教事业的发
展起着辐射的作用。

海南东坡学校:

海南东坡学校创办于 2005 年，原名海南中
学东坡学校。校园环境优雅，景色秀丽，堪称花
园式学校。拥有现代化教学楼、综合楼、科学
馆、艺术馆、图书馆、设备先进的多媒体阶梯教
室。学校发扬“以德立信、竞争拼搏、与时俱进、
创新开拓”的精神，以“争示范、创名校”为办学
目标，和为办学思想，以“科研兴教”为理念,实
行教研、教改、教学“三教统一”
,学校团结奋斗，
锐意进取,克服重重困难,做到以教研促教改，
教改促教学的良好氛围，开创了海南东坡学校
生存、发展的崭新局面。
学 校 以 学 生 为 本 ，使 每 个 学 生 都 学 有 所
长，学有所用，从而让优生更优，差生不差。近
几年，学校办学实力雄厚，成绩突出，曾被评为
省校本培训示范学校，省先进社会组织，市一
级学校。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屡获大
奖。
（记者羊文彪 文/图）

全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5 个）
儋州市第二中学
八一中心小学
白马井镇中心学校
儋州市第一幼儿园
海南东坡学校

儋州市十佳校长
（园长）
（10 名）
杨崇仪 （南大附中儋州一中）
钱志忠 （市八一中学）
唐建辉 （市思源实验学校）
邢琼杰 （市特殊教育学校）
吴 光 （那大镇洛基小学）
符秀伦 （西庆中心小学）
罗祥强 （白马井镇旧地小学）
赵登慧 （南丰镇中心学校）
王永坚 （市龙山学校）
曾江霞 （市第一幼儿园）

儋州市先进教育
工作者（30 名）
陈文华 （局信访办）
麦必胜 （局扶贫办)
史思思 （局纪委派驻组）
曾海音 （市教培院）
麦浪杰 （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 鹏 （南大附中儋州一中）
符求新 （市民族中学）
王李强 （长坡中学）
何建明 （市第四中学）
赵晋雄 （市第五中学）
蔡国栋 （市第六中学）
张俊明 （市第七中学）
符汉延 （雅星中学）
唐文传 （木棠中学）
盘彩虹 （市思源实验学校）
符 尧 （那大中心学校）
李石成 （那大第一小学）
王小亮 （那大实验小学茶山校区）
吴俊强 （那大第五小学）
王敏杰 （光村中心学校）
李兆奇 （木棠中心学校）
唐锦桃 （南丰中心学校）
韦海强 （白马井镇禾能小学）
李昌业 （海头中心学校）
蔡桂博 （西培中心小学）
云 飞 （西联中心小学）
曾德茂 （西流中心小学）
黎爱妹 （海南东坡学校）
官佳滢 （那大中心幼儿园）
陈秀花 （海头中心幼儿园）

儋州市优秀班主任（60 名）
王杨靖 （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谢明贤 （南大附中儋州一中）
成利平 （市第二中学）
王生坚 （市第三中学）
刘晓峰 （市民族中学）
梁建丹 （长坡中学）
许治和 （市思源高中）
卓世可 （市思源高中）
雷振林 （八一中学）
麦秀莹 （海南东坡学校）
谢兆杰 （南大附中儋州一中）
莫培振 （市第二中学）
严苑英 （市第三中学）
郭秋妹 （市第四中学）
彭雪娟 （市第五中学）
薛秀娜 （市第六中学）
苏运萍 （八一中学）
林 山 （大成中学）
薛壮护 （王五中学）
朱晓坤 （白马井中学）
王桂阳 （东成中学）
陈雄伟 （光村中学）
曾 黛 （木棠中学）
李有亚 （东坡中学）
符海玉 （海头中学）
谷玉林 （市思源实验学校）
邱海兰 （两院中学）
王 平 （八一糖厂中学）
孙井女 （西流中学）
吴一玲 （市松涛中学）
陈春梅 （那大中心学校）
丁顺艳 （那大第一小学）
吉训玲 （和庆中心学校）
钟明波 （海头中心学校）
黄庭梅 （兰洋中心学校）
符木里 （南丰中心学校）
刘素伶 （东成中心学校）
张 彪 （光村中心学校）
陈佳佳 （峨蔓中心学校）
郑南旺 （新州中心学校）
符江带 （白马井镇旧地小学）
李永振 （王五中心学校）
谢寿光 （大成中心学校）
许必亮 （排浦中心学校）
符定波 （长坡实验小学）
陈桃娟 （白马井实验小学）
刘松松 （市特殊教育学校）
谢海花 （两院小学）
陈海英 （八一长岭第一小学）
符钦桃 （西庆中心小学）
林 芬 （西联中心小学）
蔡辉色 （西培培瑞小学）
刘晓梅 （西华二小）

林丽霞 （红岭学校）
羊炳瑶 （龙山学校）
潘秀娜 （市第一幼儿园）
陈山美 （峨蔓中心幼儿园）
符菊丹 （王五中心幼儿园）
吴振菊 （新州中心幼儿园）
吴冬雪 （海头中心幼儿园）

儋州市优秀教师（100 名）
方明发 （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山兴 （南大附中儋州一中）
李玉梅 （南大附中儋州一中）
吴彦斌 （市第二中学）
黎明宏 （市第二中学）
李 凌 （市第三中学）
张 超 （市思源高级中学）
戴娇丽 （市民族中学）
徐 敏 （市民族中学）
李俊贤 （市第四中学）
周忠莲 （市第五中学）
陈业广 （市第六中学）
简裔青 （市第七中学）
李 群 （市思源实验学校）
刘长妙 （长坡中学）
郭婷婷 （温皇学校）
李方智 （南丰中学）
万芳丽 （东成中学）
韦玉丽 （兰洋中学）
符惠兰 （海头中学）
王伯奇 （光村中学）
唐候精 （木棠中学）
钟 明 （峨蔓中学）
梁建端 （东坡中学）
薛 平 （新州中学）
吴健强 （市松涛中学）
戈杨敏 （白马井中学）
符伟华 （排浦中学）
李 光 （大成中学）
徐盛玲 （王五中学）
陈 慧 （雅星中学）
陈虎开 （海头中学）
黄 芳 （两院中学）
黄思艳 （八一中学）
黄 迪 （八一糖厂中学）
欧 红 （八一糖厂中学）
吴美燕 （西流中学）
张东玲 （西华中学）
王冬梅 （西庆中学）
郑寿明 （西庆中学）
羊玉兰 （西培中学）
朱洪源 （那大中心学校）
王慧琼 （那大第一小学）
张盛益 （那大第二小学）
杨 苗 （那大实验小学）
沈玉兰 （那大第十小学）

李书玉 （和庆中心学校）
钟国应 （海头中心学校）
陈贤英 （兰洋中心学校）
郑海燕 （兰洋中心学校）
彭柳娟 （南丰镇陶江小学）
王文杰 （光村中心学校）
李启智 （东成中心学校）
符壮琼 （东成中心学校）
张起杰 （东成镇抱舍小学）
钟庆艳 （排浦中心学校）
黎昭君 （木棠中心学校）
陈 明 （峨蔓中心学校）
罗瑞伦 （中和中心学校）
林开成 （王五中心学校）
陈开莺 （新州中心学校）
吴显周 （新州中心学校）
吴承秋 （白马井镇藤根小学）
吴春丽 （白马井中心学校）
林成亮 （大成中心学校）
梁海坤 （雅星中心学校）
刘淑芳 （两院小学）
范丽娟 （长坡实验小学）
余善平 （长坡实验小学）
郑琼玉 （新州实验小学）
许林高 （白马井实验小学）
符荣妹 （西流中心小学）
邓银香 （西流中心小学）
林海丽 （八一东山第一小学）
李锡延 （八一春江第一小学）
羊爱青 （西庆中心小学）
劳妹兰 （西联东风小学）
陈咏兰 （西培中心小学）
符爱珠 （西华六小）
黎秀柳 （红岭学校）
万良花 （龙山学校）
王壮优 （新盈学校）
李丽萍 （市特殊教育学校）
朱学任 （军屯儿童文化学园）
吴立博 （海南东坡学校）
黎 静 （市第一幼儿园）
李振妍 （雅星中心幼儿园）
李林美 （新州中心幼儿园）
杨春兰 （和庆中心幼儿园）
李惠姣 （东成中心幼儿园）
王举鹏 （光村中心幼儿园）
董晓星 （大成中心幼儿园）
符彩云 （海头中心幼儿园）
董淑姬 （那大中心幼儿园）
凌琼珍 （南丰中心幼儿园）
陈春凤 （王五中心幼儿园）
朱芬芬 （兰洋中心幼儿园）
邓玉兰 （排浦中心幼儿园）
陈保影 （白马井中心幼儿园）
杨 梅 （中和中心幼儿园）

儋州市教坛新秀（10 名）
王秋丹 （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 鹏 （市第二中学）
林建迎 （八一中学）
孙国花 （西华中学）
林日妃 （那大中心学校）
赵福娟 （那大第一小学）
李应驹 （那大实验小学）
陈壮丽 （市特殊教育学校）
王玉熔 （东成中心幼儿园）
黎文慧 （峨蔓中心幼儿园）

儋州市优秀
教育扶贫专干（10 名）
蒙毓李 （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刘 平 （市思源高级中学）
羊多亮 （峨蔓中学）
林正德 （排浦中学）
潘耀麟 （大成中学）
王恒源 （光村中心学校）
周冠彬 （木棠中心学校）
李英雄 （中和镇灵春二小）
符映奇 （雅星镇白鱼塘小学）
万达夫 （白马井中心学校）

儋州市教育系统
优秀共产党员(30 名）
牛瑞堂 （局职成科）
黄

翔 （局体卫艺科）

叶留俊 （市职校）
林

浩 （市教培院）

羊英亮 （南大附中儋州一中）
郭

强 （市第二中学）

符世林 （市第三中学）
叶尚峰 （市第四中学）
羊灼魁 （市第五中学)
羊开春 (市第六中学)
王安虹 (市第七中学)
林桂玲 (市民族中学)
刘文英 (市松涛中学）
李国涛 （兰洋中学）
符启对 （雅星中学）
符惠兰 （海头中学）
李振东 （红岭学校）
钟 珍 （那大第一小学）
朱洪源 （那大镇中心学校）
朱秀乾 （那大第三小学）
曾祥华 （西联中心学校）
陈智华 （新州实验小学）
符吉才 （东成镇中心学校）

刘邓佑 （光村镇中心学校）
吴定汉 （木棠镇中心学校）
吴开恩 （峨蔓镇中心学校）
孙国贤 （王五镇中心学校）
王雪梅 （八一中心小学）
王占文 （西流中心小学)
韩锦辉 (海南东坡学校)

儋州市教育系统
优秀党务工作者(20 名）
李玉萍 (局党办)
吴万博 （局勤工办）
严 鹏 （南大附中儋州一中）
罗 忠 （市第二中学）
黎 忠 （市第五中学)
何志安 (市松涛中学）
高浩然 （市思源高级中学）
潘 强 （木棠中学）
谢才统 （长坡中学）
李启汉 （王五中学）
王 敬 （八一中学）
颜昌盛 （八一糖厂中学）
何 浩 （那大镇中心学校）
李宏昌 （那大实验小学）
曾江霞 （市第一幼儿园）
许林高 （白马井实验小学）
曾香珠 （排浦镇中心学校）
周学强 （兰洋镇中心学校）
洪光平 （八一中心小学）
唐天信 （西培中心学校）

儋州市教育系统
先进基层党组织（10 所）
中共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支
部委员会
中共儋州市第一中学高中第三支
部委员会
中共儋州市第二中学总支部委
员会
中共儋州市思源高级中学支部委
员会
中共儋州市和庆镇中心学校总支
部委员会
中共儋州市大成镇中心学校总支
部委员会
中共儋州市新州镇中心学校总支
部委员会
中共儋州市东坡学校支部委员会
中共儋州市那大第八小学支部委
员会
中共儋州市那大一小总支部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