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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教育基金会 2020～2021 学年度 
奖教奖学名单 

一、教育先进（街道） 

勒流街道 容桂街道 伦教街道 均安镇 

二、尊师重教奖 

（一）尊师重教先进单位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广东东泰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南兴天虹果仁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顺肇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朴田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均安镇天连村委会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尊师重教先进个人 

杨国强 方洪波 李伟强 邓枫 

郭建强 梁昭贤 韩丽容 陈绍勤 

欧伟刚 廖海辉 黄升雄 陈海 

三、优秀学生家长 

李兆基中学杨祖涛家长 杨坤 大良成美初级中学梁昕岚家长 梁秀芬 

华侨中学梅思婷、梅琅轩家长 黄育霞 大良玉成小学陈卓晨陈卓曦家长 刘炜 

实验中学张嘉欣家长 张优电 大良明雅幼儿园马伊一家长 马闯 

罗定邦中学蔡鑫家长 蔡建军 容桂外国语学校刘金秋家长 刘家万 

一中外国语学校王誉诺家长 刘美花 容桂泰安小学招卓曦家长 莫欣欣 

容山中学赖学谦家长 苏敏生 容桂新亚加达中英文幼儿园吕和珊家长 吕建辉 

桂洲中学白佳玲家长 白永寿 容桂上佳市幼儿园颜铭骏家长 颜日龙 

北滘中学陈昶全家长 王雪平 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卢颖韬家长 刘德群 

伦教中学何芷昕家长 何淑川 伦教荔村小学卢厚利家长 黄桂贤 

青云中学卢泳良家长 卢学标 伦教拔萃实验幼儿园何思其家长 何永涛 

乐从中学李禧临家长 吴银容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温洁滢家长 韦容莲 

勒流中学彭颖琦家长 陈倩娴 勒流稔海小学刘吉源家长 刘燕娜 

龙江中学刘琪家长 刘兵 勒流育贤实验幼儿园黎俊林家长 伍桂娴 

杏坛中学梁絮紊家长 陆小林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余荣添家长 余嘉明 

均安中学欧阳永坚家长 欧阳伦平 龙江旺岗小学刘翼铭家长 刘潺 

文德学校冼安琪家长 吴敏宜 龙江旺岗幼儿园黄壵珍家长 朱苑桃 

广东碧桂园学校施乐怡家长 刘芳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杜美凌、杜志凌 彭凤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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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梁婧怡家长 梁子豪 杏坛麦村小学林姗家长 林永森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苏熙雯家长 梁丽珍 杏坛润苑幼儿园林羽晨家长 黄晓芳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张芷淇家长 梁梅 均安文田中学刘靖晞家长 刘峰林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张绮韵家长 张建新 均安富教小学欧阳俊灏家长 欧阳可枝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欧阳浩源家长 欧阳仲才 均安鹤峰大地幼儿园陈轶阳家长 陈刚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陈衍澄家长 吕小梅 陈村初级中学吴恺熙家长 吴亮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林焕然家长 林贞鹏 陈村勒竹小学田苗家长 田国忠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张小曼家长 张义伦 陈村潭洲湾幼儿园曾悠然家长 黎文希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卢子轩家长 卢剑雄 北滘华附北滘学校吕明洋家长 吕效军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温庆杰家长 梁宝文 北滘碧江小学鲜雅馨家长 苟长秀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莫语桐家长 莫志广 北滘中心小学梁炜钊家长 梁炜钊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周家卓家长 黎琦霞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潘宇家长 吉容 

梁銶琚夫人幼儿园高梓茵、高梓芸

家长 
黄冲 乐从小学钟坤谕家长 李晓敏 

机关第二幼儿园李知行家长 李广军 乐从中心幼儿园何泳衡家长 马笑媚 

四、十佳产教融合型企业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天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天悦餐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恒基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顺德顺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新协力集团 

佛山顺峰山庄饮食有限公司 昇辉控股有限公司 

五、学校及教师激励奖 

（一）先进学校 

1.荣获国家级集体荣誉学校 

（1）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本原小学 杏坛杏联初级中学 均安中心小学  

龙江里海学校 伦教街道羊额小学   

（2）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 

机关幼儿园 伦教新伟力幼儿园 陈村精博实验幼儿园 北滘雅正幼儿园 

大良顺峰幼儿园    

（3）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 

华侨中学 均安建安中学 容桂街道容里中学  

（4）全国青少年校园排球特色学校 

顺德一中 勒流街道江义中学 北滘坤州小学  

（5）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顺德中专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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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荣获省级集体荣誉学校 

（1）2020年广东省“绿色学校” 

梁开初级中学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罗沙小学 

中等专业学校 容桂容里小学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龙江实验学校 

容桂文华初级中学 北滘西海小学 陈村新圩小学 龙江叶霖佳小学 

伦教翁祐中学 昌教小学 乐从小学 均安顺峰小学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北滘君兰中学 乐从中学 

云路小学 桂畔小学 红岗小学  

（2）广东省依法治校达标校 

国华纪念中学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潘祥初级中学 伦教荔村小学 

北滘中学 广东碧桂园学校 杏坛南华小学 拔萃实验学校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龙江颖林学校 大良玉成小学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 

学校小学部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龙江外国语学校 大良聚胜小学 乐从颖林水藤学校 

文德学校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伦教永丰小学 乐从文晟实验学校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北滘学校 
光正实验学校   

（3）第十三届广东省“暑假读一本好书”先进单位 

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容桂容里小学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大良实验小学 容桂南环小学 北滘碧江小学 

建安初级中学 容桂小学 容桂扁滘小学 乐从东平小学 

梁开初级中学 容桂容边小学 容桂小黄圃小学 乐从罗沙小学 

勒流中心小学 陈村南涌小学 勒流冲鹤小学 龙江官田小学 

（4）广东省青少年校园篮球推广学校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容桂振华小学 杏坛昌教小学  

（5）广东省青少年校园排球推广学校 

勒流职校 

（6）第四批广东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北滘承德小学 乐从红棉小学 

（7）第二批广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学校 

均安顺峰小学 容桂城西小学 陈村初级中学 龙江华东小学 

大良凤翔小学    

（8）广东省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基地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顺德中专学校 

（9）第四批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华侨中学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10）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单位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顺德中专学校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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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广东省劳动特色学校 

乐从罗沙小学 

（12）广东省青少年法治教育实验基地 

青云中学 

（13）广东省书香校园 

乐从东平小学 容桂振华幼儿园 伦教永丰小学 

（14）广东省网络安全示范校 

均安建安中学 

（15）广东省校本研修示范学校 

大良西山小学 

（16）广东省校园垃圾分类教育基地 

伦教培教小学 

（17）广东省少先队先进学校 

乐从东平小学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18）广东省示范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 

容桂实验学校 

（19）广东省诗歌教育示范学校 

龙江苏溪小学 

（20）粤港澳大湾区小学生诗歌季诗歌教育示范校 

勒流中心小学 勒流冲鹤小学 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3.荣获市级集体荣誉学校 

（1）2020年佛山市书香校园 

勒流梁季彝学校 乐从罗沙小学 伦教中学 陈村仙涌小学 

龙江实验学校 均安富教小学 容桂红旗小学 乐从路洲小学 

龙江叶霖佳小学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容桂南环小学 杏坛伍蒋惠芳初级中学 

容山中学 龙江苏溪小学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容桂瑞英小学 青云中学 容桂扁滘小学  

（2）佛山市第三批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大良本真未来学校 陈村青云小学 北滘中学 勒流龙眼小学 

大良成美初级中学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养正学校 容桂外国语学校 均安仓门小学 乐从明德小学 

容桂小学 龙江外国语学校 均安中学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3）佛山市第三批粤剧特色创建基地学校 

陈村仙涌小学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4）佛山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特色学校 

大良西山小学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广东碧桂园学校 

成美初级中学 容桂小学 北滘朝亮小学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乐从罗沙小学    

（5）第二批佛山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容桂外国语学校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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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伦教汇贤中学 华侨中学 

（6）佛山市建设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基地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勒流冲鹤小学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大良世纪小学 

（7）佛山市中小学积极品格优势测评最佳实践学校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8）2019年语言文字工作建设全面达标学校 

伦教翁祐中学 

（9）2020-2021 年度佛山市少先队工作先进学校 

伦教北海小学 

（10）佛山市先进集体 

容山中学 

（11）佛山市少先队红旗大队 

乐从沙滘小学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杏坛昌教小学 勒流稔海小学 

（12）佛山市中小学生书画教育重点学校示范校 

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勒流上江小学 容桂容山小学 

4.荣获区级集体荣誉奖 

（1）顺德区先进学校 

①普通高中（7所） 

顺德一中 国华纪念中学 青云中学 李兆基中学 

伦教中学 龙江中学 容山中学  

②职业学校（4所） 

中专学校 胡锦超职校 梁銶琚职校 龙江职校 

③初级中学（15所）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龙江外国语学校 容桂外国语学校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顺德养正学校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北滘莘村中学 北滘君兰中学 杏坛梁銶琚中学 大良梁开中学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均安建安中学  

④小学（41所） 

大良顺峰小学 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大良玉成小学 大良西山小学清晖校区 

大良聚胜小学 容桂泰安小学 容桂小学 容桂容山小学 

容桂瑞英小学 省实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容桂红旗小学 伦教培教小学 

伦教北海小学 伦教小学 勒流稔海小学 勒流冲鹤小学 

勒流龙眼小学 勒流上江小学 勒流中心小学 乐从小学 

乐从罗沙小学 乐从东平小学 陈村中心小学 陈村新圩小学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陈村潭村小学 北滘美的学校 广东碧桂园实验学校 

北滘中心小学 北滘承德小学 北滘高村小学 龙江实验学校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龙江坦田小学 杏坛昌教小学 杏坛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杏坛桑麻小学 杏坛中心小学 杏坛东村小学 均安顺峰小学 

均安中心小学    

⑤幼儿园（28所） 

机关幼儿园 大良北区幼儿园 大良本原幼儿园 大良圣德堡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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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振华幼儿园 容桂新亚加达中英文幼儿园 容桂华口幼儿园 伦教工交幼儿园 

伦教拔萃实验幼儿园 勒流大晚胜利幼儿园 勒流龙眼幼儿园 勒流创世纪幼儿园 

乐从中心幼儿园 乐从经华幼儿园 乐从南村幼儿园 陈村潭洲湾幼儿园 

陈村梁钊林幼儿园 北滘君兰幼儿园 北滘第二幼儿园 北滘美的实验幼儿园 

龙江实验幼儿园 龙江海纳博雅幼儿园 龙江城区幼儿园 杏坛中心幼儿园 

杏坛东村幼儿园 杏坛乐培幼儿园 均安南浦幼儿园 均安仓门幼儿园 

⑥特殊教育先进学校（1所） 

启智学校 

（二）先进教育工作者 

1.荣获全国表彰 

（1）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中等专业学校          郭建英 

2.荣获省级表彰 

(1)广东省特级教师 

顺德一中 周祥奉 勒流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朱湘红 

李兆基中学 刘志勇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江海平 

华侨中学 申水源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梁福新 

容山中学 刘磊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胡和秋 

顺德德胜学校 王宏伟 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赵彩云 

（2）南粤优秀教师 

顺德一中 姜勇军 杏坛镇林文恩初级中学 徐军莲 

李兆基中学 李海峰 北滘镇君兰初级中学 何玉芝 

华侨中学 龙春 北滘镇林头小学 苏淑霞 

国华纪念中学 牟新立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李俊 

启智学校 柯明丽 大良实验小学 刘亚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臧敏 容桂小学 吴静芳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辉 龙江镇丰华初级中学 黄惠殊 

中等专业学校 马涛 龙江镇苏溪小学 梁兆玲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梁倡明 伦教北海小学 梁淑玲 

陈村镇吴维泰纪念小学 莫建山   

(3)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 

顺德一中 谢大海 

(4)广东省学前名园长工作室主持人 

机关幼儿园 梁乐敏 

（5）广东省中小学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 

顺德一中 谢大海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彭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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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东省中小学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 

顺德一中 李长福 大良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欧阳红 

李兆基中学 谢树亮 容桂小学 陈燕 

华侨中学 申水源 容桂实验学校 许勇辉 

教育发展中心 康华 乐从东平小学 谢立清 

教育发展中心 吴俊和   

（7）广东省“最美教师” 

顺德区实验中学 郭振华 

（8）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彭海胜 

3.荣获市（区）级表彰 

（1）获得市级表彰 

①佛山市基础教育“省级领军人才” 

大良本原小学 刘瑞华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彭志洪 

②佛山市基础教育名教师 

顺德一中 向志国 容桂外国语学校 欧雅燕 

顺德一中 刘翔武 容桂容山小学 张丽雪 

郑裕彤中学 卢昌春 容桂海尾小学 陈翠 

华侨中学 申水源 容桂瑞英小学 李玲 

启智学校 于晶 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陈晴峰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白建元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梁福新 

国华纪念中学 彭静 伦教翁祐中学 刘小丰 

乐从中学 黄桂娜 伦教三洲幼儿园 陈茜 

容山中学 彭文欢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陈振鸿 

杏坛中学 周小华 勒流育贤实验幼儿园 罗彩芳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邓峻谔 陈村青云初级中学 叶丽珍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臧敏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莫建山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梁倡明 北滘承德小学 谌永锋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江存志 北滘碧江中学 赖定中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彭海胜 北滘中心小学 曾雯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李彬 北滘第二幼儿园 李虹 

教育发展中心 吴俊和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刘娴兴 

北滘教育教学研究室 何秀萍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罗辉英 

勒流街道教研室 朱湘红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彭晓妹 

大良实验小学 刘亚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龙利红 

大良西山小学 吴艺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黄金雄 

大良聚胜小学 郭利锋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曾国徽 

大良西山小学 李飞雁 杏坛杏联初级中学 周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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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钟春玲 杏坛伍蒋惠芳初级中学 周晓平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江海平 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赵彩云 

③佛山市基础教育名校长 

顺德一中 谢大海 大良养正学校 林中坚 

顺德一中 刘丽华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谢荣福 

郑裕彤中学 施爱英 伦教小学 郭丽华 

华侨中学 吴剑平 北滘碧江中学 罗能赞 

北滘中学 黄伟羡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黄宏欣 

罗定邦中学 熊文华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胡和秋 

乐从中学 曾盛华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谢景霞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尧勇 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林萌 

④佛山市基础教育名班主任 

顺德一中 罗士祷 大良凤城实验学校 张杏恋 

李兆基中学 桂启升 容桂容边小学 余鸿欣 

华侨中学 龙春 容桂外国语学校 周文杰 

启智学校 杨波 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汤国秀 

乐从中学 许靖 容桂容山小学 康琳 

龙江中学 邱志敏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周丽萍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刘雪花 陈村新圩小学 甘爱联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孟艳艳 北滘林头小学 欧璐斯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周卓 北滘承德小学 曾琳琳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梁颖琦 乐从东平小学 骆亚军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郭艳辉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林俏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杨伊纯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黄惠殊 

中等专业学校 李立 杏坛林文恩初级中学 徐军莲 

大良鉴海小学 苏国庆 均安中心小学 林莉敏 

大良养正学校 何秀梅 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陈静青 

⑤ 佛山市“最美教师” 

容桂振华幼儿园 梁焊友 顺德区实验中学 郭振华 

大良世纪小学 杨荣林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武青帅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卢剑威   

⑥佛山市劳动模范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吕平平 

⑦佛山市优秀教师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峻岭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杜秀峰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罗勇胜   

⑧佛山市优秀班主任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瞿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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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2020年佛山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肖冰 

（2）获得区级表彰 

①顺德区“年度特殊贡献校长” 

国华纪念中学 

北滘中学 
季德华 

②顺德区“年度卓越贡献校长”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胡和秋 乐从镇东平小学 谢立清 

③顺德区“年度特殊贡献教师” 

顺德一中 陈生聪   

④顺德区“年度卓越贡献教师”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吕平平 

北滘镇莘村中学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初中创新

实验项目） 

房宜彪 

⑤顺德区优秀责任督学 

顺德一中 赖良才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叶旭飞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司徒葵东 北滘中学 杨涵伟 

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高红芳 大良顺峰小学 张成剑 

容桂御海东郡幼儿园 陈冬梅 伦教教育办公室 谢斐 

勒流教育办公室 卢伟文 陈村潭村小学 邹文龙 

北滘美的实验幼儿园 罗阳 乐从教育办公室 刘慕璇 

龙江教育办公室 廖艮玉 杏坛昌教小学 扶丽娟 

均安新华小学 欧阳月明   

⑥顺德区脱贫攻坚突出贡献个人 

龙江镇龙山初级中学 孙平新 均安中学 陈景畅 

龙江镇陈涌聚龙小学 梅丽芬 中等专业学校 欧阳可良 

龙江镇苏溪小学 雷冬生 李兆基中学 张友军 

实验中学 刘晓宇 李兆基中学 熊威然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黄昌团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叶伊娃 

罗定邦中学 章自然 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杨振华 

华侨中学 赵旭华 乐从镇沙滘初级中学 许玲 

实验中学 郭振华 大良顺峰小学 李尚兰 

伦教翁祐初级中学 韦顺玲 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张永旺 

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邹国样   

⑦顺德区村改攻坚先进个人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梁嘉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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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顺德区学科优秀教师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苏适仪 聚贤小学 陈秀华 

教育发展中心 梁健源 聚胜小学 莫丹 

顺德一中 丁崇芳 玉成小学环湖校区 张朝英 

顺德一中 陈锟 五沙小学 陈帮春 

李兆基中学 郭长卫 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程金凤 

郑裕彤中学 陈法雄 玉成小学 麦富携 

华侨中学 吴桂珊 本真未来学校 洪奕萍 

实验中学 余瑞德 大良明日之星顺峰幼儿园 谢凯恩 

启智学校 蔡暨楣 大良街道北区幼儿园 鲁欣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赵佩瑶 容桂扁滘小学 梁锡源 

罗定邦中学 肖汝真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卢宝辉 

罗定邦中学 胡楚佳 容桂华口小学 王灏涓 

容山中学 黄艺斯 容桂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黎鸿洲 

桂洲中学 吴利 容桂南环小学 陆颖珊 

伦教中学 卢志轩 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李芷玲 

勒流中学 何焯标 容桂容里小学 吴秀勇 

北滘中学 吴小梅 容桂容山小学 董嘉丽 

北滘镇莘村中学 李式框 容桂瑞英小学 张伟诗 

北滘镇莘村中学 吴泳泳 容桂上佳市小学 黄素娟 

北滘镇莘村中学 孙益红 容桂实验学校 叶小菁 

青云中学 王子硕 容桂泰安小学 黄翠珊 

龙江中学 康敏欢 容桂小黄圃小学 欧文杰 

杏坛中学 袁泳梅 容桂小学 李永坚 

均安中学 陈婵贞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黄新兵 

均安中学 洪佳娜 容桂振华小学 高云芳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沈俊中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陈立云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张欣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杨文举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蒋仕华 容桂外国语学校 胡志华 

文德学校 王馨瑶 容桂振华幼儿园 李惠雀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张克燕 容桂芳芳幼儿园 黄小琼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覃云云 容桂时代英雅国际幼儿园 肖丽芳 

广东碧桂园学校 高彬 容桂城西小学 李海燕 

广东碧桂园学校 文婵 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伍绍斌 

广东碧桂园学校 谢欢 伦教小学 张婷 

广东碧桂园学校 章俊 伦教三洲学校 刘圣明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梁晶晶 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冯锦秋 

中等专业学校 李颖芬 伦教培教小学 魏玲 

中等专业学校 江利财 伦教北海小学 冯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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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专业学校 梁嘉桦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罗美红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何珊 伦教翁祐中学 许丽嫦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徐忆莲 伦教北海小学 黄娟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封芳桂 伦教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李春玉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朱辉强 伦教街道霞石幼儿园 陆少媚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熊浩龙 勒流中心小学 潘淑华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吴文杰 勒流东风小学 梁宝珊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程晓锦 勒流稔海小学 卢少兴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罗文科 勒流新城小学 潘城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冯煜棋 勒流江义小学 唐宝兰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邓洁莹 勒流扶闾小学 钟嫦娥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欧志才 勒流龙眼小学 何莹莹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梁锶华 勒流上江小学 邓东云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陈银爽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中学部） 杨春霞 

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包良冬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张华琴 

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罗宝炘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李健琼 

机关第二幼儿园 周敏仪 勒流大晚胜利幼儿园 陈丽莎 

凤城实验学校 刘海燕 北滘镇碧江中学 彭成彦 

梁开初级中学 梁宝耀 北滘镇莘村中学 龙伟可 

成美初级中学 石博 北滘镇君兰中学 何凤媚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王莉 北滘镇莘村中学 梁焕银 

凤翔小学 杨海波 北滘镇君兰中学 李丽萍 

红岗小学 李君钰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吕游 

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黄媚媚 北滘镇承德小学 周顺娟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马欢欢 北滘镇三桂小学 卢道梅 

大良街道凤城幼儿园 陈蝶 北滘镇群力学校 李坚英 

大良街道春华幼儿园 曾翠娟 北滘镇林头小学 邹永国 

容桂高黎小学 陈爱丽 北滘镇广教小学 黄洋妹 

容桂海尾小学 严敏琴 北滘镇高村小学 冯浩章 

容桂容边小学 梁舒敏 北滘镇育贤幼儿园 钟岸英 

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孙晓芬 陈村镇青云初级中学 廖泰坤 

容桂容山小学 叶燕媚 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欧旭明 

容桂上佳市小学 覃韵诗 碧桂花城学校 王在和 

容桂泰安小学 王萍 陈村镇庄头小学 黄晓芳 

容桂文华初级中学 赵颖君 陈村镇梁钊林纪念小学 朱小夏 

容桂细滘小学 蔡碧霞 拔萃实验学校 张幸樾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廖逢源 陈村镇大都小学 郭桂芳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李培民 陈村镇中心小学 欧焕银 

容桂街道海尾幼儿园 陈玉云 陈村镇中心小学 李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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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街道华口幼儿园 陈晓霞 陈村镇仙涌小学 钟冬妮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吴东平 碧桂花城幼儿园 汪萍 

伦教翁祐中学 周瑞红 沙滘初级中学 卢婕 

伦教永丰小学 黄志明 大墩初级中学 邓丽华 

伦教鸡洲锡全小学 蔡优锦 桂凤初级中学 徐婷婷 

伦教熹涌陈佐乾纪念学校 黎思婷 乐从小学 麦惠碧 

伦教小学 黄惠敏 乐从小学 陈雪红 

伦教朗文幼儿园 谢钰怡 乐从镇东平小学 周雁飞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叶伊娃 劳村小学 曾柳 

勒流黄连梁季彝纪念学校 黄家莉 红棉小学 高芬婵 

勒流稔海小学 张子茵 罗沙小学 黄慧萍 

勒流冲鹤小学 袁迎曦 路洲小学 何淑玲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小学部） 陈丽香 大闸小学 梁彩凤 

勒流中心小学 麦静仪 乐从经华幼儿园 曾敏莹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余彬庆 乐从镇沙边幼儿园 钟丽映 

勒流博澳城幼儿园 陈柳霞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郑宗清 

北滘镇碧江中学 吕咏思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危智良 

北滘镇莘村中学 梁凤萍 龙江里海学校 欧阳帆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潘文秀 龙江东海小学 欧阳志敬 

美的学校 朱红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李利花 

北滘镇碧江小学 郑婉伦 龙江镇华东小学 廖槟强 

碧桂园实验学校 黄锐森 龙江苏溪小学 利洁明 

北滘镇凤起兰庭幼儿园 徐世慧 龙江陈涌聚龙小学 陈碧仪 

北滘镇西滘幼儿园 鲁灶姐 龙江里海学校 张雁凤 

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黄国志 龙江叶霖佳小学 蔡素娴 

陈村镇初级中学 杨绮琳 龙江镇西溪幼儿园 詹春兰 

陈村镇弼教小学 张敏灵 杏联初级中学 陈志慧 

陈村镇潭村小学 蔡玉影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何燕芝 

陈村镇南涌小学 周颖欣 潘祥初级中学 李丽欢 

陈村镇民族路幼儿园 胡嘉莹 昌教小学 梁嘉丽 

陈村镇青云小学 曾玲 伍蒋惠芳初级中学 罗昶宇 

沙滘初级中学 李逸城 杏坛东村幼儿园 吕艳齐 

大墩初级中学 冯佩珊 杏坛小学 麦丽娟 

乐从镇东平小学 李诗琪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谢献珍 

沙滘小学 赖慧俏 逢简小学 张丹 

沙滘小学 吴丽敏 逢简小学 朱赛转 

明德小学 蔡雅乐 建安初级中学 罗枚娟 

乐从东村幼儿园 张慧 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郝加兴 

龙江外国语学校 麦楚文 均安中心小学 欧阳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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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左滩小学 张翠婵 富教小学 黄锡鸿 

龙江里海学校 黄萃 均安镇顺峰小学 胡带珊 

龙江实验学校 张永楹 仓门小学 陈兴杨 

龙江叶霖佳小学 李婷 新华小学 李倚芬 

龙江颖林学校 罗展程 天连小学 欧阳玉柳 

龙江城区幼儿园 谢燕清 南沙小学 陈永健 

古朗小学 黄浩国 均安乐瑞幼儿园 欧阳婉婷 

高赞小学 陈志良 均安镇教育办公室 黄婉珊 

东马宁小学 黄文苑 顺德一中 赖毓和 

杏坛中心幼儿园 梁绮琼 顺德一中 符柏岳 

杏坛君怡幼儿园 骆佳灵 李兆基中学 何仕竹 

麦村小学 王洁 李兆基中学 熊洁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王茜 郑裕彤中学 梁万和 

建安初级中学 许爱林 华侨中学 杨玉蓉 

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林雪吟 华侨中学 周海欧 

均安中心小学 杨托 华侨中学 何秋帮 

星槎小学 梁瑞迎 实验中学 龙康成 

南沙小学 黄威威 实验中学 陈悦 

均安镇星槎幼儿园 陈成湘 启智学校 谭春红 

均安新华幼儿园 欧阳淑莹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黄瑞燕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胡建国 罗定邦中学 李世松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阙彩霞 罗定邦中学 谭曦珠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肖薇薇 容山中学 刘祚柱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杨芹 容山中学 黄玉国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马瑞 桂洲中学 林志宏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唐晓琳 桂洲中学 覃克祥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刘锋 伦教中学 刘红梅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王红梅 勒流中学 谈福成 

教育发展中心 许莎莎 勒流中学 毛光政 

教育发展中心 陈辉霞 北滘中学 陈文斌 

顺德一中 罗玉芬 青云中学 冯肇友 

顺德一中 康红梅 龙江中学 王荣喜 

顺德一中 张丽美 龙江中学 欧少红 

顺德一中 李莹 杏坛中学 何郁富 

李兆基中学 周玉萍 均安中学 陈月明 

李兆基中学 刘雪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江伟成 

李兆基中学 王爱辉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吴华南 

郑裕彤中学 陈日鑫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伍伟红 

郑裕彤中学 甘燕婷 中等专业学校 区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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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裕彤中学 李红红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向艳智 

郑裕彤中学 李连启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何芳 

华侨中学 尹凡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熊如贵 

华侨中学 严放之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陈玲 

实验中学 陈廷浪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岳奇 

实验中学 刘朝辉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柳杨 

实验中学 何杰莹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陈海标 

启智学校 刘淑芬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陆婷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陈文姝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向连兵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何立均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陈梓宇 

顺德一中西南学校 徐志卿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罗晓秋 

罗定邦中学 钟文霞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周忠红 

罗定邦中学 张婷婷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朱琼华 

罗定邦中学 王渊渊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黄运有 

容山中学 李艳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袁竞智 

容山中学 张陈扬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罗美招 

容山中学 李浩华 机关幼儿园 乔文君 

容山中学 邝映洁 成美初级中学 陈业荣 

桂洲中学 顾艳云 西山小学 程慧 

桂洲中学 刘新才 本原小学 陈志和 

伦教中学 汤莉莉 环城小学 罗敏 

伦教中学 苏剑衡 西山小学清晖校区 朱钰霞 

伦教中学 杨爽 鉴海小学 欧阳艳 

勒流中学 董庆林 世纪小学 梁桂宏 

勒流中学 任雁妍 凤城实验学校 朱季平 

北滘中学 吴丽霞 聚胜小学 吴战萍 

北滘中学 张格娥 玉成小学 汤洁 

北滘中学 卢燕冰 养正学校 叶斌 

北滘镇莘村中学 李东亮 大良街道明雅幼儿园 罗嘉 

青云中学 刘方强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刘平辉 

青云中学 杨小玉 容桂红旗小学 郭雪芬 

青云中学 范友宝 容桂瑞英小学 廖能强 

乐从中学 涂序星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郝锐 

乐从中学 冼沛棠 容桂四基小学 江萍 

乐从中学 盛堂飞 容桂小学 刘建英 

乐从中学 黄春云 容桂外国语学校 杨通兰 

乐从中学 汪红毅 伦教荔村小学 苏杏英 

乐从中学 王裕伟 伦教仕版奋扬学校 聂慧珊 

乐从中学 房彬 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谢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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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中学 苏静雯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邹荣军 

龙江中学 许冉冉 伦教三洲学校 李玉鹏 

杏坛中学 蔡茹平 伦教培教小学 罗辉凡 

杏坛中学 黎柳婵 伦教工交幼儿园 林强妹 

杏坛中学 莫城海 勒流江义小学 何念祥 

均安中学 杨梅玲 勒流光大小学 黄燕玲 

均安中学 张敬 勒流冲鹤小学 黄秀玲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阮达丽 勒流裕源小学 钟国健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梁嘉瑜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肖帆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周晶冰 勒流育贤实验幼儿园 何淑敏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王凌 北滘镇莘村中学 杨艳云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肖华 北滘镇碧江中学 莫海英 

文德学校 冉少华 北滘镇君兰中学 郑能叶 

文德学校 傅瑞丹 北滘镇中心小学 邹莉芳 

文德学校 李晓莹 北滘镇马龙小学 梁辉敏 

文德学校 劳巧燕 北滘镇西海小学 邓益柱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林自钦 北滘君兰幼儿园 辛玉枝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黄红艳 陈村镇青云初级中学 利志伟 

国华纪念中学 李启汉 陈村镇初级中学 霍笑霞 

国华纪念中学 王小燕 陈村镇吴维泰纪念小学 莫莉 

国华纪念中学 沈佳佳 陈村镇石洲小学 雷洁雯 

广东碧桂园学校 刘薇 陈陈村镇勒竹小学 梁铁聪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杨一丰 陈村镇新圩小学 闻龙辉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谢碧玲 陈村镇凯乐幼儿园 黄燕辉 

中等专业学校 邱其汉 沙滘初级中学 杨燕萍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王晓敏 大墩初级中学 袁洁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金银鹏 桂凤初级中学 郑永东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曾兰兰 乐从小学 邓月甜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韩冰 乐从镇东平小学 陈骏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王丽丽 水藤小学 吴翠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方荣华 乐从镇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 梁结婵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卢娟 乐从颖林水藤学校 刘华丽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罗婷 龙江外国语学校 朱惠青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张艳辉 龙江旺岗小学 余彩兼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高海燕 龙江镇华东小学 邹艺妍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吴劲茵 龙江实验学校 郭素勤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江爱云 龙江世埠小学 薛润葵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张金菊 龙江苏溪小学 梅少端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陈淑霞 龙江陈涌聚龙小学 梅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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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罗淑影 龙江朝霞幼儿园 黄朝霞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蓝师科 昌教小学 陈少琴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朱莹辉 杏坛中心小学 黄凤颜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杨继武 光辉小学 黄琼珊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高琳 桑麻小学 黄艳红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刘湘 杏坛镇林文恩初级中学 黎生财 

机关幼儿园 成宁丹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刘静 

凤城实验学校 曾海花 杏联初级中学 陆芸 

梁开初级中学 林文彪 龙潭小学 吴勇彪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谭峰华 建安初级中学 欧阳锦宽 

成美初级中学 朱晓莹 均安中心小学 罗丽芬 

西山小学 李娜 富教小学 苏燕琴 

本原小学 罗凯涛 均安镇顺峰小学 李国斌 

李介甫小学 白玉婷 仓门小学 黄婉琼 

桂畔小学 林进亮 天连小学 李卫军 

凤翔小学 黄佩瑾 南沙小学 谢敬发 

云路小学 谭慧   

⑨顺德区优秀班主任 

顺德一中 肖燕 容桂绿茵幼儿园 陈梅凤 

顺德一中 杨柳 容桂东逸湾英伦幼儿园 曾秋亮 

顺德一中 魏智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彭晓梅 

顺德一中 邓优华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温丽敏 

李兆基中学 辛小兵 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刘丽容 

李兆基中学 霍志华 伦教翁祐初级中学 姚浪平 

李兆基中学 鲁祖军 伦教小学 梁龙欢 

郑裕彤中学 王化睿 伦教小学 牛小湘 

郑裕彤中学 袁晓桥 伦教永丰小学 陈立乾 

郑裕彤中学 周勋 伦教鸡洲锡全小学 刘湘红 

华侨中学 黄中茂 伦教三洲学校 郑植允 

华侨中学 苏茂新 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李楚铃 

华侨中学 卢荣浩 伦教熹涌陈佐乾纪念学校 郭结仪 

实验中学 朱凤玲 伦教荔村小学 郭杏玲 

实验中学 周颖宜 伦教培教小学 郑智洪 

实验中学 谢婉娜 伦教北海小学 张丽君 

启智学校 苏永峰 伦教北海小学 关绮碧 

启智学校 王丽婷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李富宇 

一中外国语学校 黄艳 伦教仕版奋扬学校 梁健欣 

一中外国语学校 李长菊 伦教新伟力幼儿园 王映梅 

一中西南学校 肖文娟 伦教鸡洲幼儿园 刘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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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邦中学 杨阔 伦教明晖幼儿园 许茂林 

罗定邦中学 张孝夷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李玉 

罗定邦中学 覃辉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廖晓彤 

罗定邦中学 陈肖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冼家立 

容山中学 李秋明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张小霞 

容山中学 莫微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赵丽华 

容山中学 李云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中学部） 李奕林 

容山中学 张活富 勒流冲鹤小学 洪选玲 

桂洲中学 王翔 勒流大晚小学 郭群花 

桂洲中学 李绮明 勒流扶闾小学 孔雪萍 

桂洲中学 尚志良 勒流光大小学 梁慧娟 

伦教中学 高少芹 勒流勒北小学 黄丽娜 

伦教中学 罗威 勒流稔海小学 许婵芬 

伦教中学 欧阳业进 勒流上江小学 黄巧雄 

勒流中学 邹艺 勒流新龙学校 李咏诗 

勒流中学 张文文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小学部） 潘艳平 

勒流中学 李靖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小学部） 吴婉婷 

北滘中学 吴启程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陈汝参 

北滘中学 赵汝浩 勒流中心小学 梁惠冰 

北滘中学 吴淑娟 勒流中心小学 黄秀开 

北滘镇莘村中学 王剑其 勒流中心幼儿园 孔焕冰 

北滘镇莘村中学 谭红玉 勒流健儿幼儿园 陆俊伶 

北滘镇莘村中学 唐琴 勒流前进幼儿园 谭敏琼 

青云中学 韦海峰 北滘镇莘村中学 王仁明 

青云中学 谭敏 北滘镇莘村中学 吴秀雯 

青云中学 卢淑华 北滘镇碧江中学 麦智莹 

乐从中学 胡可生 北滘镇碧江中学 张咪 

乐从中学 祝普刚 北滘镇君兰中学 熊嘉佳 

乐从中学 肖颂玲 北滘镇君兰中学 叶洁雯 

乐从中学 郑少鑫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周倩 

龙江中学 曹婷如 北滘镇碧桂园实验学校 张素玉 

龙江中学 张祺英 北滘镇中心小学 戴群英 

龙江中学 罗慧玲 北滘镇承德小学 周雁华 

杏坛中学 张静静 北滘镇朝亮小学 陈颖 

杏坛中学 谢汉淋 北滘镇林头小学 朱晓宏 

杏坛中学 许敏平 北滘镇高村小学 廖韵诗 

均安中学 何嘉瑜 北滘镇西滘小学 陈晓颖 

均安中学 黄杏莹 北滘镇莘村小学 周燕涛 

均安中学 李云朋 北滘镇马龙小学 何丽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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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李燕仪 北滘镇坤洲小学 吴依珊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赵柔冰 北滘镇西海小学 温艳珍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赖翠春 北滘镇三桂小学 韩幸梓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苏佳琦 北滘镇美的学校 李建国 

文德学校 叶凤钿 广东碧桂园学校 赵晓伟 

文德学校 夏绮雯 北滘镇凤起兰庭幼儿园 罗建凤 

文德学校 陈嘉琦 北滘镇第二幼儿园 陈凤华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赖光燕 北滘镇林头幼儿园 郭银笑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周倩 陈村镇青云初级中学 龙燕凤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朱德刚 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钟琴 

国华纪念中学 徐建军 陈村镇初级中学 刘芳英 

国华纪念中学 杜彦华 碧桂花城学校 张萌萌 

广东碧桂园学校 丛杨 陈村镇勒竹小学 饶春敏 

广东碧桂园学校 瞿莉莉 陈村镇南涌小学 唐一允 

广东碧桂园学校 李华升 陈村镇新圩小学 谢玲娣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黄嘉亮 陈村镇吴维泰纪念小学 郑铭琪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蔡韶英 陈村镇中心小学 张俭杭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马文青 陈村镇青云小学 苏健美 

中等专业学校 刘侃 陈村镇弼教小学 冯珊萍 

中等专业学校 石玉 陈村镇仙涌小学 邓秀芙 

中等专业学校 赵鹏媛 陈村镇石洲小学 杨月娴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王远敏 陈村镇庄头小学 朱见碧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袁水香 陈村镇潭村小学 赵夏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郭小勇 陈村镇大都小学 黄丹妮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余莉 陈村镇梁钊林纪念小学 胡绮玲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蒋俊岸 陈村镇青云路幼儿园 胡丽娟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龚英皇 陈村镇潭洲湾幼儿园 唐妍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喻爱梅 陈村永兴幼儿园 陈晓萍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金显凤 沙滘初级中学 梁淑娴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李毅广 沙滘初级中学 蔡燕兰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仇淑英 大墩初级中学 麦明秀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黄艳茵 大墩初级中学 黄培锫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欧少霞 桂凤初级中学 聂玉霞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曹淑萍 乐从小学 吴群弟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郑小娟 乐从小学 薛瑜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蒋美春 乐从小学 黄璐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陈玉佳 乐从镇东平小学 侯青夏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李洁红 乐从镇东平小学 岑泳梅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蔡凌云 乐从镇东平小学 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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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许伟洁 沙滘小学 李泳贤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李黎 沙滘小学 吕敏怡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周红霞 劳村小学 杨巧如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林晓玲 红棉小学 黎远媚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卢沛 水藤小学 邓丽文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邓育婧 罗沙小学 刘文诗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萧懿文 明德小学 薛爱娣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杨文广 路洲小学 周少媚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吴坤海 大闸小学 裴翠玉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林帅 乐从镇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 喻鸿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林玉新 乐从中心幼儿园 莫织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黄琼燕 乐从大墩幼儿园 邱敏霞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丁曼华 乐从镇南村幼儿园 马志橙 

机关幼儿园 郑美瑾 龙江外国语学校 苏志兴 

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吕志琼 龙江外国语学校 邓国华 

机关第二幼儿园 丘文英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温彩红 

凤城实验学校 马娟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林慧珊 

梁开初级中学 杨晓惠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梁桂萍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江永玮 龙江里海学校 谭燕珍 

成美初级中学 鲜婷 龙江实验学校 尹华 

养正学校 杨娟 龙江实验学校 廖朝琼 

西山小学 张霞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高敏 

本原小学 黄仕邈 龙江坦田小学 郭少芬 

环城小学 陈艳娣 龙江颖林学校 张淑清 

李介甫小学 伍艳娴 龙江镇华东小学 康伟芬 

鉴海小学 魏琦 龙江镇华东小学 姚勉 

西山小学清晖校区 张晓芬 龙江陈涌聚龙小学 李婉青 

桂畔小学 郭  慧 龙江旺岗小学 黄绮京 

凤翔小学 朱海卉 龙江官田小学 伍彩凤 

云路小学 蔡香兰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梁晓丹 

红岗小学 张茵玲 龙江东海小学 陈焕瑶 

世纪小学 莫彩园 龙江左滩小学 黄思琳 

凤城实验学校 马永均 龙江东头幼儿园 聂云容 

聚贤小学 朱小珍 龙江集北慧贤幼儿园 廖瑞芬 

聚胜小学 梁锦珊 龙江伊贝迪幼儿园 黄彩红 

玉成小学环湖校区 倪昱纯 伍蒋惠芳初级中学 张才敏 

五沙小学 李少华 伍蒋惠芳初级中学 郭昌莲 

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杨泽芬 杏联初级中学 刘婉莹 

玉成小学 曾翠红 潘祥初级中学 周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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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良实验小学 龚雪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伍佩慧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王佳佳 杏坛镇林文恩初级中学 黄德芳 

本真未来学校 吴立国 新联小学 罗晓彤 

新德业第一幼儿园 曾苑婷 桑麻小学 薛国娴 

大良街道育才幼儿园 苏嘉榆 光华小学 谭欣仪 

大良街道近良幼儿园 黄贵梅 龙潭小学 梁绮琪 

容桂外国语学校 李德财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朱蕴怡 

容桂城西小学 林彩霞 右滩胡兆炽学校 周伟燕 

容桂高黎小学 植中荣 昌教小学 冼苑仪 

容桂海尾小学 练雅婷 昌教小学 麦馨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梁文良 南华小学 何笑燕 

容桂红旗小学 闫国庆 高赞小学 何丽娟 

容桂华口小学 高银婵 杏坛中心小学 梁秋迎 

容桂马冈小学 麦惠敏 杏坛润苑幼儿园 苏少球 

容桂南环小学 曾嘉静 杏坛乐培幼儿园 莫秋娟 

容桂南区小学 陈秀梅 杏坛龙潭幼儿园 伍丽雅 

容桂容边小学 邓绮霞 建安初级中学 李爱弟 

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叶伶青 建安初级中学 王桂仪 

容桂容里小学 谭耀辉 建安初级中学 姜良站 

容桂上佳市小学 孙燕琴 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黄碧玉 

容桂实验学校 郝益辉 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阮巧漫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覃晓兰 均安中心小学 林佳文 

容桂四基小学 陈颖 均安中心小学 胡祖怡 

容桂泰安小学 李桂颜 富教小学 罗濠金 

容桂外国语学校 丘海锋 富教小学 刘广慧 

容桂文华初级中学 林桔 均安镇顺峰小学 何雁贞 

容桂细滘小学 卞丽华 均安镇顺峰小学 罗梦雪 

容桂小黄圃小学 梁结敏 星槎小学 李颖欣 

容桂小学 黄妙琳 仓门小学 谭平贞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胡毅 新华小学 何佩斌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朱宇翔 天连小学 欧阳嘉俊 

容桂振华小学 龚凯碧 南沙小学 黄引弟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范依宁 南沙小学 陈锦欢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李韬 均安鹤峰大地幼儿园 欧阳佩玲 

容桂蓓荭幼儿园 吴小敏 均安镇南浦幼儿园 欧阳翠萍 

容桂街道南区慈风幼儿园 喻彩容 均安仓门幼儿园 吴伟红 

⑩顺德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岑倩婷 容桂蓓蕾幼儿园 李淑华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明 容桂街道上佳市幼儿园 李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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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中心 吴海坚 伦教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姚兆军 

顺德一中 刘西典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钟东旭 

顺德一中 张辉煌 伦教小学 曾锦源 

李兆基中学 刘塘 伦教鸡洲锡全小学 陈小燕 

郑裕彤中学 孙垂鑫 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李淑铭 

华侨中学 徐启桉 伦教荔村小学 冯桂梅 

实验中学 郭振华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卢少珊 

启智学校 蔡青 伦教拔萃实验幼儿园 苏雪芬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陈水绎 勒流街道教育办公室 连少华 

顺德一中西南学校 寇鹏飞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林惠榕 

罗定邦中学 罗泳欣 勒流江义小学 刘永青 

容山中学 黄桃荣 勒流龙眼小学 梁叶美 

桂洲中学 章传东 勒流稔海小学 黄珠敏 

伦教中学 陈相生 勒流中心小学 曹晓玲 

勒流中学 刘妍莉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刘启文 

北滘中学 彭章荣 勒流扶闾小学 邱兆锋 

北滘镇莘村中学 张礼富 勒流上江小学 徐红 

青云中学 蔡斌 勒流冲鹤万福幼儿园 卢惠华 

乐从中学 陈光宏 北滘镇教育教学研究室 梁伟潮 

龙江中学 陈兆成 北滘镇教育教学研究室 黄舒韵 

杏坛中学 龚黎平 北滘镇莘村中学 张向光 

均安中学 孟辉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易洁羽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上官建萍 北滘镇承德小学 莫昌智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严匡禧 北滘镇朝亮小学 吴少玲 

文德学校 赵恺宁 北滘镇广教小学 黄海林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田莉 北滘镇高村小学 李琳玉 

国华纪念中学 祁玲玲 北滘镇群力学校 简芳洪 

广东碧桂园学校 刘兴国 北滘镇西滘小学 梁杏娟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潘志坚 北滘镇三洪奇幼儿园 李景熙 

中等专业学校 邓晴 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甘钜麟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冯佩碧 陈村镇青云初级中学 邓捷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李阳林 陈村镇潭村小学 廖梅丽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岑东帆 陈村镇吴维泰纪念小学 刘广平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付卓文 陈村镇弼教小学 王琼虹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卢贵誉 陈村镇庄头小学 朱丽苑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黄学军 陈村缤纷大地幼儿园 邓初荣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黄清海 陈村镇石洲小学 梁培英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邓金荣 沙滘初级中学 彭志洪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马绍君 大墩初级中学 邓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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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林俊耀 桂凤初级中学 覃媛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何爱龙 乐从小学 梁德初 

机关幼儿园 黄顺琼 乐从镇东平小学 韦古恩 

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胡艳萍 沙滘小学 劳美思 

机关第二幼儿园 欧阳丽霞 红棉小学 蓝丽艳 

凤城实验学校 何炽刚 水藤小学 刘健琴 

梁开初级中学 彭刚 罗沙小学 卢志华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韩小艳 路洲小学 王李萍 

西山小学 王霞 乐从镇腾飞世纪幼儿园 吴娜 

本原小学 邹婷 龙江左滩小学 邱志聪 

环城小学 罗冬云 龙江苏溪小学 雷冬生 

李介甫小学 黄志红 龙江陈涌聚龙小学 邹雪琴 

鉴海小学 吴鹏 龙江外国语学校 刘勇 

西山小学清晖校区 卢晓雯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黄振道 

桂畔小学 彭建丽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卢亮 

云路小学 黄志清 龙江官田小学 谭淑庄 

红岗小学 卢柏和 龙江叶霖佳小学 谭瑞燕 

世纪小学 廖娟秀 龙江实验学校 陈丽华 

聚贤小学 欧阳池峰 龙江镇教育办公室 叶玉燕 

五沙小学 郑彦伟 东村小学 梁润孔 

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文娟娟 杏坛杏伟实验幼儿园 陈春玲 

大良实验小学 常冰 杏坛镇林文恩初级中学 梁丽珠 

大良街道文安幼儿园 闾泓 南朗小学 黄秀团 

容桂外国语学校 周剑山 杏联初级中学 龙明梅 

容桂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简少霞 杏坛镇教育教学研究室 陈来国 

容桂马冈小学 李富林 古朗小学 王衔雄 

容桂容边小学 张华忠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吴颖欣 

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傅锦宏 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黄焕章 

容桂容里小学 苏丽明 均安中心小学 欧阳丽敏 

容桂容山小学 赵源颖 富教小学 陆会芳 

容桂瑞英小学 郑梅芳 均安镇顺峰小学 胡淑娴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邓钧成 新华小学 欧阳雁容 

容桂泰安小学 叶颖春 南沙小学 黄转文 

容桂细滘小学 谢东华 均安镇教育办公室 蔡家胜 

容桂新蕾学校 曾文娟 均安中心幼儿园 陈彩园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胡瑞杰   

⑪顺德区骨干学科教师（学科带头人） 

顺德德胜学校 李波 龙江外国语学校 叶世锋 

乐从中学 刘刚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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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从中学 黎勤 杏坛梁銶琚中学 石小梅 

顺德区顺德一中 赖光明 北滘美的学校 王军平 

顺德区顺德一中 邹高大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刘上玲 

均安中学 张生明 伦教培教小学 魏玲 

顺德区顺德一中 吴近昕 容桂小学 刘文娟 

罗定邦中学 郗坤洪 容桂容里小学 樊华锋 

罗定邦中学 洪生锋 陈村南涌小学 杨倩桢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程剑 杏坛东马宁小学 黄文苑 

顺德区顺德一中 黄波 杏坛昌教小学 梁碧云 

罗定邦中学 邹德乐 陈村中心小学 欧焕银 

北滘中学 姚淑仪 容桂小学 邓菊 

罗定邦中学 张欢 容桂小黄圃小学 李洁莹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盛波 容桂容山小学 罗潇 

顺德区顺德一中 郑月君 勒流冲鹤小学 梁翠婷 

北滘莘村中学 王剑清 北滘莘村小学 周燕涛 

陈村青云中学 李玉玲 均安天连小学 蓝子婷 

顺德区容山中学 乐燕霞 陈村新圩小学 卢妙常 

容桂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赵军 均安中心小学 李裕英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韩玉玲 北滘莘村小学 张曼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杜文林 杏坛中心小学 颜子明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培茂 均安中心小学 肖楚娇 

伦教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贾慧咏 乐从东平小学 陈明慧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曾丹 乐从小学 冯玉红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刘松龙 杏坛光华小学 陈雁纯 

均安文田中学 柴锦锦 北滘高村小学 张兴贵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周红霞 乐从东平小学 胡潇泓 

大良梁开中学 黄启勇 容桂容山小学 高梅燕 

容桂外国语学校 丘海锋 大良西山小学 黄志敏 

大良顺峰中学 唐开杨 大良西山小学 赵飞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张勇 大良西山小学 卢晓雯 

陈村镇初级中学 周素芳 顺德德胜小学 马欢欢 

杏坛杏联中学 梁淑勤 大良顺峰小学 董森炜 

顺德区顺德一中 朱黎英 龙江坦田小学 李洁 

杏坛林文恩中学 张婷婷 容桂小黄圃小学 张德林 

顺德区顺德一中 肖文娟 大良实验小学 郑思涛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杨清 大良世纪小学 王娟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詹炎 大良李介甫小学 任俊一 

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张娟 陈村梁钊林纪念小学 程首彦 

杏坛梁銶琚中学 伍贵强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胡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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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外国语学校 周剑山 均安中心小学 胡少芳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揭翠萍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周健梅 

伦教翁祐中学 李野 大良北区幼儿园 陈惠惠 

顺德德胜学校 李瑞晓 顺德机关幼儿园 黄静婵 

大良顺峰中学 王苏波 容桂新亚加达中英文幼儿园 郭德春 

均安建安中学 郑丽冰 大良逢沙幼儿园 张国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吕倩玲 勒流健儿幼儿园 郭利芳 

伦教翁祐中学 赖进铭 北滘君兰幼儿园 吴漫漫 

均安建安中学 张丹颖 顺德区启智学校 张继勇 

顺德区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劳咏芬 大良梁开中学 郑锦松 

伦教周君令中学 廖洪钟 龙江镇教育局 邓兆振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陈荣添 顺德教育发展中心 张炽 

北滘莘村中学 黄娟 顺德教育发展中心 许莎莎 

均安文田中学 潘孔祥 顺德教育发展中心 廖惠芳 

⑫顺德区骨干班主任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梁小翠 北滘承德小学 李紫梅 

均安中学 林玉青 乐从东平小学 祁辉 

杏坛中学 黄健文 大良顺峰小学 朱华博 

北滘国华纪念中学 李小燕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梁淑君 

华侨中学 陈敬坤 乐从东平小学 黄艳霞 

桂洲中学 姜俏僖 本真未来学校 黄俊云 

伦教中学 于方超 大良五沙小学 陈绮雯 

陈村青云中学 单欣 大良云路小学 曾娜 

勒流中学 吴昊玉 陈村潭村小学 夏黎子 

乐从中学 魏婷婷 顺德区玉成小学 毛丹丹 

容桂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邓蔚雯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陈宏同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杨艳娟 勒流龙眼小学 梁焕仪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高琳 杏坛光华小学 陈泳余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春娜 伦教培教小学 郑智洪 

中等专业学校 张声云 伦教小学 李丽敏 

伦教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冀殿琛 北滘镇群力学校 李雯佩 

杏坛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卢伟玲 大良环城小学 梁颖欣 

陈村镇初级中学 何舒颖 伦教北海小学 何尚蓉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吴家祺 勒流中心小学 洪意芬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李燕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余惠玉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周宁 容桂南环小学 李沨婷 

伦教周君令中学 彭新法 勒流裕源小学 李惠敏 

大良梁开中学 陈露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梁结韵 

杏坛梁銶琚中学 温燕珊 北滘西海小学 钟文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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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杨敏婷 北滘林头小学 黎燕桃 

容桂外国语学校 孙磊 容桂红旗小学 徐素玲 

容桂文华中学 黄素芸 陈村镇潭洲湾幼儿园 张秋霞 

容桂兴华中学 麦玉霞 北滘第二幼儿园 周晓君 

龙江龙山中学 黎国朋 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冯樱 

乐从东平小学 刘菲菲 顺德区启智学校 刘淑芬 

⑬顺德区骨干教育管理者 

容山中学 肖楚熊 成美初级中学 王雪飞 

顺德一中 廖伟梁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江蕊 

华侨中学 涂军华 勒流富安中学 吴龙飞 

勒流中学 宋玉琦 乐从东平小学 曾金花 

均安中学 朱利超 顺德德胜小学 谢妮媛 

罗定邦中学 吴潜波 容桂海尾小学 林玉芬 

杏坛中学 叶君明 勒流梁季彝纪念小学 叶佩雯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赖明霞 乐从沙滘小学 黄遵苗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剑 陈村大都小学 杨俊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钟全荣 容桂泰安小学 严翠娟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潘志坚 顺德机关幼儿园 李魏霞 

乐从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皇秋明 北滘第二幼儿园 陈素虹 

杏坛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黄智聪 均安镇教育局 曾晓珍 

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上官建萍 顺德教育发展中心 王育群 

乐从镇教育局 陈弘皓 顺德教育发展中心 老志文 

⑭顺德区师德标兵 

顺德区实验中学 杨玉平 文德学校 赵恺宁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吴治将 机关幼儿园 马捷 

龙江中学 麦婉文 大良凤城实验学校 李军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张诚 龙江苏溪小学 夏荣群 

启智学校 王红 均安富教小学 罗杏珊 

⑮顺德区师德先进个人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黄书刚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李立娟 

顺德一中 郭婷 国华纪念中学 易珊 

李兆基中学 付绍奎 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丘苑玲 

郑裕彤中学 陈日鑫 机关第二幼儿园 胡少琼 

华侨中学 赵旭华 大良红岗小学 李旭莲 

罗定邦中学 李勇军 大良明雅幼儿园 李素莹 

容山中学 黄俊 容桂外国语学校 丘海锋 

桂洲中学 欧忠阳 容桂小学 罗瑞琪 

伦教中学 陈静莉 容桂东逸湾英伦幼儿园 黄文锋 

勒流中学 李锦文 伦教翁祐初级中学 胡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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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滘中学 李荣霞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梁桂英 

青云中学 张清 伦教工交幼儿园 黄立娟 

乐从中学 刘刚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伍雪婷 

杏坛中学 陈进然 勒流上江小学 黄巧雄 

均安中学 张惠枝 勒流新明幼儿园 曾令红 

北滘莘村中学 莫鸿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祁宝仪 

一中外国语学校 吴泳栅 北滘林头小学 郑丽华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赖力嘉 北滘育贤幼儿园 余少尔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王素芳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冯焯萍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赖明霞 陈村大都小学 黄丹妮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周洪宜 陈村庄头幼儿园 张静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龙凤明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邓丽华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冀殿琛 乐从东平小学 林桢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伍志毅 乐从经华幼儿园 刘杏葵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葛晓晓 龙江外国语学校 杜美兰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林文聪 龙江实验幼儿园 韦海霞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陈静玲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吴忠华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梁恒添 杏坛逢简小学 陈桂朝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欧阳信驰 杏坛顺宝幼儿园 何妙萍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李波 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黄焕章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张喜莲 均安中心幼儿园 欧阳瑞霞 

4.满三十年教龄教育工作者 

顺德区教育局 曾丽辉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彭安生、刘良欣、黄丽珍、周璐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范爱民、杨斌、李伟春、胡瑜、康永强、蔡伟华、宁顺青、但炼、

钟兵 

李兆基中学 林俊才、周晖、黄莹山、王义芳、易剑章、王永朝、沈红英 

郑裕彤中学 潘虹、陶庆、易东红、朱小莲 

华侨中学 甘立芬、厉继选、胡楚研、陈志坚、俞艳平、温永华、王翔 

实验中学 何竹、江学银、欧阳波兵、阮小月、王汉明、沈碧瑜 

启智学校 谭春红、王红、梁仕祥 

一中外国语学校 曾惠蘋、江万里、李江萍、李杰、习学秀 

罗定邦中学 郭早忠、谭曦珠、熊文华 

容山中学 吴桂林、李君健、徐宏斌、董世畅、陈锡明、曾爱民、刘磊 

桂洲中学 崔桂锋、何晖、卢新秀、钟权 

伦教中学 宫玉萍、雷二凤、李艳波、王潮清、徐凌峰 

勒流中学 曾予怀、刘玉刚、邹金津、黄舒、李乃添 

北滘中学 彭章荣、卢杰龙 

青云中学 涂汉军、叶柳青、温晓森、谢贝叶、朱建辉 

乐从中学 彭小阳、梁黎雯、李慧芹、叶岚、郑银平、晏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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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中学 范永志、谢金兰、王卫恒、朱青霞、游红梅、何明良、韦雪梅、

刘作彪、莫福仙 

杏坛中学 易拥军、吴春景、梁晓宁、李伟坚、卢设勋 

均安中学 何国明、邓洁玫、叶昌华、黄金良、曾群凤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钟华文、方群英 

文德学校 杨美光 

国华纪念中学 吕春禄、牟新立、孙岩雪 

中等专业学校 郭庆、廖文玖、覃文龙、彭积京、白朝贤、郑子芬、翁国梁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何泳雁、张提昌、陈振桐、李红玲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陈四根、周晓明、陈飞平、覃华桂、黄文、余东芸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殷文英、蓝晓云、谢元忠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李彬、管辉忠、吴双江、杨湘荣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周静源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邓钢强、邱松毅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刘东平、周志江、高小青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林清香、韩雨龙、尹志群、谈卫兵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刘乐先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曹欢、梁娟、曾明、张向鸣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徐敏萍、徐越琴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侯锦 

机关幼儿园 张舟 

机关第二幼儿园 王喜萍、谭惠玲 

大良凤城实验学校 陈秋莲、钟明、戴冬梅、李朝晖、何堃 

大良梁开初级中学 刘定儿、黄卿、何秀莲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肖玉玲、刘静 

大良成美初级中学 陈业荣 

大良西山小学 陈红霞、杨玲霞、郭红梅、梁军、刘虹、谭艳辉、夏丽亚 

大良本原小学 肖荣华、陈志和、乐菊英、陈钰燕、尹广萍 

大良世纪小学 梁桂宏、梁秀梅、欧新琼 

大良聚胜小学 吴战萍、甘志玉、黄爵荣、张帮翠、潘雪锋 

大良顺峰小学 沈湘菱、陈伟清、胡斯洁、张烨 

大良红岗小学 梁红英、崔颖婧、何思平、陈美芬 

大良鉴海小学 张振洪、郭静 

大良实验小学 周剑芳、周纯、吴卫琴 

大良桂畔小学 何英才、何路生、郑久辉 

大良五沙小学 王钰、杨桂花 

大良环城小学 欧阳小平 

大良李介甫小学 谢章兆 

大良云路小学 高玉梅 

大良玉成小学 马琳 

大良玉成小学（环湖校区） 陈丹娜 

大良西山小学（清晖校区） 朱钰霞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王素凡、陈光普、吴元红、张忠凤、黄志祥、杨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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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良养正学校 叶斌、程方军 

大良北区幼儿园 曾翠筠 

大良凤城幼儿园 卢建茹、梁敏珍 

大良本原幼儿园 高丽 

大良南国幼儿园 谭玫、黄美红、龙肇华 

大良明雅幼儿园 李素莹 

大良顺峰幼儿园 李艳红 

容桂外国语学校 黄文华、周惠英、梁振强 

容桂红旗中学 陈佩宇、邓水要、陆湘敏、陈发业 

容桂容里中学 
孙慧娟、陈华英、龚海华、卢荣华、黄德、唐倩倩、周文怡、 

谢丹妍 

容桂文华中学 
黄奕慧、潘姣兰、曾文洲、朱晓明、陈伟强、黄良才、孟曲彬、

廖钦源 

容桂兴华中学 丁小平、江雪梅、李婷、刘小红、谭静、吴桂香 

容桂四基中学 杨威、杨军 

容桂小学 
陈美玉、辛洪惠、徐杰梅、何爱嵩、李小云、廖平、罗照能、 

吴桂妹、麦雪梅、郑祥清 

容桂瑞英小学 
喻丽霞、罗兆胜、陈小环、黎斌、周少芳、沈忠民、宋慧媚、 

万春来、温润笑、吴红晖 

容桂城西小学 苏佩碧、孙桂强 

容桂南环小学 黄同和、邹文静、何爱齐、黄雪华、周建永、钟伟玲 

容桂小黄圃小学 邓桂芳、周永胜、许社初、彭美玲、梁爱群 

容桂容山小学 徐影秋、段贵江、李君容、欧阳燕冰、谢国莲 

容桂海尾小学 陈月霞 

容桂容边小学 肖秦湘、欧阳永生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苏祖桃、黄顺英 

容桂华口小学 黄燕 

容桂容里小学 刘金连、谢能桂 

容桂四基小学 邹文健、谢波、黄美湘 

容桂上佳市小学 杨庆莉 

容桂泰安小学 梁利华、罗小珍 

容桂振华小学 伍小颜、陈敬瑶、胡翠丽 

容桂细滘小学 芦涛 

容桂振华幼儿园 陈丽婷 

容桂佰德幼儿园 杨月玲 

容桂小黄圃幼儿园 谭彩好 

伦教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胡敬麟 

伦教翁祐初级中学 文国华 

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何进敏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刘建平、田开春、张远忠、林茂鸿、邹凯 

伦教仕版奋扬学校 梁淑贤 

伦教三洲学校 何桂云、李琳娜 

伦教小学 林志慧、黄彩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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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教鸡洲锡全小学 刘湘红、伍志丽 

伦教北海小学 何小祥 

伦教熹涌陈佐乾纪念学校 罗时光、梁炽坚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何雅洁 

伦教工交幼儿园 柯英丽 

伦教熹涌幼儿园 黄菲蓝 

伦教新塘幼儿园 潘玉华 

勒流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祝小波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曾志灵、付卫忠、蓝北钜、莫婵青、叶多英、郑顺全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陈为民、陈应业、成天春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叶素梅 

勒流中心小学 李更花、何茜玲 

勒流新城小学 卢翠霞、黄雪梅、洪葵潮 

勒流大晚小学 何志权 

勒流光大小学 冯祥先、廖俏芳、黄燕玲 

勒流扶闾小学 邱兆锋 

勒流上江小学 伍秀文 

勒流龙眼小学 梁秀容 

勒流裕源小学 黄肖容 

勒流冲鹤小学 卢淑芸、冯广云 

勒流新龙学校 吴建芬、张名新 

勒流艺花幼儿园 李慧勤 

北滘教育教学研究室 邝玉晶 

北滘莘村中学 林艳冰、李光照、傅洁媛、朱东宁、欧阳云伟 

北滘碧江中学 邓慧贤、张建忠 

北滘君兰中学 唐书荣、黄翠筠、吴小娟、熊彩华、杜永平 

北滘中心小学 曾雯、邹莉芳、罗丽芳、方婉坪 

北滘承德小学 梁秀颜、刘满玲、郭  华 

北滘林头小学 郑丽华、梁艳群、黄惠梅、马孙方 

北滘马龙小学 符坚 

北滘碧江小学 李国华 

北滘坤洲小学 陈柳红 

北滘西海小学 李伟、李志辉、李小葵、宋慧笑 

北滘第二幼儿园    谭喜 

陈村初级中学 詹珍妹、李康玉、曾聪华、彭产兴、黄华林、梁迈滔、唐东波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廖建勇、吴海、孙树英 

陈村南涌小学 马冬梅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莫䔣 

陈村中心小学 龙斌 

陈村青云小学 姚永豪 

陈村石洲小学 冯惠华 

陈村仙涌小学 李永才 

陈村庄头小学 朱丽苑、陈显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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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大都小学 老耀民、胡斯源 

陈村梁钊林纪念小学 甘杏贞 

陈村碧桂花城学校 贺小勇、马嫣 

陈村庄头幼儿园 叶继莉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温振鹏、李德锋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戚静、梁洁玲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章小卫、李玉梅、朱达海、曾文松、曾少清 

乐从小学 邓月甜、霍巧枝、蓝罕新 

乐从红棉小学 陈萍 

乐从沙滘小学 张杰、何艳萍、刘杞平 

乐从东平小学 陈文生、董卫强、樊冰华、梁海健、张惠珍、李建忠 

乐从劳村小学 区翠冰、刘移成、黎文科、张丽珊、张志军、曾志崧 

乐从大闸小学 冼惠玲 

乐从水藤小学 马艺星、吴翠萍、刘志成、区敏玲、罗以通 

龙江教育教学研究窒 黄顺娇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陈晓勤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孙平新、谭素英、吴伟洪、朱维东 

龙江外国语学校 赖铁梅、纪其芳 

龙江里海学校 陈羽、吴小桓、余桂翩、刘玉珍 

龙江实验学校 麦凌霄、王炳辉、段晓莉、刘水清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麦转英 

龙江叶霖佳小学 伍丽兰、区燕梅、朱应芬 

龙江坦田小学 麦惠红 

龙江华东小学 李耀宗、杨健强 

龙江官田小学 邓文波 

龙江旺岗小学 何少开 

龙江海纳博雅幼儿园 林碧瑜 

龙江龙山幼儿园 杨水莲 

龙江坦西幼儿园 麦芳桥 

杏坛伍蒋惠芳初级中学 陈新强、甘有全、邱兆明 

杏坛杏联初级中学 陈梅梅、范平生、陆芸、尤兆朋、范必文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陈海峰、曹丽 

杏坛林文恩初级中学 邱郁杰、吕德达、罗小珍 

杏坛昌教小学 梁淑滢、黄文博 

杏坛东村小学 梁润孔 

杏坛古朗小学 伍彩玲、谭燕萍 

杏坛光华小学 陈福练、罗肖芝 

杏坛龙潭小学 廖秀珍 

杏坛南朗小学 何彩焕 

杏坛杏坛小学 尤佩银、梁彩弟 

杏坛杏坛中心小学 谭少娴、林伟胜 

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郭士奎、刘国伟、钟友良、李劲松 

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陈万生、蓝有、梁蓬光、林烨、聂小平、欧阳彩云、巫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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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安中心小学 黄惠芬、罗丽芬、欧阳妙雁、陈丽庆、黄仲梅、欧阳月珠 

均安星槎小学 李艳珠、黄少梅 

均安顺峰小学 罗月华 

（三）教育科研成果奖 

1.荣获省级特等奖或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杨铭铎 中餐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曾惠蘋 广东省中小学教育创新成果奖 一等奖 

2.荣获市（区）级一等奖 

 李兆基中学 刘志勇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大良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欧阳红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彭海胜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实验中学 徐东皓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李兆基中学 谢树亮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陈村中心小学 龙斌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大良西山小学 陈志斌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陈村潭村小学  刘广平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大良凤翔小学 廖丽霞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机关幼儿园 梁乐敏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王俊光、赵汝其、

陈小燕、何彬、

王婉茹、刘俊杰、

曾嘉沛、陈玉兰、

徐维志、杨国晖、

宋匀一、潘志坚、

梁小燕、连庚明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赖明霞、李相君、

何珊、曾浩宇、

徐锋、吴其坚、

陈飞平、胡兵、

黄露、李颖、 

李丽妍、樊进星、

王远敏、董小云、

钟丽珊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林家祥、李保俊、

刘成柱、黄惠玲、

封漭、陈义明、

邓波锋、吕平平、

熊浩龙、杨新强、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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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蓓、陈刚、 

孙荣梅、朱翠英、

李小东、康雷、

老志文、李高、

梁嘉蕴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史宝君、杨慧、

彭国民、余锦棠、

蓝师科、陈桂兴、

黄亮彬、邱旭波、

陈亮明、周子鹏、

左伯良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谢新华、吴锋、

史宪美、陈佳玉、

李兆雰、齐文海、

赵军、罗燕珊、

邹贵财、张治平、

柯华坤、谢世森、

孙凯、付万海、

李乐、曾俊文、

吴家海、潘梓洪、

林丽丽、龚燕、

冯燕、骆令健、

周黄宁、付卫华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廉捷、梁泽洪、

吴海斌、赵健秀、

姜绍辉、谭洁仪、

彭海胜、程淼、

林锋、何婉婷、

刘杰华、周凉凉、

袁荣昌、杭守松、

张君成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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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姜绍辉、岑健林、

王统增 、廉捷、

何蕴毅、王璐、

吕惠杰、胡文辉、

曾洁贤、陈夏哲、

李航、胡秋初、

谢晓兵、聂郁荣、

邓学明、李四伟、

钟伟明、曾关桦、

刘娜、曹艳琴、

陈昌梅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大良云路小学 

邹波、 谢云娥、 

邹婷、 郭燕婵、

谭慧、 邓少凤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容桂小学 

杨润懿、吴秋玲、

杨柳春、陈燕、

郭玲、杨文丽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北滘美的学校 

王军平、张美如、

李文杰、吕晶、

陈红君、林宇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伦教永丰小学 

吴凡、谢芳、邓

源强、陈冰怡、

钟淑惠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谢景霞、罗辉英、

李秀妹、廖海靖、

张艳云、卢倩贤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李兆基中学 

关朝珠、龚新强、

蔡雪萍、李志敏、

黎秀梅、谢正平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勒流中心小学 

张静、吴丹、涂

慧英、赖红英、

黄婉镱、张润芝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勒流街道教育教学教研室 

朱湘红、胡和秋、

吕倩玲、叶世锋、

凌秀雯、郭楚敏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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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安中学 

张生明、郭家胜、

吴桂华、张惠枝、

王鑫、晏艳兵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均安中心幼儿园 

郑影秀 、欧阳带

弟、欧阳翠玲、

陈彩园、曾婉婷、

梁桂叶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均安教育教学研究室 

曾晓珍、赵楚洪、

欧阳翠君、欧阳

惠梅、徐珑钊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鉴海小学 

苏国庆、黄月嫦、

林宋环、苏妍、

欧阳海云、魏琦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陈村中心小学 

龙斌、伍苏娓、

何瑞群、欧焕银、

何志武、植丽娟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陈村南涌小学 

杨倩桢、李学英、

马冬梅、陈燕冰、

何惠浈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昌教小学 

李兆辉、何彩芳 

张健萍、任民、

何林盛、林锦星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陈乾杰、谌永锋、

梁尚明、黄思苑、

陈佳璇、吴柱国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北滘碧江幼儿中心 
北滘碧江幼儿 

中心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一等奖 

均安中心幼儿园 郑影秀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北滘碧江幼儿中心 麦肖影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伦教永丰小学 吴凡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陈村南涌小学 杨倩桢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陈乾杰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容桂小学 杨润懿、吴秋玲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大良云路小学 邹波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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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良鉴海小学 苏国庆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谢景霞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勒流中心小学 张静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陈村中心小学 陈村中心小学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美的学校 王军平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乐从东平小学 乐从东平小学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康华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勒流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朱湘红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均安教育教学研究室 曾晓珍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均安中学 张生明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李兆基中学 关朝珠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郑裕彤中学 施爱英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启智学校 梁敏仪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杏坛昌教小学 李兆辉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唐信焱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一等奖 

第二职教集团 

黄瑞兴、韩亚兰、

李飞宇、陈四根、

曾珂、翁国梁、

赵汝其、付晓光、

徐湛、何爱龙、

陈明光、郭秋生、

邓晴、马涛、 

郭建英、胡志明、

李相君、黄传晓、

曹永明、黄惠雯、

郑燕旋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顺峰山庄饮食有限公司 

厨师协会 

王俊光、王婉茹、

陈玉兰、刘俊杰、

徐维志、赵汝其、

陈小燕、何  彬、

潘志坚、陈  辉、

梁小燕、连庚明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陈要求、黄永杰、

罗志良、胡文辉、

赵文奎、范水英、

林旭诚、杜秋、

杨敏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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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香港青少年科学院 

 

蓝高龙、谢丽、

姜冬梅、叶旭飞、

范承国、李妍、

谭淑芬、张亮、

徐登峰、周洋、

杨文广、陈春瑛、

马启珍、卢小卫、

卢伟玲、麦绮莉、

于洲洋、刘海鹏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黎明、盘日伟、

赵汝其、陈小燕、

潘志坚、霍静彦、

吴华南、赖力嘉、

陈少冰、严婧、

赵五州、李炜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共青团委员会 

顺峰社区居民委员会 

赖明霞、李相君、

何珊、胡冰、徐

锋、吴其坚、陈

飞平、钟丽珊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第四职业教育集团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职业技术学院 

 尧勇、陈香生、

张英华、骆美娜、

史宪美、赵汝其、

叶旭飞、孙凯、

杨炳光、梁志浩、

廖丽华、黄剑华、

郑志江、彭安心、

尤永祥、熊如贵、

余永盛、徐登峰、

罗丹、姜红梅、

曾展晖、康杏庄、

谭本乡、刘二林、

韦颖、谢东风、

张建勤、朱国林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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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梁泽洪、周鹏、

陈观带、陈栋、

赵健秀、杜文林、

赵海军、梁敬华、

饶琼、袁吉玉、

周忠红、黄云、

谢斌、梁倡明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教育信息网络中心 

东莞市商业学校                       

天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姜绍辉、岑健林、

何蕴毅、王统

增 、胡文辉、曾

洁贤、廉捷、吕

惠杰、陈夏哲、

胡秋初、谢晓兵、

聂郁荣、邓学明、

李四伟、陈昌梅、

钟伟明、曾关桦、

刘娜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黎玉珊、李晓萌、

冯光华、廖小清、

金鹏飞、易丹、

肖伟红、吴嘉耀、

谭顺翔、韩冰、

梁启津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装备制造业商会 

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凯恒电机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赛锐工具有限公司 

陈海标、庞致军、

陈健生、封漭、

邓波锋、叶卡、

姜飞艳、王鹏、

金鹏飞、刘南海、

陈刚、苏晋致、

王博为、王志鸿、

李绍燊、简梅、

罗贤梅、何雨倞、

杨红斌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周凉凉、肖宇宏、

老志文、唐建军、

李晨明、彭海胜、

王寒里、刘杰华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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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教育发展促进会 

李剑、陈裕光、

张进良、程晓锦、

卢贵誉、梅敏仪、

黄艳茵、麦瑞兰、

王海清、汪亚飞、

刘波、刘峰、陈

建、阳小波、廖

颖欣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大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华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谢新华、吴锋、

史宪美、陈佳玉、

李兆雰、齐文海、

赵军、罗燕珊、

邹贵财、张治平、

柯华坤、谢世森、

孙凯、付万海、

李乐、曾俊文、

吴家海、潘梓洪、

周春翔、傅卫华、

周黄宁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裕达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林家祥、李保俊、

刘成柱、黄惠玲、

杨新强、封漭、

吕平平、邓波锋、

熊浩龙、周蓓、

陈刚、老志文、

陈信林、李高、

梁嘉蕴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 

3.荣获市（区）级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黎玉珊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实验中学 李招富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黄书刚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杏联初级中学 赵平正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美的学校 彭玉怀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一中外国语学校 白建元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容山中学 周宇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谢荣福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美的学校 王军平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钟天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龙江实验学校 刘晓红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龙江苏溪小学 梁兆玲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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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华口幼儿园 邹俊英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伦教街道教育办 胡敬麟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唐信焱 佛山市“十三五”教育科研优秀课题成果奖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周凉凉、唐建军、

肖宇宏、谭洁仪、

老志文、李晨明、

彭海胜、王寒里、

梁泽洪、刘杰华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 剑、陈裕光、

张进良、陈义明、

卢贵誉、程晓锦、

梅敏仪、黄艳茵、

麦瑞兰、王海清、

汪亚飞、刘 波、

刘峰、陈建、 

阳小波、廖颖欣、

欧金秀、陈洁、陈

沙、陈少群、艾小

敏、梁汝锶、徐欢、

陈刚、 

黄兴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梁泽洪、陈 栋、

赵健秀、陈观带、

杜文林、周 鹏、

周忠红、梁敬华、

赵海军、梁倡明、

饶 琼、袁吉玉、

黄云、谢斌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中等专业学校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黄瑞兴、韩亚兰、

李飞宇、陈四根、

曾 珂、翁国梁、

赵汝其、付晓光、

徐 湛、何爱龙、

陈明光、郭秋生、

邓晴、马涛、 

郭建英、胡志明、

李相君、黄传晓、

曹永明、黄惠雯、

郑燕旋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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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彭海胜、唐建军、

周凉凉、刘杰华、

肖宇宏、张 静、

何明月、韩玉玲、

梁家敬、罗婷、宋

旭、欧阳俊、肖欣、

刘雄辉、戴哲权、

杨晓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蓝高龙、谢丽、姜

冬梅、叶旭飞、范

承国、李妍、谭淑

芬、张亮、徐登峰、

周洋、杨文广、陈

春瑛、马启珍、卢

小卫、卢伟玲、麦

绮莉、于洲洋、刘

海鹏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廖晓红、曾珂、何

爱龙、曹永明、尚

晶、甘萍、 

喻意梅、汤建浩、

朱国良、陈圳、夏

芬、李学军、唐丹、

肖向阳、陈华超、

钟秀芳、黄传晓、

李钢锋、郑燕旋、

李贵洲、王德生、

陈五妹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黎明、盘日伟、赵

汝其、陈小燕、潘

志坚、霍静彦、吴

华南、赖力嘉、陈

少冰、严婧、赵五

州、李炜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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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吴其坚、李相君、

周杏婵、严少华、

李 颖、郭小勇、

李丽妍、李仕发、

胡 兵、孔斯平、

章 彬、邱伟强、

蓝锦和、蓬桂梅、

曾 映、饶熠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黎玉珊、汪永智、

李晓萌、冯光华、 

贾慧咏、金鹏飞、

易丹、吴嘉耀、谭

顺翔、韩冰、梁启

津、吴惠茹、肖伟

红、陈美苑、粟德

群、杨海源、周蓓、

黄兴富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顺德区教育局 

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陈村教育办公室 

陈村潭村小学 

罗丹、周钦青、王

法勇、陈小艺、李

健新、徐作盈、黄

剑能、钟雪城、夏

黎子、何治毅、张

智敏、徐彩红、周

信发、唐琴、李丽

华、陈锟、孔少娴、

梁毅嫦、杨墡滢 

 

 2021年佛山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郑裕彤中学 

施爱英、周才敏、

盛波、叶克明、梁

凯甲、袁勇明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西山小学 

陈志斌、李飞雁、

吴艺、杨玲霞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沙滘小学 沙滘小学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启智学校 

梁敏仪、王志超、

王涛、蔡青、 

何红强、辛玲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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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练乃铃、何进敏、

刁永明、王礼、彭

新法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龙江华东小学 

李耀宗、秦玛丽、

蔡婉菁、何慧荣、

叶丽燕、廖槟强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刘娴兴、廖艮玉、

曾超、黄明远、麦

有幸、李燕婷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容燕文、郑荣耿、

叶佩雯、廖霞、邓

富方、黄巧雄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勒流江义小学 林秋君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乐从东平小学 乐从东平小学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均安中学 

孔燕、李颖欣、龚

惠志、马佳、赵敏

华、钟章清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均安顺峰小学 

欧阳信芳、何仲

英、李楚君、吕伟

新、骆丽丽、欧阳

志华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唐信焱、何仪昌、

吴海坚、陶瑜、陆

国能、李雪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康华、王公平、陈

燕、黄锦辉、谭炎

平、方少君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建安初级中学 

郑丽冰、麦艳珊 

欧阳志恒、李海旗 

林邦惜、罗德龙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曾惠蘋、钟丽纯、

张惠枝、陈锟、 

陈少玉、张荟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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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一中 

黄滨、林柔莹、徐

晓玲、李海峰、彭

静、李锦欣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陈惠南纪念中学 

谢文忠、黄明正、

谢万成、温志明、

张宇清、甘钜麟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昌教小学 

杨少弟、陈笔锐、

黎生财、刘付伟

通、吴贵滨 

 

2020年佛山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 二等奖 

北滘林头幼儿园 周晓燕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龙江陈涌幼儿园 黄琼连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容桂振华幼儿园 董文珊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北滘雅正幼儿园 
北滘雅正 

幼儿园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杏坛昌教小学 杨少弟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均安顺峰小学 欧阳信芳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勒流梁季彝 

纪念学校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龙江华东小学 李耀宗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乐从沙滘小学 乐从沙滘小学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勒流江义小学 林秋君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西山小学 西山小学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广东顺德德胜学

校（小学部）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大良凤翔小学 廖丽霞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龙江实验学校 肖隆冬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汪庆荣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容桂红旗小学 刘丽娣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大良聚胜小学 郭利锋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乐从红棉小学 陈玉鸣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陈村吴维泰纪念

小学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谢荣福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容桂容山小学 张艳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陈村潭村小学 陈村潭村小学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容桂容里小学 廖宇娥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刘娴兴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练乃铃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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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郑丽冰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陈村陈惠南纪念

中学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潘惠红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容桂外国语学校 叶秀红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大良梁开初级中学 郑锦松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伦教汇贤初级中学 罗辉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顺德一中 黄滨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均安中学 孔燕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一中外国语学校 曾惠蘋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邓国强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唐创强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容桂街道教育教学研究室 王平波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启智学校 申承林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皮晓江、盘日伟、

汪永智、黄瑞兴、

彭云松、张晓鑫、

江思慧、刘雪花、

吴苏吟、赖力嘉、

潘奕呈、黄贺明、

陈玉兰、黄剑华、

陈健、潘志坚、 

郑志江、伍伟红、 

陈赣宁、郑泳诗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马敬雄、皇秋明、

刘胜、张红军、 

纪顺源、杜秋、 

成嘉淇、邓金荣、

雷云、罗志良、 

赵文奎、雷东桥、

彭海胜、胡文辉、

马翠甘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佛山

市模具行业协会、广东科尔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卢民、叶旭飞、 

杨家敏、张勇帆、

梁自成、杨南、 

黎相湖、李高、 

蒋威华、陈碧莹、

唐小群、蓝高龙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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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刘杰华、唐建军、

周凉凉、彭海胜、

肖宇宏、何明月、

张静、韩玉玲、 

梁家敬、罗婷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协会 

广东小冰火人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九鼎电子商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骆愫颖、吴锋、史

宪美、葛娟、赵金

杰、陈佳玉、李兆

雰、梁玉文、张梦

依、陈琦、关燕宾、

张晓煜、柯华坤、

胡辉贤、黄冲、 

陈燕明、张琛、 

钟高泽、韩云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力高制衣有限公司 

廖晓红、曾珂、何

爱龙、陈华超、尚

晶、李学军、汤建

浩、朱国良、喻意

梅、甘萍、唐丹、

肖向阳、成琳寒、

钟秀芳、陈圳、夏

芬、曹永明、黄传

晓、李钢锋、郑燕

旋、王德生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曹艳琴、高翠英、

李庆振、林晓玲、

赖涛、雷云、艾丹、

吴建平、马舒琴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家具协会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史宝君、陈桂兴、

黄亮彬、蓝师科、

陈亮明、吴雪莲、

杨伊纯、左伯良

（企业）、陈艺超

（家协）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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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专业学校 

郭建英、曾丹、 

李飞宇、王博、 

赵鹏媛、罗健章、

廖国礼、马涛、 

邓晴、侯文胜、 

范海涛、明莉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李炳莉、李毅、 

欧阳俊、黄燕娜、

陈栋、陈培英、 

傅志锋、罗亚军、

叶镜波、严锡恒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乾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美易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何芳、黄惠雯、 

段辉、谭晓华、 

林尤吉、张越、 

吴其坚、梁丽丽、

余小英、杨嘉辉、

吴丹丹、蓝锦和、

何珊、张晓亚、 

张林、刘小荣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第一职业教育集团） 

廉捷、梁泽洪、刘

杰华、吴海斌、姜

绍辉、彭海胜、赵

健秀、谭洁仪、周

凉凉、陈栋、袁荣

昌、杭守松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杨慧、史宝君、余

锦棠、叶国锷、肖

琼、陈国旋、黄慧

兰、袁竞智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李成活、李博、 

朱琼华、彭娟、 

彭欢、刘礼菊、 

黄丽贤、朱伟生、

陈裕光、何笑群、

黄莉萍、张金菊、

王智莲、陈珠娟、

范楠、雷东桥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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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孙荣梅、刘焕芳、

黎玉珊、李慧文、

周玲、谭顺翔、 

廖小清、韩冰、 

贾慧咏、梁秀峰、

何敏桦、卢金庄、

黎健明、李小东、

冯光华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邱群灯、王战义、

邓波、谈卫兵、 

沈少华、黄清海、

张瑞冰、朱淑英、

钟玉润、朱燕芬、

龙斌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人民检察院 

司法局大良司法所 

广东力创律师事务所 

吴其坚、李相君、

周杏婵、严少华、

李颖、郭小勇、蓬

桂梅、曾映、饶熠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中等专业学校 

刘松龙、杨戈、梁

慧、侯守峰、黄鸣

柳、刘艳芳、吴慧

鹏、张声云、魏松

华、何裕萍、宋丹、

何肇庆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促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康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厚文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谢丽、孙玉生、 

黄智聪、吴家荣、

熊东升、林俊耀、

杨文广、陈春瑛、

梁志艳、卢伟玲、

郑鑫岩、温才溢、

赖坤雄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泰格威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 

徐登峰、叶旭飞、

李妍、张宝强、 

朱莹辉、梁泰来、

郭楚俊、梁恒添、

林蓉、王加艳、 

王金鹿、黄秋文、

李莉、熊哲立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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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合诚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肇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 

何志刚、胡卫涛、

王燕、黄晓桐、 

张瑞东、卢娟、 

黄武恒、黎志锋、

冯永亮、杨湘东、

陈盛诏 

2020年教育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二等奖 

（4）教师竞赛奖（个人或团体） 

1.荣获国家级一等奖或第一名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黄淦华 2020年“翰墨薪传”广东省教师书法作品展 一等奖 

李兆基中学 黎秀梅 第八届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 一等奖 

昌教小学 梁碧云、张文龙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本原小学、教育发展中心、

容桂振华小学 

 

许宜胜、张炽、

冯燕华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北滘中心小学 马亦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容桂小学、教育发展中心 
陈燕、康华、 

岑思铭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容桂上佳市小学 叶粉娥、柯纯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北滘马龙小学 

北滘莘村小学 

张炽、凌春球、

汪梅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教育发展中心 

陈桂华、张炽、

林文彪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南朗小学、天连小学 

 

李观英、何祉聪、

欧阳嘉俊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周弘、刘纯最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彭海胜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课件比赛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黄秉东、黄艳茵、

曹妙琪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黄桂娇、孙婉蓉、

韩玉玲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彭海胜、韩玉玲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微课类比赛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张滔、伍志毅、

方荣华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微课类比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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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伍志毅、张滔、

方荣华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 
一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廖少峰、伍敏静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一等奖 

2.荣获国家级二等奖或第二名 

玉成小学 符世明 2020年“翰墨薪传”广东省教师书法作品展 二等奖 

容桂容里小学 梁喜勤 2020年“翰墨薪传”广东省教师书法作品展 二等奖 

昌教小学 

 

张嘉庆、杨小玲、

刘付伟通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李兆基中学 陆姿霖、刘一畅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建安初级中学 

教育发展中心 

 

张丹颖、郑丽冰、

张炽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容桂小学 陈燕、杨柳春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尹飞、江春华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乐从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胡文辉、王丽、

范水英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曹妙琪、郑小辉、

刘志伟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乐从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邓洁莹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乐从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曾洁贤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微课类比赛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程晓锦、梅敏仪、

梁汝锶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谢晓兵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邓蔚雯、上官雨

佳、陈思婉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谢晓兵、吴雪玲、

苏淑莲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邓蔚雯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二等奖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张焜懿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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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荣获国家级三等奖或第三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伍志毅、张滔、

方荣华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课件类比赛 
三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伍志毅、张滔、

方荣华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微课类比赛 
三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王燕、陆桓、 

何志刚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三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黄桂娇、陈梓宇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三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梁嘉添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三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张瑜、廖颖欣、

程晓锦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三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乐从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唐建友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三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乐从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 

卢嘉玲、钟燕珍、

戎旭森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三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彭海胜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 
三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乐从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 
曾洁贤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 
三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乐从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曾洁贤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 

 

三等奖 

容桂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邓蔚雯、柳杨、

陈月琳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三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杨颖儿、方智锋、

陈思婉 
第二十四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三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白沛鑫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勒流新城小学 曾庆尧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佛山市顺德养正学校 陈平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容桂小学 陈勋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云路小学 郭曼琳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佛山市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何素素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顺德一中 何训强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胡烈卫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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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冲鹤小学 黄丽嫦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黄小龙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大良凤翔小学 黄育军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蓝少丽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李贵庭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乐从东平小学 李丽明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龙江旺岗小学 李少强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李燕珊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陈村中心小学 李育姗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练倩姬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北滘碧江小学 梁海宝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廖逢源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 

学校 
刘芬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乐从小学 卢宝生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均安中心幼儿园 欧阳惠燕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新华小学 欧阳淑珊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龙江里海学校 潘丽丽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勒流新城小学 潘映君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伦教汇贤中学 饶宇菁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成美初级中学 石博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唐开杨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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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沙小学 吴淑珍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本真未来学校 吴向阳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勒流冲鹤小学 吴钊锋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容山中学 谢冬敏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杨雪嵩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原淑霞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顺德梁开中学 张虹、黄启勇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张丽媚、冯伟强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凤翔小学 张勤间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大墩初级中学 张秀芝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郑铭琪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沙滘初级中学 钟小玲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周卓慧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 

技术论文活动 
三等奖 

4.荣获省级一等奖（特等奖）或第一名 

龙江华东小学 李  龙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特等奖 

陈村初级中学 林亚谨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特等奖 

昌教小学 梁锦雄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一中外国语学校 贺继民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勒流西华小学 谢誉维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罗定邦中学 张婷婷 实验操作与创新技能竞赛活动 一等奖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谢景霞、廖海靖、

罗辉英、梁文粤、

刘燕萍、张艳云 

 

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征集评选活动 一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吴向红、陈灏文、

陈奕诗、黄文虎 

 

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征集评选活动 一等奖 

容山中学 杜启康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实验中学 丁 艳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53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彭清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彭璐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容桂容边小学 周韵薇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佛山顺德德胜小学 马欢欢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伦教汇贤中学 彭文然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伦教中学 邓梓豪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李兆基中学 蔡雪萍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顺德李兆基 黎秀梅 广东省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 一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陈萍 2020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一等奖 

乐从中学 古采凤 2020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一等奖 

勒流中学 杜田、吴琪玲 2020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一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陈淑媛、龙凤明、

李阳林 
2020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一等奖 

容山中学 乐燕霞 2020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一等奖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刘明蕾 2020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一等奖 

容山中学 

区淑玲、陈雪莹、

乐燕霞、胡滨、

周昀 

 

2020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一等奖 

容桂小学 

陈燕、杨文丽、

赖依棠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北滘莘村小学 

教育发展中心 

北滘马龙小学 

汪梅、张炽、 

凌春球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罗定邦中学 胡楚佳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龙江陈涌聚龙小学 张运珊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古朗小学 

逢简小学 

陈自政、谭沛斯、

刘欣欣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梁文良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陈楚华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北滘马龙小学 
康华、凌春球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建安初级中学 郑丽冰、张丹颖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建安初级中学 

 

林邦惜、张丹颖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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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开初级中学 

 

张虹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郭炜欣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谈玲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黄思苑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陈思奋、邝洪胜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何焱荣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麦艳娴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李俊、欧阳绮玲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颜子明、伍顺燕、

陈斯燕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北滘莘村小学 

乐从东平小学 

叶奇、薛冬梅、 

曾淑媚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张炽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教

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勒流龙眼小学 黄姬姣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技

术论文活动省级优秀名单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吴家荣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技

术论文活动省级优秀名单 
一等奖 

勒流冲鹤小学 罗宝苑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技

术论文活动省级优秀名单 
一等奖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包若君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技

术论文活动省级优秀名单 
一等奖 

云路小学 曾冰玲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技

术论文活动省级优秀名单 
一等奖 

广东省大良梁开中学 林文彪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技

术论文活动省级优秀名单 
一等奖 

龙江华东小学 蔡婉菁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技

术论文活动省级优秀名单 
一等奖 

广东省云路小学 邓少凤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技

术论文活动省级优秀名单 
一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梁丽萍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技

术论文活动省级优秀名单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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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美初级中学 林秋圆 
第十一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国教育技

术论文活动省级优秀名单 
一等奖 

罗定邦中学 张婷婷 
广东省中学化学和生物学实验操作与创新技能

竞赛 
一等奖 

5.荣获省二等奖或第二名 

乐从中学 张芸卉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辅导室）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龙凤明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课程） 
二等奖 

容桂容山小学 吴俊霞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 

学校 
廖少峰、伍敏静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刘冬 

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暨广东省第十届

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展示活动 
二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庞观弟 
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暨广东省第十届

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展示活动 
二等奖 

华侨中学 杜 亮 
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暨广东省第十届

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展示活动 
二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谭华珠、李俊杰、 

魏水银、翁建茗 

 

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征集评选活动 二等奖 

均安天连小学 蓝子婷 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征集评选活动 二等奖 

大良街道逢沙小学 

罗丽红、刘金花、

黄绮玲、张朝英、

林翠娟、倪昱纯 

 

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征集评选活动 二等奖 

伦教街道培教小学 吴旭荣、温振宇 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征集评选活动 二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莫广珍、梁仕儒、 

李俊杰、周 弘 

 

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征集评选活动 二等奖 

本真未来学校 

陈章胜、邓月文、

黎钲潮、刘晓婷 

 

广东省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案例征集评选活动 二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黄景华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二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余金枝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龙凤明 2020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二等奖 

乐从中学 张芸卉 2020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二等奖 

华侨中学 

吴剑平、王剑平、

宋美丹、黄锦银、

姚芳 

2020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 二等奖 

乐从中学 姚超 
广东省中学化学和生物学实验操作与创新技

能竞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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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开初级中学 王佳佳 
广东省中学化学和生物学实验操作与创新技

能竞赛 
二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练倩姬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周弘、吴鹏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廖少峰、伍敏静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谢子华、林嘉怡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伦教荔村小学 苏碧贤、赖丹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北滘中心小学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郑宏彬、刘上玲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均安中心小学 欧阳瑶瑶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李贵庭、苏亦茂、

林芳芳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北滘马龙小学 

教育发展中心 

北滘莘村小学 

凌春球、张炽、

汪梅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杨凤娜、李薇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钟育新、陈湘娜、

林文彪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北滘西滘小学 

北滘莘村小学 

黄雷、卢龙来、

李万红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昌教小学 李颖瑶、李紫霞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启智学校 于晶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昌教小学 李颖瑶、郭莹莹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杏坛小学 罗新慧、伍结女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昌教小学 谢文静、杨洁曼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凤翔小学 陈慧霞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北滘君兰幼儿园 何尧琪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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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世埠小学 张晓琳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北滘中学 姚淑仪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谭淑兰、伍佩仪、

梁杏玉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王环炫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桑麻小学 薛国娴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乐从小学 吴瑞婵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教育发展中心 

北滘马龙小学 
张炽、凌春球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大良街道育才幼儿园 欧阳颖珊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陈村中心小学 文敏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李俊、欧阳绮玲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刘韵君、苏明涛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勒流中心小学 黄婉镱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北滘朝亮小学 黎清允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勒流中心小学 黄婉镱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成美初级中学 黄春铭、邬弘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伍贵强、石小梅、

曾文波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王佳佳、李贵庭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罗定邦中学 张彩莲、张孝夷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李影霞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梁宝耀、李贵庭、

陈燕冰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曾丽静、林文彪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58 

勒流中心小学 高烁青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昌教小学 

杏坛中心小学 

张嘉庆、陈斯燕、

陈自政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行动暨 2020年教育

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二等奖 

（五）教师竞赛奖（高职院校、中职学校） 

1.荣获国家级一等奖或第一名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周玲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等职业学校

班主任能力比赛 
一等奖 

2.荣获国家级二等奖或第二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肖薇薇、董同彬、

安济森、万力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

能力比赛高职组公共基础课程组赛项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马瑞、刘艺敏、

袁博、储 晶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

能力比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一组赛项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彭琦、彭莺、 

李玮、陈燕舞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

能力比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二组赛项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陈银爽、喻意梅、

甘萍、陈圳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二等奖 

3.荣获省级一等奖或第一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肖薇薇、万力、 

安济森、董同彬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公共基础课程组赛项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罗玉越、卢剑忧、

王婷彦、陈盛千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一组赛项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彭琦、彭莺、 

李玮、陈燕舞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二组赛项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肖薇薇、万力、

安济森、董同彬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国赛遴选赛高职组公共基础课程组赛项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马瑞、刘艺敏、

袁博、储 晶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国赛遴选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一组赛项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阮永亮、罗文科、

赖盛昌、冯坤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中职组）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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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吴劲茵、程兰、

徐新润、林晓玲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刘紫筠、曾丽花、

路涵瑜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比赛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谢晓兵、吴雪玲、

杨文静、苏淑莲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刘银枝、石丽芳、

丁曼华、叶家良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 
一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张翠亭、肖琼、

陈静玲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公共基础课程组（中职组） 
一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张家英、罗淑影、

陈国旋、孙海龙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专业技能课程二组（中职组） 
一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梁金梅、吴琼、

李自蹊、何敏芳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国赛遴选赛获中职专业技能课程一组 
一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谭晓霞、龙凤明、

李阳林 

 

2020年 10月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公共基础课程组（中职组）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王博、贾真、 

赵鹏媛、罗健章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专业技能课程二组（中职组） 
一等奖 

4.荣获省级二等奖或第二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蔡伟华、黄娟、

黄俊锋、冯燕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公共课程组赛项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肖娜、顾宇清、

李行、徐清涛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一组赛项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付婷、陈瑶瑶、

仲玉梅、刘锋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一组赛项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陈幼芬、周钦青、

齐济、毕经美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一组赛项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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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泳璋、董青、

周丽庆、潘向研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一组赛项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莫小红、冯素文、

陈啸林、綦恩周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一组赛项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峻岭、梁小媚、

杨楚君、黎梓婷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一组赛项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陈碧琪、罗婷、

程碧芬、霍礼洁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公共基础课

程组（中职组）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史维良、伍健倡、

常运风、郭圣栋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专业课程二组（中职组）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韦桂和、陈玉佳、

卫书竹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公共基础课

程组（中职组）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黎晓晴、郭志杨、

曾智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专业课程一组（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李玲艳、江爱云、

陈小静、梁颖琦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中职组）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卢嘉玲、戎旭森、

钟燕珍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比赛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黄运有、何锦鹏、

杜宇峰、杨继茗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比赛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胡文辉、姜绍辉、

林丽萍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比赛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邓蔚雯、柳杨、

陈月琳、 

上官雨佳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陆镇桓、周泓杰、

李维东、余胜伦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专业技能课程二组（中职组） 
二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颜海兰、梁飞飞、

杨慧、张欢贵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 

比赛公共基础课程（中职组）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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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郝大伟、李藤均、

潘晓茵、邓贞涛 

 

2020年 10月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力比赛专业技能课程二组（中职组）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温宇萍、黄国昌、

麦兆昌 

 

 

2020年 10月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专业技能课程一组（中职组）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余娟、梁嘉颖、

夏引回、李俊密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贾慧咏、梁秀峰、

郑晓娥、何颖欣 

 

2020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 
二等奖 

（六）教师辅导学生竞赛奖 

1.荣获国家级特等奖、一等奖或第一名 

勒流中学 郭海锋 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中学组武术 第一名 

勒流中学 韩帅 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中学组武术 第一名 

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郭丽萍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 

碧桂园学校 李金平、许丹阳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郭丽萍 

皇甫宣政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 

杏联初级中学 马才平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机器人

竞技项目 

创新之星

一等奖 

沙滘小学、美的学校 赖建强、廖洪毅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人工智

能项目 

创新之星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梁锦明、王兵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人工智

能项目 

创新之星

一等奖 

容桂小学 李永坚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创客制

作项目 

创新之星

一等奖 

2.荣获国家级二等奖或第二名、三等奖或第三名 

李兆基中学 王玮 第十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 三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谭华珠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二等奖 

北滘朝亮小学 伍思慧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二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陈乾杰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二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朱家明 全国高中数学联赛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梁仕儒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机器人 

竞技项目 

交流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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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小学 周嘉琪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机器人 

竞技项目 

交流奖 

二等奖 

罗定邦中学 胡楚佳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机器人 

竞技项目 

交流奖 

二等奖 

 

碧桂花城学校 

伦教培教小学 

 

章敏玲、温振宇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创客制作

项目 

 

交流奖 

二等奖 

勒流大晚小学 黄国栋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交流奖 

二等奖 

高赞小学 梁慧婷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交流奖 

二等奖 

世纪小学 徐红九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子板报

项目 

交流奖 

二等奖 

右滩胡兆炽学校 梁碧云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子板报

项目 

交流奖 

二等奖 

容桂城西小学 王晓华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环城小学 陆斌红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梁文玲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龙江华东小学 朱建阳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林志伟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王茜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光华小学 梁晓文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李连莉、林志伟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龙江旺岗小学 曾斐斐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周卓慧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龙江旺岗小学 刘美娴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杏坛小学 罗新慧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龙江旺岗小学 刘美娴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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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振华小学 冯燕华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林志伟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龙江旺岗小学 刘美娴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林志伟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本原小学 

 

许宜胜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光辉小学 刘丽丽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碧江小学 黄丽冰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勒流新城小学 潘城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杏坛小学 罗新慧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昌教小学 刘付伟通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李连莉、林志伟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容桂实验学校 梁建宏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李少娴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张惠姗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陈村初级中学 冼锦辉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何倩珩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朱惠青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李小林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容桂实验学校 郭琴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一中外国语学校 陈桂华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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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开初级中学 钟育新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养正学校 严咏妍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杨凤娜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陈村初级中学 

 

冼锦辉、陈胜发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陈桂华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李贵庭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林文彪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陈桂华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梁挺林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3.荣获省级特等奖、一等奖或第一名（体育类第一至第三名） 

大墩初级中学 卢居满、李瑜婷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联赛 第一名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朱美琳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健美操啦啦操联赛 第一名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郑仕声、阮宏德 

温强洪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联赛 

 
第二名 

顺德一中 魏翰卿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冬季游泳锦标赛 第一名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怀伟业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第一名 第一名 

顺德一中 王小亮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李兆基中学 邵杰 
第 35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

技创新成果竞赛 
一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叶胜全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曾庆军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廖少峰 伍敏静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勒流西华小学 谢誉维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陈村新圩小学 

陈哲丽、戴书福 

闻龙辉 

 

广东省中小学广东音乐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红棉小学 

蓝丽艳、唐桂兰 

谭蕴妍、吴晓珊 

 

广东省中小学广东音乐交流展示活动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张爱华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团体一等奖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林家铭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团体一等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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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裕彤中学 汪玉长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冠军赛获女子甲组

铅球决赛第一名 
第一名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马景明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荣获初中组

女子组 4*30 秒交互绳接力第三名 
第三名 

容桂四基小学 李勇强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荣获小学甲

组男子组 3分钟单摇跳第二名 
第二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杜英宝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获得中职组

女子第一名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黄佳彬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获得中职组

女子第一名 
第一名 

伦教培教小学 叶胜全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曾庆军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乐从小学 吴明玉、卢宝生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廖少峰、伍敏静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勒流西华小学 谢誉维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勒流裕源小学 廖小瑶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吴旭荣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西山小学 朱胤安、林美珍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郭丽萍、周友富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佛山市顺德德胜小学 莫广珍、梁仕儒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麦彩欢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星槎小学 潘紫蓓、赖日芳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庄育晖、林燕婷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均安天连小学 

均安中心小学 

梁润兰、 

欧阳瑶瑶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客制作项目 
一等奖 

建安初级中学 

建安初级中学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张丹颖、何闪莹、

吴成良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客制作项目 

 

一等奖 

李介甫小学 

鉴海小学 
徐敬洪、赵晶晶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人工智能应用项目 
一等奖 

大墩初级中学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张勇、谢诗雯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人工智能应用项目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杜振良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人工智能应用项目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教育发展中心 
王兵、蔡海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人工智能应用项目 
一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林达春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技能项目 
一等奖 

杏联初级中学 蓝建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全能挑战项目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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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伍贵强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机器人足球项目 
一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张桂荣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机器人足球项目 
一等奖 

杏坛林文恩初级中学 许伟明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机器人篮球项目 
一等奖 

 

杏坛林文恩初级中学 

 

曾锡清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机器人篮球项目 

 

一等奖 

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卢杰强、黄恋、

肖松盛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人机协同表演项目 
一等奖 

李兆基中学 刘毅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进阶项目 
一等奖 

罗定邦中学 赖剑锋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挑战项目 
一等奖 

昌教小学 杨小玲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技能项目 
一等奖 

世纪小学 周嘉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进阶项目 
一等奖 

乐从东平小学 韦古恩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挑战项目 
一等奖 

世纪小学 崔忠红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编程闯关项目 
一等奖 

北滘中心小学 马亦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机器人足球项目 
一等奖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张惠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张惠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成美初级中学 林秋圆、邬弘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钟育新、李贵庭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一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陈桂华、林文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一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袁思燕、刘娟凤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一等奖 

建安初级中学 何闪莹、张丹颖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一等奖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郑宗清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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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教翁祐中学 李小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赵绮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伍贵强、黄观德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成美初级中学 邬弘、林秋圆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凤城实验学校 孙绪江、邓文胜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万小姗、罗悦霖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曹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张崇伦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刘巧稚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岳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一等奖 

顺德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韩玉玲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李彬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丁曼华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林志伟、李连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北滘高村小学 何慧诗、张兴贵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古朗小学 潘雅仪、陈自政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本原小学 许宜胜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昌教小学 杨小玲、张嘉庆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光华小学 陈雁纯、黄佩玲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南朗小学 李观英、徐茹萍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高赞小学 陈志良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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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刘上玲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容桂振华小学 冯燕华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黄景华、谢远清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新联小学 刘永超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麦村小学 王洁、陈巧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麦村小学 王洁、罗燕珊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桑麻小学 刘姚蓉、李欣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颜子明、张莉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黄观德、林华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高赞小学 陈志良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北滘高村小学 廖韵诗、李琳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广东碧桂园学校 许丹阳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新应用开发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陈要求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新应用开发项目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魏水银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周弘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一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黄晓欣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谢家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一等奖 

古朗小学 陈自政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 
一等奖 

勒流新城小学 潘城、黄敏湘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周弘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 
一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李少娴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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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滘教育局 田浩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三维创意仿真项目 
一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颜子明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优秀个人组织奖 
一等奖 

顺德一中学 马捷 2020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联赛 一等奖 

4.荣获省级二等奖或第二名（体育类第四至第八名） 

北滘中学 周斌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黄志坚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陈淑琼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勒流东风小学 麦剑军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第四名 

勒流东风小学 易红日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第四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罗妙红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伍剑华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顺德李兆基中学 梁康贵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冠军赛 第五名 

顺德一中 陈德才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甲组标

枪决赛 
第五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韩峻岭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夏洪樟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郑小辉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职组） 第六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梁永红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职组） 第六名 

顺德实验中学 刘蓓莉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刘海英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周  聪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容桂容里小学 郭燕丝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罗辉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第四名 第四名 

郑裕彤中学 郭洪金 
郭洪金老师指导学生参加 2021年广东省中学

生田径冠军赛获男子甲组 1500米决赛 
第七名 

郑裕彤中学 王东 
王东老师指导学生参加 2021年全国学运会田

径项目选拔赛获女子中学组七项全能 
第七名 

顺德区实验中学 刘蓓莉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刘海英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周聪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容桂容里小学 郭燕丝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顺德一中 陈生聪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省级复赛) 二等奖 

顺德一中 占建斌 第 34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 二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吴向红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邓炜琴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廖少峰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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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南环小学 邹文静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郭丽萍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郭丽萍、欧丽燕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碧桂园实验学校 黄锐森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龙江坦田小学 林淑娟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黄燕娜、 解媛媛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佛山顺德江义初级中学 苏志珊、林洽券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佛山顺德江义初级中学 庄佳翎、张帅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伍嘉欣、刘静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谭健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客制作项目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伦教翁祐中学 
杜振良、赵志盈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客制作项目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教育发展中心 
王兵、蔡海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客制作项目 
二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谢秋平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技能项目 
二等奖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邹晓雯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进阶项目 
二等奖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冯伟强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挑战项目 
二等奖 

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姚连招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陆空智能协同项目 
二等奖 

北滘君兰中学 黄国财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FLL挑战项目 
二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钟育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FLL挑战项目 
二等奖 

李兆基中学 刘毅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进阶项目 
二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吴道敬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轮式挑战项目 
二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吴道敬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智能物管大师项目 
二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吴益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机器人足球项目 
二等奖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黄志荣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工程技能项目 
二等奖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李利花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工程技能项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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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滘林头小学 邹永国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工程挑战项目 

二等奖 

北滘朝亮小学 肖平兴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工程挑战项目 
二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彭海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FLL挑战项目 
二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陈伟思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FLL挑战项目 
二等奖 

桂畔小学 
林进亮、黄熠奇、

叶恒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人机协同表演项目 
二等奖 

陈惠南纪念中学 谢诗雯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光辉小学 
林达春、谢秋平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龙江里海学校 李健聪、彭六生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李小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二等奖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张惠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二等奖 

陈村初级中学 冼锦辉、陈胜发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梁剑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成美初级中学 陈业荣、蔡鸿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二等奖 

北滘教育局 田浩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孙莹超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刘德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二等奖 

北滘莘村中学 孙宁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岳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二等奖 

顺德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周凉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二等奖 

顺德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彭海胜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杨子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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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滘马龙小学 凌春球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陈乾杰、苏明涛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林志伟、李连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伦教北海小学 梁劲鹏、陈俊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伦教北海小学 梁劲鹏、胡邱萍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北滘高村小学 何慧诗、李琳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李连莉、林志伟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陈村中心小学 李嘉敏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昌教小学 刘付伟通、张嘉庆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光华小学 梁晓文、陈雁纯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本原小学 许宜胜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伦教荔村小学 苏碧贤、邹梦遥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龙江华东小学 朱建阳、李龙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环城小学 陆斌红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均安中心小学 欧阳浩权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北滘马龙小学 凌春球、叶鑫荣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二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谢远清、陈乾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二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吴益辉、何玉娥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二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陈斯燕、伍顺燕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二等奖 

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符志刚、陈志銮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二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吴旭荣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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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师辅导学生竞赛奖（高职院校、中职学校） 

1.荣获国家级金奖、一等奖或第一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吕平平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珠

宝加工赛项 
金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周彬、罗柳青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虚拟现实（ＶＲ制作与应用）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兆铭、梁秋霞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机器人

技术应用比赛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郭思伟、王博为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数

控综合应用技术赛项 
一等奖 

2.荣获国家级银奖、二等奖或第二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廖永珍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养老服务

技能比赛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黄萧萧、何丽 “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赵军、杨智浩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网络搭建与应用比赛） 
二等奖 

龙江实验学校 肖劲松、秦辉军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陈要求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新应用开发项目 
二等奖 

伦教北海小学 胡邱萍、何佩芝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二等奖 

勒流新城小学 潘城、黄敏湘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二等奖 

李介甫小学 陈金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二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李贵庭、林文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二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黄晓欣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二等奖 

光辉小学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谢秋平、林达春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 
二等奖 

李介甫小学 陈金宇、徐敬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 
二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莫永芳 2020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联赛 二等奖 

顺德区实验中学 
谢婉娜、李招富、

梁锐 
2020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联赛 三等奖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徐艳华 2020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联赛 三等奖 

区杏坛中学 陈玉龙、周金双 2020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联赛 三等奖 

顺德一中 张贺佳 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省级联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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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培茂 伍志毅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机电一体

化设备组装与调试比赛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陈海标、陈健生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数控综合应用技

术赛项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李绍燊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产品设计与

创客实践 
二等奖 

3.荣获省级特等奖、一等奖或第一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谢飞、文和先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刘丰华、张立荣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肖文平、刘丰华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刁建忠、罗勇胜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Web应用软件开发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张宇辉、郭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区块链技术应用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明、王璐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市场营销技能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安静、孙成喜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互联网金融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马瑞、胡锦娟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胡锦娟、马瑞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东文、高蓝洋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烹饪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徐洋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导游服务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杨雅兰、吴子瑜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彭静、郑小娟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建筑装饰技能赛项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张静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工程测量赛项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冯绍锋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工程测量赛项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张静、冯绍锋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建筑装饰技能赛项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邓振满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焊接技术赛项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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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罗文科、曹骏冬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方显礼、谢兴冠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赵汝胜、梁兵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刘洋、何韵诗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程志刚、蔡晓芷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谢兴冠、方显礼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赵汝胜、梁兵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陈培英、夏一平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李宜璇、陈淑霞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英语通用职业技能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曾洁贤、林晓玲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沙盘模拟企业经营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黄永杰、林丽萍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张红军、曾广贤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陈要求、彭小莲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朱琼华、李黎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会计技能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李宜璇、胡碧琼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英语通用技能项目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郭楚俊、张宝强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杨家敏、吴春城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黎相湖、蒋威华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徐登峰、郭楚俊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徐登峰、郭楚俊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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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梁泰来、郭楚俊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徐登峰、张宝强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徐登峰、郭楚俊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彭端仪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岳奇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广告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周彬、邱青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动漫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柯华坤、曾俊文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Web前端开发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杨智浩、赵佩筠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AI机器智能综合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张梦依、冯燕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电子商务技术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高雪飞、吴月霞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英语通用职业技能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成鹏飞、郝大伟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张基、杨智浩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网络空间安全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岳奇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广告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张维辉、朱辉强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周彬、黄雁玲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丁曼华、叶家良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动漫设计与制作赛项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刘杰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江毅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车身修复

（涂装）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肖学波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电路装

调及应用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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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伍志毅、陈培茂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赛

项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潘锦辉、范欣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沙

盘模拟经营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郑宇城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工

业产品设计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梁坚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短

视频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曾伟琴 

2020-2021学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

生专业技能竞赛模特表演-平面模特展示赛项

（中职组） 

一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庞永炎、何永辉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

业分析检验项目（中职组）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兆铭、梁秋霞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机器人技术应用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史振界、杨一丰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董俊权、喇海龙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曾凡亮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辉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广告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刘德标、孙莹超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动漫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吴嘉洪、孙康康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低空无人机技能与应用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张伟强、孙康康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低空无人机技能与应用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张凯凯、余永盛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曾嘉沛、宋匀一、

王俊光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烹饪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喇海龙、董俊权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机器人技术应用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王俊光、曾嘉沛、

陈兴华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烹饪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曾凡亮、苏娇艳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零部件测绘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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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孙康康、张伟强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无人机应用技能与创新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杨一丰、曾群平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一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吴嘉颖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短视频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林晓、汪燕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酒店

服务项目 
一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刘伟、庞桂亮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3D打

印项目 
一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林晓、汪燕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酒店服

务赛项目一等奖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王博为、郭思伟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技能竞赛数控综合应用技术赛项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李绍燊、王丽丽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技能竞赛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赛项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康摇生、王志鸿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技能竞赛模具制造技术·注塑模具技术赛项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周蓓、黄淑芬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会计技能赛项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金显凤、黄丽琼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英语通用职业技能赛项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刘南海、刘集群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王丽丽、陈刚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苏晋致、李强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模具制造技术·注塑模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王丽丽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工业产品设计与创客实践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吕平平、张苏进 2020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选拔赛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邱其汉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挍学生技能大赛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李颖芬、胡艳珊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挍学生技能大赛

酒店服务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罗健章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机

电维修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赵鹏媛、冯阳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能源

汽车检测与维修赛项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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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黄鸿涛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车

身修复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冯阳、郭建英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罗健章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机电维修

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谭运良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车身涂装（涂

漆）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邱其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梁吉昌、梁少华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酒店服务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李立、赵菀贤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酒店服务赛项 
一等奖 

4.荣获省级二等奖或银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徐言生、李东洺、

张成、李锡宇、

廖翠玲、于清敏 

 

“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黄萧萧、何丽 “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黄萧萧、陈艳玲、

农彦彦、黄炳坤 

 

“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陈万武、文和先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丘利芳、罗子聪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汽车检测与维修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侯文胜、张斌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服务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张斌、侯文胜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服务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蔡泽凡、何醒燊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陈志涛、朱义勇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计算机网络应用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杨磊、林太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4G全网建设技术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宋海生、李改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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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钟江鸿、姜春莲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HTML5交互融媒体内容设计与制

作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继祥、昂勤树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低空无人机技能与应用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宋景娥、肖仁伟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会计技能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泳璋、潘向研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师建华、张庆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智慧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施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丹、傅秉潇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财务管理技能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徐健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英语口语-非英语专业组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钟伟华、崔贞琼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秘书职业技能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阙彩霞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艺术插花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吴子瑜、杨雅兰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刘锋、洪丹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工业分析与检验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刘锋、路风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工业分析与检验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彭莺、张浥琨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水处理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张静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工程测量赛项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冯绍锋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工程测量赛项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阮群茂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焊接技术赛项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阮群茂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焊接技术赛项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彭静、郑小娟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建筑 CAD赛项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邓振满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焊接技术赛项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郭志杨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短视频技术与应用赛项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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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苏伟丽、曾颖欣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黄军桃、谢剑青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罗文科、曹骏冬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陈桂青、程志刚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冯煜棋、胡国勇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曾颖欣、肖亦辉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张金菊、范楠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会计技能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邓洁莹、李婷婷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电子商务技术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段朱凯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焊接技术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林丽萍、曾广贤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黄永杰、曾广贤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智能硬件应用开发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曾广贤、彭小莲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智能硬件应用开发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张金菊、黄莉萍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财金综合技能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黄莉萍、朱琼华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税务技能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戎旭森、崔见芳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电子商务技能项目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宋蒙蒙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熊婷蕾、马启珍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熊婷蕾、马启珍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蓝高龙、吴春城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黄秋文、王加艳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黎相湖、卢民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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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熊婷蕾、秦佩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陈远权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邹贵财、张基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网络空间安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罗柳青、史宪美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方智锋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移动融媒体制作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张治平、张维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AI机器智能综合技术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陈思婉、张红万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幼儿园活动设计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罗柳青、周彬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庞桂亮、杨文静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杨智浩、赵军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网络搭建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柯华坤、曾俊文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WEB前端开发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谢世森、潘梓洪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移动应用开发与服务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邹贵财、张治平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移动应用开发与服务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方智锋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全矩阵数字内容制作及运营技术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岳奇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全矩阵数字内容制作及运营技术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张治平、黄超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AI机器智能综合技术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张梦依、冯燕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电子商务技能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陈琦、张梦依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互联网营销直播技能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麦慧敏、卢佩敏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英语通用技能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张雨萌、付玉珊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酒店服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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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王刚、甘萍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服装设计与工艺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郑珍珍、张柳红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英语通用职业技能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陈浩辉、黄远宾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汽车营销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江毅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车身涂装（涂漆）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陈世家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机电维修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王晓黎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模特表演-平面模特展示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陈德仁、罗永耀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低空无人机技能与应用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王刚、甘萍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

能竞赛服装设计与工艺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尚晶、王吉儒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

能竞赛服装设计与工艺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李洋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

能竞赛汽车机电维修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孙书峰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车身修复

（涂装）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陈华超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车身修复

（钣金）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刘杰辉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电路装

调及应用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林振沛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车身修复

（钣金）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张柳红、郑珍珍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通用英语

职业技能”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沙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广告设计与制作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胡卫涛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机电维

修赛项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梅敏仪、刘波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电子商务技术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张崇伦、宋金虎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 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赛项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张崇伦、宋金虎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 3D

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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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陆镇桓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汽

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机电维修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黄伙区、黄淑芬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财

金综合技能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黄金城、吴影清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会

计技能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程晓锦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融

媒内容制作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剑、梅敏仪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互

联网营销直播技能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廖颖欣、张瑜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税

务技能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曾伟琴 
2019-2020学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

生专业技能竞赛模特表演-平面模特展示赛项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曾伟琴 

2019-2020学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

生专业技能竞赛模特表演-服装模特表演赛项

（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庞永炎、何永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

业分析检验项目（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林尤吉、杨嘉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

子商务项目（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陈用殷、郭小勇、

高海燕、靳萌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餐烹饪项目（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李鸿宇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短视频技术与应用项目（中职组）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兆铭、梁秋霞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柔性制造及信息集成技术应用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兆铭、梁军勇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柔性制造及信息集成技术应用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张凯凯、余永盛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春娜、朱橙楠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建筑 CAD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朱橙楠、陈春娜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建筑装饰技能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梁军勇、史振界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柔性制造与信息集成技术应用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孙莹超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短视频技术与应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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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刘德标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广告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阮永宝、邓中开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建筑装饰技能 
二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李旭、黄亮彬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二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王贤全、欧志才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WEB前端开发 
二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王贤全、欧志才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中职组）移动应用开发与服务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张雨萌、易颖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酒店服务”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成鹏飞、郝大伟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零件

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罗金、李藤均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刘伟、彭安心 2021.04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3D打印项目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罗金、许志雄 2021.04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注塑项目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陈美苑、梁启津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电气安装与维修赛项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黄兴富、陈银娣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技能竞赛电子商务技术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梁志远、陈刚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赛项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熊浩龙、肖文杰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机器人技术应用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陈海标、梁志远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3D打印综合应用技术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金显凤、黄丽琼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职业英语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黄兴富、陈银娣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电子商务技能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梁嘉桦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挍学生技能大赛

会计技能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江利财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汽车营销赛

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黄鸿涛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车

身修复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麦家晖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车

身涂装赛项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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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谭运良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汽车运用与维修－车身

涂装（涂漆）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梁嘉桦、刘颖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会计技能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李衍飞、贺珍妮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英语通用职业技能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黄鸿涛 

辅导学生熊伟浩参加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汽

车运用与维修－车身修复（钣金）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黄鸿涛 

辅导学生郭俊廷参加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汽

车运用与维修－车身修复（钣金）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江利财、明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汽车营销赛项 
二等奖 

（八）博士、硕士学位奖 

1.在职教育工作者（博士学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霍应鹏 理学博士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姚美康 城市规划与设计博士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王志雄 法学博士 

顺德中等专业学校 梁少华 国际旅游管理博士 

2.在职教育工作者（硕士学位） 

乐从中学 邱媚媚 教育硕士 

乐从中学 古采凤 教育硕士 

乐从中学 谢楚相 教育硕士 

北滘莘村中学 黄娟 教育硕士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莫兴展 教育硕士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霍静彦 教育硕士 

陈村庄头小学 刘晓莹 教育硕士 

龙江世埠小学 邓鸿琼 教育硕士 

北滘中学 吴丽霞 教育硕士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林学佳 教育硕士 

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吕新露 教育硕士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高海燕 教育硕士 

勒流龙眼小学 姚品 教育硕士 

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谢妮媛 教育硕士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彭炯铭 体育硕士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黄秋芬 旅游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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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黄敏娟 应用心理学硕士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谢宗福 工商管理学硕士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王洁晖 教育硕士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赖燕敏 工商管理学硕士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区颖勤 教育硕士 

德胜学校小学部 吴吉香 教育硕士 

大良顺峰幼儿园 莫雪容 教育硕士 

北滘中学 黄嘉敏 教育硕士 

顺德中等专业学校 罗杏灏 教育硕士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何永健 教育硕士 

大良聚胜小学 王丹丽 教育硕士 

六、学生激励奖 

（一）自学考试鼓励奖 

专科：陈玲玲  

本科：何淑欣   

（二）优秀学生奖 

1.佛山市第六届“最美南粤少年”（6 人） 

乐从明德小学 黄  曦 梁开初级中学 曾心悦 

勒流冲鹤小学 张凯澄 杏坛杏联初级中学 苏巧欣 

成美初级中学 李晓雨 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喻赟齐 

2.2020—2021 学年度佛山市优秀学生（共 250 人） 

（1）区属学校（5人） 

顺德一中学高一级 叶艳 国华纪念中学高二级 邱浩轩 

顺德一中学高二级 于濠铭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高二级 林宝盈 

顺德一中学高二级 向思蓉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高二级 廖恩正 

李兆基中学 曾智蕙 文德学校高二级 曾河洋 

李兆基中学 何浩轩 广东碧桂园学校 毛萱元 

郑裕彤中学高二级 黄超珩 陈村陈村职业技术学校三年级 姚欣甜 

郑裕彤中学高二级 李梓烨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中职二年级 欧阳浩源 

华侨中学 陈熙雯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中职二年级 黄丽婷 

华侨中学 唐钰明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中职三年级 郑子杰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六年级 徐小晓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中职三年级 何祉泳 

罗定邦中学 唐茂发 中等专业学校酒店服务 2018班 潘明强 

罗定邦中学 罗蕊妮 中等专业学校酒店服务 2019班 张亿辉 

容山中学 杨  浩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季  莹 

容山中学 容子淇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洪志江 

乐从中学 叶伟键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陈宏杰 

乐从中学 蔡骏熙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珠宝 193 赵晶晶 

实验中学高二级 陈锐凝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珠宝 191 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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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洲中学 李秋霞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三年级电商 181班 肖彬彬 

伦教中学 何嘉灵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梁家铭 

北滘中学 肖文炯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张小曼 

青云中学 杨宏源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张穗陶 

勒流中学 丘诗桦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关银娟 

杏坛中学 潘锦豪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三年级模具 183班 郭垲晴 

龙江中学高二级 杨  辉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蒋文龙 

均安中学 金东成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谢永固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李家乐 顺德区实验中学初三级 李焮月 

一中外国语学校 冯志轩 启智学校 张子健 

一中外国语学校 王誉诺   

（2）大良街道（35人） 

大良西山小学六年级 罗子淇 大良世纪小学五年级 殷  菲 

大良西山小学 陈子淇 大良世纪小学五年级 赖芷煣 

大良本原小学六年级 梁凯岚 大良聚胜小学六年级 郑逸鸣 

大良环城小学六年级 陈  灿 大良玉成小学二年级 于隽恺 

大良李介甫小学五年 方雁铭 大良五沙小学六年级 周芷瑶 

大良鉴海小学六年级 郑卓琳 大良顺峰小学四年级 曾瑾妍 

大良西山小学清晖校区六年级 赖紫瑜 大良顺峰小学五年级 唐艺恬 

大良桂畔小学六年级 谭睿婷 大良玉成小学环湖校区三年级 陈欣怡 

大良桂畔小学六年级 王沁暄 凤城实验学校四年级 刘嘉皓 

大良凤翔小学六年级 段佳颖 大良大良实验小学 胡可欣 

大良云路小学六年级 肖焱龙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五年级 梁曦岚 

大良云路小学五年级 陆正雅 大良街本真未来学校六年级 张涵茉 

大良红岗小学六年级 林鼎桓 大良顺德养正学校六年级 刘奕希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初二级 何梓昕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徐佳男 

大良凤城实验学校 覃永通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阙锐婷 

大良梁开初级中学 曾心悦 大良顺德养正学校 王芷鸣 

大良梁开初级中学 陈锦媚 大良顺德养正学校 余育嘉 

大良成美初级中学 何昭彦   

（3）容桂街道（34人） 

容桂扁滘小学六年年级 刘靖弋 容桂容里小学五年级 黄紫晴 

容桂容边小学六年级 罗  焕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六年级 钟诗淇 

容桂泰安小学六年级 李慧琳 容桂南区小学六年级 孙  妮 

容桂容山小学六年级 冯皓洋 容桂小黄圃小学六年级 彭韶楷 

容桂容山小学六年级 王奕林 容桂小黄圃小学六年级 翁睿婕 

容桂振华小学四年级 刘理想 容桂容桂小学六年级 郑  沣 

容桂海尾小学五年级 陈怡颖 容桂高黎小学六年级 胡  周 

容桂城西小学六年级 吴健誉 容桂华口小学六年级 叶珊平 

容桂细滘小学六年级 叶诗婷 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五年级 代佳卉 

容桂南环小学六年级 梁乐诗 容桂瑞英小学五年级 卢  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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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南环小学六年级 何钰琪 容桂红旗小学六年级 杜欣如 

容桂容里小学五年级 钟斯敏 容桂新蕾学校四年级 廖荣涛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谢佩珊 容桂容桂外国语学校 张榕芝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刘子瑄 容桂容桂外国语学校 王润琪 

容桂容里中学八年级 张昆诚 容桂容桂实验学校 罗子茜 

容桂容里中学九年级 牟  杨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黎梓蕴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八年级 周  睿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郭可盈 

（4）伦教街道（15人） 

伦教霞石小学 刘若萱 伦教荔村小学 五年级 李志轩 

伦教北海小学 廖思诚 伦教培教小学 六年级 林一洁 

伦教北海小学四年级 唐子炫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六年级 何乐政 

伦教永丰小学 五年级 谭杨荣 伦教小学 六年级 王彬彬 

伦教熹涌陈佐乾纪念学校 谭  睿 伦教小学 五年级 陶艺元 

伦教三洲学校 五年级 陶雪梅 伦教翁祐中学 黄胜君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周  誉 伦教周君令中学 刘  悦 

伦教周君令初级中学 冯静雯   

（5）勒流街道（18人）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初一级 卢一鼎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初二级 袁子杰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初三级 温洁滢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初二级 黎翠盈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初二级 黎家慧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初三级 胡展东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五年级 汪亦桥 勒流稔海小学五年级 庄雨晗 

勒流中心小学六年级 梁诗瑶 勒流上江小学五年级 曹宇彤 

勒流新城小学五年级 江錕濠 勒流众涌小学五年级 胡博文 

勒流光大小学五年级 卢晓诺 勒流裕源小学五年级 赵  盛 

勒流大晚小学六年级 黄伊蔚 勒流冲鹤小学五年级 黄麟涵 

勒流江义小学六年级 阮可茵 勒流新龙学校五年级 马福沛 

（6）陈村（13人） 

陈村南涌小学五年级 莫家权 陈村庄头小学五年级 胡代炯 

陈村新圩小学五年级 甘昊林 陈村大都小学五年级 甘梓姗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梁倚源 陈村青云初级中学初三级 高  婕 

陈村中心小学五年级 罗晓璐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欧菀潼 

陈村青云小学六年级 刘恒星 陈村初级中学初一级 秦乐雨 

陈村弼教小学四年级 胡子墨 陈村拔萃实验学校七年 郑语璇 

陈村仙涌小学六年级 黄  静   

（7）北滘（24人） 

北滘中心小学六年级 谢妙晨 北滘三桂小学六年级 陈若羲 

北滘承德小学六年级 陈泽棋 美的学校五年级 唐诗涵 

北滘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四年级 
胡骆斐 北滘明阳学校五年级 周梦婷 

北滘朝亮小学六年级 方  炜 北滘碧桂园实验学校 丁浩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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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滘林头小学六年级 何浩扬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杜梓晴 

北滘西滘小学六年级 欧子君 广东碧桂园学校初二级 李春雨 

北滘中心小学五年级 黄弈帆 北滘莘村中学初一级 叶镁琳 

北滘高村小学六年级 李卓琳 北滘碧江中学初二级 朱柳谕 

北滘马龙小学六年级 谢欣彤 北滘莘村中学初二级 谷晓彤 

北滘碧江小学六年级 朱赵敏 北滘君兰中学初二级 陈虹熙 

北滘坤洲小学六年级 黄绮俐 北滘碧桂园实验学校 吴立凡 

北滘西海小学六年级 邓佩琪 莘村中学 刘秋红 

（8）乐从（20人） 

乐从小学六（6）班 曾祉维 乐从红棉小学六年级 何雨欣 

乐从小学六（8）班 陈致远 乐从明德小学五年级 陈  可 

乐从小学三（8）班 霍善和 乐从大闸小学六（1）班 陈梓蓉 

乐从东平小学三（5）班 伍启乐 乐从劳村小学五年级 梁锐塍 

乐从东平小学四（2）班 李  源 乐从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 聂煜宸 

乐从沙滘小学五年级 李杰锋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陈爱林 

乐从沙滘小学五年级 姚煜洁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刘颖僖 

乐从罗沙小学五年级 黄晓梅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陈柳舟 

乐从罗沙小学五年级 黎靖妍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廖恺凝 

乐从水藤小学六年级 曾颖如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陈金苇 

（9）龙江（14人）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五年级 余汶霖 龙江官田小学六年级 王诗绮 

龙江世埠小学六年级 刘  哲 龙江东海小学三年级 廖铠莹 

龙江坦田小学六年级 梁宇轩 龙江叶霖佳小学六年级 余孙睿 

龙江华东小学六年级 覃俊声 龙江外国语学校初二级 雷晓彤 

龙江苏溪小学六年级 林子琪 龙江里海学校初三级 高庆伟 

龙江陈涌聚龙小学六年级 陈霖基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初二级 王  博 

龙江旺岗小学六年级 秦  悦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初三级 胡丽滢 

（10）杏坛（12人） 

杏坛昌教小学六年级 何婉婷 东马宁小学六年级 冯旖璐 

杏坛中心小学六年级 张  熙 光辉小学六年级 王梦茹 

桑麻小学六年级 周敬贤 南华小学五年级 谭佩宜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邓宇量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张嵘佳 

古朗小学六年级 詹思彤 杏联初级中学九年级 骆俊发 

东村小学六年级 刘子轩 潘祥初级中学九年级 黄力恒 

（11）均安（11人） 

均安中心小学五年级 马梓轩 均安南沙小学五年级 文雨欣 

均安富教小学四年级 林楚熹 均安南沙小学四年级 陈恺怡 

均安顺峰小学五年级 梁楚淳 均安建安中学八年级 覃志睿 

均安星槎小学六年级 何语桐 均安文田中学八年级 叶嘉颖 

均安新华小学六年级 欧阳梓泓 均安文田中学七年级 陈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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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安天连小学五年级 梁倩茹   

3.2019 学年度佛山市优秀学生干部（共 108 人） 

（1）区属学校（24人） 

顺德一中学高二级 谢伊萍 文德学校 凌星凯 

顺德李兆基中学 陈彤彤 北滘北滘职业技术学校中职三年级 曾丽娜 

郑裕彤中学高二级 刘玉珍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中职三年级 李慧铃 

华侨中学 肖祥鑫 中等专业学校网络 182 涂元钟 

罗定邦中学高二级 崔忆玲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林俊权 

乐从中学 孔祥海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综合 193 钟泳祺 

实验中学高二级 梁淳华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叶亮贤 

北滘中学高三级 范永成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何绍基 

青云中学 蓝  雨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三年级 曾子晴 

均安中学 丘俊廷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二年级 吴悦熙 

国华纪念中学高二级 吴卓然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陈惠意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高二级 周泳琳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九年级 徐易冰 

（2）大良街道（16人） 

大良西山小学六年级 赵鑫悦 大良大良实验小学五年级 邓洋旖 

大良本原小学五年级 蓝晓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六年级 周子樾 

大良环城小学六年级 陈颖瑶 大良本真未来学校六年级 刘菁妍 

大良李介甫小学六年级 陈雅琪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初三级 黄逸诗 

大良鉴海小学六年级 刘笑瑞 大良凤城实验学校初二级 叶佳鑫 

大良西山小学清晖校区六年级 王  诺 大良梁开初级中学初二级 周梓锘 

大良凤翔小学六年级 付美妍 大良成美初级中学初三级 李泳欣 

大良顺峰小学五年级 李江东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初二级 傅莉雅 

（3）容桂街道（15人） 

容桂上佳市小学六年级 谢珊珊 容桂城西小学 付佳欣 

容桂高黎小学六年级 罗  莎 容桂泰安小学 黄芃飞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 

小学五年级 
朱程煜 容桂红旗小学 李宇荟 

容桂容桂小学小学六年级 陈宇轩 容桂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初二级 满嘉嘉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六年级 陈洪锐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初二级 郑海俊 

容桂容桂瑞英小学四年级 吴乔羽 容桂文华初级中学初二级 马翎煜 

容桂南区小学六年级 何展鹏 容桂容桂四基初级中学初二级 韦坤丽 

容桂细滘小学六年级 余美琳   

（4）伦教街道（7人） 

伦教三洲学校 林朝曦 伦教小学 吴浩霖 

伦教仕版小学六年级 李丽茵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七年级 刘子娴 

伦教培教小学五年级 张子珊 伦教周君令中学八年级 程佳东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陈宣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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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勒流街道（8人） 

勒流中心小学 周琬悠 勒流冲鹤小学 潘艺嘉 

勒流新城小学 芩  叶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初二级 熊静怡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五年级 梁炜桦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初三级 沈  燕 

勒流上江小学 罗云舒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初一级 桑旦卓玛 

（6）陈村（5人） 

陈村勒竹小学 罗纯琳 陈村青云初级中学初二级 卢雯浠 

陈村石洲小学六年级 徐燕霞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初三级 李泳咏 

陈村潭村小学六年级 王圣璇   

（7）北滘（10人） 

北滘中心小学 梁炜钊 北滘朝亮小学 韩宇宸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四年级 
谢郑泽 碧桂花城学校 郭子逸 

北滘林头小学六年级 张耘博 莘村中学 苏  楠 

北滘承德小学六年级 李颖欣 广东碧桂园学校国际初中初一级 黎梓茵 

北滘马龙小学 何海正 北滘君兰中学初三级 杨晋滔 

（8）乐从（8人） 

乐从小学六年级 卢师予 乐从红棉小学 刘子萌 

乐从东平小学 区梓盈 乐从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六年级 解子琪 

乐从东平小学 张  越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九年级 林珈希 

乐从沙滘小学 车佳宇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八年级 叶  琳 

（9）龙江（6人） 

龙江里海学校 陈铠晴 龙江左滩小学 刘依洋 

龙江实验学校 聂子皓 龙江外国语学校初三级 陈木莹 

龙江华东小学 廖沅雪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初二级 廖微微 

（10）杏坛（5人） 

昌教小学六年级 麦尧峰 新联小学五年级 陈梓睿 

光华小学六年级 王思颖 杏坛林文恩初级中学九年级 唐  远 

南朗小学六年级 黄惠敏   

（11）均安（4人） 

均安中心小学 何颖愉 均安新华小学  蔡炳森 

均安富教小学  潘俊如 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九年级 邹荧霞 

4.2019 学年度优秀学生（共 830 人） 

（1）区属学校（ 230人） 

顺德一中学 戴睿言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苏小桓 

顺德一中学 向依诺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张子雅 

顺德一中学 李  想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杨洛宁 

顺德一中学 黄智洋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叶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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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一中学 尹嘉乐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吴雨菲 

顺德一中学 邓诸亮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李卓妍 

顺德一中学 易闻秋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肖雅雯 

顺德一中学 区家彬 广东碧桂园学校 肖涵 

顺德一中学 陈湘琪 广东碧桂园学校 赵心怡 

李兆基中学 周守康 广东碧桂园学校 施乐怡 

李兆基中学 梁健丰 广东碧桂园学校 谭万奇 

李兆基中学 黄晓聪 文德学校 冼安琪 

李兆基中学 沈卓淳 文德学校 余冰冰 

李兆基中学 陈泊羲 文德学校 刘玉灵 

郑裕彤中学 徐  强 文德学校 李昕玥 

郑裕彤中学 王小婉 文德学校 谢紫晴 

郑裕彤中学 李倩莹 文德学校 王雅丽 

郑裕彤中学 张芷瑄 文德学校 麦展华 

郑裕彤中学 江雪晴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李佳仪 

华侨中学 龙圳东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潘玮琪 

华侨中学 谭心淇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童钜钟 

华侨中学 吴若妍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朱礼芳 

华侨中学 罗宇轩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李林 

华侨中学 刘晨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黄铭健 

罗定邦中学 林天灏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卓一政 

罗定邦中学 霍筱柔 中等专业学校 梁天福 

罗定邦中学 邓焯然 中等专业学校 石宇杰 

罗定邦中学 周  云 中等专业学校 胡铭桦 

罗定邦中学 张桂汝 中等专业学校 陈薇 

罗定邦中学 潘  朗 中等专业学校 韩媛媛 

罗定邦中学 潘诗莹 中等专业学校 靳领辉 

罗定邦中学 王玉容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甘莉莉 

罗定邦中学 骆  恒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冯钰谊 

实验中学 李卓恩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林彩媚 

实验中学 陈  颢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吴国盛 

实验中学 伍泳荧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李韵怡 

实验中学 罗丽滢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何珏好 

实验中学 林佳盈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沙玛日喜 

实验中学 赖佳鸣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梁嘉琦 

实验中学 胡诗琳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宋海婷 

容山中学 曾海鹏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吴宇祥 

容山中学 刘晓芙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雪琪 

容山中学 温  煌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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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山中学 林子淇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谢  红 

容山中学 卢晓天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聂桂梅 

容山中学 胡健豪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刘付盈 

容山中学 黄浃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亮燃 

容山中学 苏咏璇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刘慧贞 

容山中学 赵凯琳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梁晓晴 

桂洲中学 杨开智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戴炳权 

桂洲中学 陈焯辉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孔娆欣 

桂洲中学 杨洋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陈  萍 

桂洲中学 李委庭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卢培玲 

桂洲中学 李盈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梁家铭 

桂洲中学 李深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吴沅恩 

桂洲中学 黄裕豪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梁智斌 

伦教中学 陈雅诗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李耀臻 

伦教中学 刘锦婷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刘贻康 

伦教中学 蔡月苹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朱诚辉 

伦教中学 梁韵诗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江俊轩 

伦教中学 张嘉怡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李小妍 

伦教中学 吴馨瑶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赵智杰 

北滘中学 赵远顺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陈州东 

北滘中学 李子文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熊焱平 

北滘中学 卢镘羽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邵焯敏 

北滘中学 吴昕禧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黄威铭 

北滘中学 梁奕照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苏丽诗 

北滘中学 黄可儿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苏倩华 

青云中学 汪  睿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黄俊杰 

青云中学 徐梓恒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林锐剑 

青云中学 马雨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孙诗雅 

青云中学 张可雨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曾佳佩 

青云中学 骆彤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吴泳璇 

青云中学 区烨潼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张颖欣 

勒流中学 彭嘉浩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黄玉强 

勒流中学 黄韬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吕嘉享 

勒流中学 钟毅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夏博 

勒流中学 李耀进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梁瑜培 

勒流中学 朱桂琴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黄敏 

勒流中学 黄尧彦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颖梅 

杏坛中学 林欣语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蓝舒静 

杏坛中学 齐夕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陈坤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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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坛中学 林雅婷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卢均勇 

杏坛中学 严煜励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李海滢 

杏坛中学 刘先勇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阴雪玲 

杏坛中学 张雨玲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容乐洋 

杏坛中学 叶嘉棋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叶朗 

乐从中学 曹  影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周咏诗 

乐从中学 刘安源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黄楠 

乐从中学 吴  钧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卢永健 

乐从中学 赵宇健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张敏琪 

乐从中学 黄敬雄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林雅平 

乐从中学 梁  宇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张艺华 

乐从中学 刘伊然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温馥蔓 

乐从中学 李逸敏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曹雨欣 

乐从中学 吴卓谚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梁欣欣 

龙江中学 廖子强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邓剑秋 

龙江中学 顾耘霞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赖彧鑫 

龙江中学 陈秀燕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黄豪春 

龙江中学 袁梦茹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罗琼 

龙江中学 陈欣怡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黄嘉禧 

龙江中学 赖德镖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傅梓畅 

均安中学 欧阳绮敏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吴城鑫 

均安中学 马书福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陈锵林 

均安中学 胡智华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刘莹莹 

均安中学 陈芷瑶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刘芯瑜 

均安中学 周义桂 一中学西南学校 何卓钧 

均安中学 黄晓淇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黎思均 

国华纪念中学 顾仁军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林妍爽 

国华纪念中学 周子楠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严棓琳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周敏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胡佳卉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袁诚轩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曾赛纳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马汤睿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沈奕林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林知微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李旖珂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凌敏天 启智学校 卢  山 

（2）大良街道（108人） 

凤城实验学校初中部 杨馨雅 凤翔小学 张懿涵 

凤城实验学校初中部 张英鹏 凤翔小学 陈可馨 

凤城实验学校初中部 丘婧柔 云路小学 潘朗名 

凤城实验学校初中部 胡馨菲 云路小学 陈楚睿 

凤城实验学校初中部 黄衍瑜 云路小学 梁竞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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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城实验学校初中部 陈媛 云路小学 梁芷琳 

梁开初级中学 蔡加泓 红岗小学 林彦彬 

梁开初级中学 陈雨晴 红岗小学 黄煊淋 

梁开初级中学 韩丰正 世纪小学 谢昕桐 

梁开初级中学 曹子辰 世纪小学 崔浩然 

梁开初级中学 林思彤 世纪小学 冯诗越 

梁开初级中学 罗庭榛 世纪小学 戴嘉琪 

梁开初级中学 邓月涵 世纪小学 林玥妤 

成美初级中学 范锶锶 聚贤小学 金艺 

成美初级中学 黎晓锋 聚贤小学 董柏庆 

成美初级中学 李琦彤 聚胜小学 余侯一嘉 

成美初级中学 梁昕岚 聚胜小学 王一新 

成美初级中学 谢璐 聚胜小学 黄凯琳 

顺峰初级中学 简晋颖 玉成小学环湖校区 赵峻熙 

顺峰初级中学 范亦欣 玉成小学环湖校区 钟启文 

顺峰初级中学 张清雅 五沙小学 王忆朵 

顺峰初级中学 许佳境 五沙小学 冯芷淇 

顺峰初级中学 胡卓妍 大良顺峰小学 吕佩仪 

顺峰初级中学 范健鸿 大良顺峰小学 黎子墨 

顺峰初级中学 关嘉亮 大良顺峰小学 蒋若橙 

顺德养正学校初中部 罗嘉杰 大良顺峰小学 吴祖菲 

顺德养正学校初中部 梁奕健 玉成小学 奚望 

顺德养正学校初中部 韦世康 玉成小学 李晓晴 

顺德养正学校初中部 杨滢玥 凤城实验学校小学部 黄梓函 

西山小学 吴桐宇 大良实验小学 陈立洋 

西山小学 石筱曼 大良实验小学 杨子莹 

西山小学 孙一格 大良实验小学 丁宁 

西山小学 黄亦可 大良实验小学 王鸿鹭 

西山小学 尚子尧 大良实验小学 纪梓涵 

本原小学 马佳阳 大良实验小学 王佳儿 

本原小学 郭承峻 德胜学校小学部 叶泳沺 

本原小学 苏浠瑶 德胜学校小学部 孙婧曦 

本原小学 郑竣轩 德胜学校小学部 欧阳子谦 

本原小学 赖一铭 德胜学校小学部 龙卓琳 

环城小学 袁子钦 德胜学校小学部 关珮瑜 

环城小学 梁键禧 德胜学校小学部 翁炜航 

环城小学 区倬瑜 德胜学校小学部 赵印溪 

李介甫小学 李逸为 德胜学校小学部 龙 榆 

李介甫小学 吴靖烯 德胜学校小学部 康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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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海小学 罗婧之 德胜学校小学部 周铭正 

鉴海小学 钟佳希 本真未来学校 罗艳杨 

西山小学清晖校区 钟意涵 本真未来学校 张煜杭 

西山小学清晖校区 高向晴 本真未来学校 黄缨雅 

桂畔小学 卢芑言 本真未来学校 余偌冰 

桂畔小学 陈佳茵 本真未来学校 幸运延 

桂畔小学 王艺晴 本真未来学校 罗正聪 

桂畔小学 黄婉婷 养正学校小学部 黄泳华 

凤翔小学 朱晓茵 养正学校小学部 郭罗洋 

凤翔小学 段羽轩 养正学校小学部 伍昕妍 

（3）容桂街道（107人） 

容桂外国语学校 郑茵琦 容桂瑞英小学 张婧雯 

容桂外国语学校 梁力图 容桂瑞英小学 胡睿恩 

容桂外国语学校 胡嘉诚 容桂振华小学 陈梓淇 

容桂外国语学校 冀佳键 容桂振华小学 马钰涵 

容桂外国语学校 杨泽慧 容桂振华小学 李诗言 

容桂外国语学校 杜卓航 容桂振华小学 许诺 

容桂外国语学校 朱滢滢 容桂细滘小学 黄凯楠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谭雪玲 容桂细滘小学 刘欣芳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符莉丝 容桂新蕾学校 何英怡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黄焕欣 容桂新蕾学校 莫心怡 

容桂文华初级中学 陈可 容桂城西小学 肖清月 

容桂文华初级中学 彭雨洋 容桂城西小学 李佩滢 

容桂文华初级中学 王冉黾 容桂城西小学 龚茵潼 

容桂文华初级中学 欧雅菲 容桂南区小学 李佳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孔瑗 容桂南区小学 陈晓萱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杨君宝 容桂扁滘小学 廖绮莉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邱志正 容桂红旗小学 周沛雯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凌培浩 容桂红旗小学 薛凯匀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汪劲帆 容桂华口小学 徐绮婷 

容桂实验学校 王萱 容桂华口小学 梁家耀 

容桂实验学校 邱鑫如 容桂马冈小学 邹汶成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莫彤 容桂上佳市小学 麦文倩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周海璇 容桂上佳市小学 何子扬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黄昊俊 容桂上佳市小学 凌晓婷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周泓光 容桂小黄圃小学 林梓韵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彭瀚荣 容桂小黄圃小学 杨凯然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涂雅乐 容桂小黄圃小学 秦子航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卢德健 容桂实验学校 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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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沙晓雯 容桂实验学校 黎海睿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温颖钰 容桂小学 潘思睿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廖淑欣 容桂小学 赵子熙 

容桂容里中学 陈雨彤 容桂小学 石禹露 

容桂容里中学 曾悦然 容桂小学 梁梓睿 

容桂容里中学 丘福健 容桂小学 黄芯雨 

容桂容里中学 吴尚轩 容桂小学 蒙昌灵 

容桂容里中学 谢仕梅 容桂泰安小学 何沂霖 

容桂容里中学 李淇淇 容桂泰安小学 侯晓楠 

容桂容里中学 李慧欣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朱彦灵 

容桂容边小学 陈泳宇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刘延泰 

容桂容边小学 肖茜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罗紫涵 

容桂容边小学 罗乐辉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刘雨尘 

容桂容边小学 钟静雯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麦颖怡 

容桂高黎小学 梁芷瑜 容桂容山小学 梁泳棋 

容桂高黎小学 谈婧 容桂容山小学 雷善淇 

容桂高黎小学 王睿萱 容桂容山小学 胡羽菲 

容桂四基小学 刘雨秋 容桂容山小学 柯心妍 

容桂容里小学 韦炫婷 容桂海尾小学 冯乘轩 

容桂容里小学 龚怡静 容桂南环小学 陈婧瑶 

容桂容里小学 赖诗茵 容桂南环小学 陈鹏新 

容桂容里小学 李文聪 容桂南环小学 郭可欣 

容桂瑞英小学 李星语 幸福陈占梅小学 戴嘉莉 

容桂瑞英小学 陈玥晓 幸福陈占梅小学 王瑶 

容桂瑞英小学 武肜蓉 幸福陈占梅小学 陈思源 

容桂瑞英小学 马茹嫣   

（4）伦教街道（45人）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梁嘉敏 伦教熹涌陈佐乾纪念学校 欧阳岑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林慧均 伦教鸡洲锡全小学 李文轩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张清彦 伦教鸡洲锡全小学 马慧瑶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陈嘉龙 伦教荔村小学 陈妍潼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谢伟杰 伦教荔村小学 罗奕纬 

伦教周君令中学 李  栩 伦教仕版奋扬学校 钟澌欣 

伦教周君令中学 陈雅轩 伦教三洲学校 杜阳 

伦教周君令中学 岑彦臻 伦教三洲学校 何梓童 

伦教周君令中学 刘宇慧 伦教三洲学校 吴子豪 

伦教翁祐中学 梁钺潼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朱瑾瑜 

伦教翁祐中学 胡奕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李祥荣 

伦教翁祐中学 潘越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柏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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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教翁祐中学 黄浚誉 伦教培教小学 吉妍 

伦教翁祐中学 常雅萱 伦教培教小学 韩雨曦 

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陈雪珍 伦教培教小学 黄炜杰 

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甘晓雯 伦教培教小学 刘鸿铭 

伦教北海小学 梁宇萱 伦教小学 余诗韵 

伦教北海小学 霍芯颖 伦教小学 梁心尧 

伦教北海小学 郭义 伦教小学 杜妍慧 

伦教北海小学 宗炜轩 伦教小学 白梓淇 

伦教永丰小学 吴语晴 伦教小学 李筱璐 

伦教永丰小学 陈  莹 伦教小学 范迎霞 

伦教熹涌陈佐乾纪念学校 龚珊莹   

（5）勒流街道（55人）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陈晓琪 勒流新城小学 何筱悠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李晓晴 勒流新城小学 江智怡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林语泓 勒流新城小学 陈思颖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陶钊燕 勒流勒北小学 廖子恒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叶  乐 勒流大晚小学 陈卓斌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廖韵君 勒流大晚小学 卢卓谦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秦宇杰 勒流光大小学 严婉明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韦兆轩 勒流光大小学 陈慧娴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张  睿 勒流东风小学 朱婷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唐娟萍 勒流扶闾小学 梁可彤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何  晨 勒流稔海小学 梁诗若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江伟杰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黄玉芳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索朗德吉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陈文杰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王婷婷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石坚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刘娇婧 勒流江义小学 熊浩宇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李洁滢 勒流江义小学 周政涛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向辰玺 勒流上江小学 袁嘉婷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徐紫淋 勒流上江小学 伍伟豪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黄嘉汶 勒流众涌小学 卢韵晴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李嘉柔 勒流西华小学 何冉扬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麦恺殷 勒流龙眼小学 罗雨馨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伍思陶 勒流裕源小学 梁盛祥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孔祥颖 勒流裕源小学 赵语涵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叶铁霖 勒流冲鹤小学 张丁鹏 

勒流中心小学 陈茗旸 勒流冲鹤小学 潘以晴 

勒流中心小学 陈秋榆 勒流新龙学校 黄献分 

勒流中心小学 彭诗淇 勒流新龙学校 李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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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中心小学 彭颖欣   

（6）陈村（37人） 

陈村青云初级中学 霍均裕 陈村新圩小学 李莉彤 

陈村青云初级中学 李荣臻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刘致远 

陈村青云初级中学 何韵棋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房子皓 

陈惠南纪念中学 黄思良 陈村中心小学 谭可晴 

陈惠南纪念中学 黄慧敏 陈村中心小学 卢品而 

陈惠南纪念中学 杨初静 陈村中心小学 朱焯莹 

陈惠南纪念中学 吉美萱 陈村青云小学 邓梓翔 

陈村初级中学 陈华 陈村青云小学 周楚悦 

陈村初级中学 蒋豪 陈村弼教小学 尹玺涵 

陈村初级中学 易明珠 陈村仙涌小学 叶锦龙 

陈村初级中学 区杏诗 陈村仙涌小学 潘锦滢 

陈村初级中学 殷博红 陈村石洲小学 仇贤斌 

拔萃实验学校 李明萱 陈村石洲小学 钟鸿燕 

碧桂花城学校 梁译心 陈村庄头小学 梁鸣轩 

碧桂花城学校 劳晖琦 陈村潭村小学 蒙泽誉 

碧桂花城学校 管语行 陈村潭村小学 卢子然 

陈村勒竹小学 曾煦涵 陈村大都小学 甘佩洳 

陈村南涌小学 何雨帆 陈村梁钊林纪念小学 霍婉程 

陈村新圩小学 赵婉宏   

（7）北滘（72人） 

北滘君兰中学 杨慧茵 北滘朝亮小学 宋秋林 

北滘君兰中学 甘旭 北滘林头小学 王栩峣 

北滘君兰中学 林宸宇 北滘林头小学 陈英键 

北滘君兰中学 晏圣媚 北滘林头小学 郭颖潼 

北滘君兰中学 陈欣怡 北滘广教小学 曾柠乐 

北滘君兰中学 莫越渊 北滘高村小学 伍芷岚 

北滘君兰中学 肖志远 北滘西滘小学 刘大铨 

北滘莘村中学 高家艳 北滘莘村小学 龚轩 

北滘莘村中学 肖芮 北滘马龙小学 邱盛毅 

北滘莘村中学 卢诗琴 北滘碧江小学 姚皓翔 

北滘莘村中学 冯泳仪 北滘碧江小学 王辰初 

北滘莘村中学 王皓宇 北滘坤洲小学 梁春苗 

北滘莘村中学 邓家炀 北滘西海小学 李顺飞 

北滘碧江中学 陈冠旭 北滘西海小学 李颐 

北滘碧江中学 罗钰琪 北滘西海小学 郭嘉谦 

北滘碧江中学 杨曼妮 北滘三桂小学 陈秭蓉 

北滘碧江中学 黄兰祥 北滘三桂小学 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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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滘碧江中学 何思琦 北滘群力学校 冯晟杰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欧阳祖贤 美的学校 陈骏毅 

广东碧桂园学校 何子杭 美的学校 周怿璇 

广东碧桂园学校 黄裕榕 美的学校 王艺涵 

广东碧桂园学校 邓景尹 北滘明阳学校 保泽 

碧桂园实验学校 胡钰涵 广东碧桂园学校 梁赢之 

北滘中心小学 彭筠婷 广东碧桂园学校 林禹希 

北滘中心小学 尹嘉亮 广东碧桂园学校 贡梓 

北滘中心小学 任飞翔 广东碧桂园学校 莫晋熙 

北滘中心小学 何奕翔 碧桂园实验学校 刘一可 

北滘承德小学 陈俊旭 碧桂园实验学校 罗心妤 

北滘承德小学 黄珮滢 碧桂园实验学校 孙艺宸 

北滘承德小学 李慧轩 北滘莘村中学 陈菁谊 

北滘承德小学 梁键煜 北滘莘村中学 卢泽林 

北滘承德小学 陶明鮶 北滘莘村中学 朱韵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林思洁 北滘莘村中学 邹  泽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周箐怡 北滘莘村中学 何颖潼 

北滘朝亮小学 闫慧媛 北滘莘村中学 何梓欣 

北滘朝亮小学 叶俊婷 北滘莘村中学 许佳敏 

（8）乐从（61人）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陈嘉欣 乐从东平小学 刘亦萱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梁芷言 乐从东平小学 何敏滢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莫量阳 乐从东平小学 魏涵睿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凌翠莹 沙滘小学 杨塽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谢梦怡 沙滘小学 向彦榕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肖挺 沙滘小学 朱慧珊 

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吕思颖 沙滘小学 王施淇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邓皓尹 沙滘小学 席佳俊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窦迪微 劳村小学 李碧琳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童希朗 劳村小学 邓慧莹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魏瑶 劳村小学 劳梓欣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杨航 红棉小学 霍浠怡 

乐从沙滘初级中学 钟慧恩 红棉小学 冉钰涵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王 悦 水藤小学 郑雨轩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戴熙雯 水藤小学 梁诗琪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陈羽丹 水藤小学 卓骏扬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邓日俊 罗沙小学 吴智谦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廖锦鸿 罗沙小学 吴家俊 

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 陈曦 明德小学 林力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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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从小学 付依璇 明德小学 杨清怡 

乐从小学 何俊燊 路洲小学 黎凯琳 

乐从小学 周奕晴 大闸小学 伍锐滢 

乐从小学 黄浩宇 乐从颖林水藤学校 曹钊炫 

乐从小学 马宝淇 乐从颖林水藤学校 成慧敏 

乐从小学 吴韵盈 乐从颖林水藤学校 黄小珊 

乐从小学 钟坤谕 乐从颖林水藤学校（荷村校区） 杨森婷 

乐从东平小学 刘嘉琪 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 傅钰茜 

乐从东平小学 李昊烨 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 刘瑜琛 

乐从东平小学 李芷仪 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 陈安康 

乐从东平小学 殷梓涵 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 张  敏 

乐从东平小学 朱子乐   

（8）龙江（42人）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邱腾昊 龙江旺岗小学 甘浩民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郭烨晟 龙江旺岗小学 朱芮影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王誉婷 龙江叶霖佳小学 叶子淇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杨谨毓 龙江叶霖佳小学 蔡思慧 

龙江华东小学 兰恩莛 龙江颖林学校 陈思思 

龙江华东小学 赖卓欣 龙江里海学校 谭嘉辉 

龙江华东小学 林幸琪 龙江里海学校 林泽锐 

龙江华东小学 叶俊涛 龙江左滩小学 张榕华 

龙江实验学校 肖歆蕊 龙江里海学校 张敏 

龙江实验学校 刘志轩 龙江里海学校 赵睿纯 

龙江实验学校 陈卓泓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刘集文 

龙江实验学校 马梓君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梅景雯 

龙江陈涌聚龙小学 叶朗成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熊谦 

龙江陈涌聚龙小学 赖沛祺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梁可欣 

龙江东海小学 谭宜欣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黄乐怡 

龙江官田小学 翁佳妮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陈慧燕 

龙江世埠小学 黄馨悦 龙江外国语学校 吕芝静 

龙江世埠小学 王禄权 龙江外国语学校 李溢辉 

龙江苏溪小学 喻龙 龙江外国语学校 刘诗琪 

龙江坦田小学 刘洛瑶 龙江外国语学校 翁鑫哲 

龙江坦田小学 王榆杰 龙江外国语学校 彭诚真 

（10）杏坛（41人）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何智斌 古朗小学 黄金丽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周韬 逢简小学 刘晓蕾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何宛卿 高赞小学 梁浩宇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梁凯晟 高赞小学 熊胤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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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初级中学 吴汶轩 杏坛中心小学 潘建铭 

潘祥初级中学 宋子悦 杏坛中心小学 何宇欣 

杏坛林文恩初级中学 吴凤玲 昌教小学 苏嘉和 

杏坛林文恩初级中学 文佳 昌教小学 张庭玮 

伍蒋惠芳初级中学 梁文城 昌教小学 艾育博 

杏联初级中学 黄佳玥 昌教小学 罗婉倩 

杏联初级中学 苏国旺 龙潭小学 吴紫曦 

杏联初级中学 黎芷悠 光华小学 谭靖怡 

杏联初级中学 胡乃玉 麦村小学 黄笑爽 

东村小学 李志恒 麦村小学 麦伟恒 

南华小学 宋佳艺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衡君浩 

南朗小学 钟优 右滩胡兆炽学校 蔡依琳 

桑麻小学 胡铭韬 杏坛小学 苏竞河 

桑麻小学 刘善睿 杏坛小学 邓希彤 

光辉小学 何小婧 东马宁小学 苏嘉涛 

新联小学 蒙湘宇 潘祥初级中学 吴汶轩 

古朗小学 黄金丽   

（11）均安（32人） 

均安建安中学 欧阳叶凭 均安富教小学 崔嘉丽 

均安建安中学 欧阳孔俊 均安顺峰小学 李昊龙 

均安建安中学 苏晓怡 均安顺峰小学 李诗淇 

均安建安中学 农心莹 均安顺峰小学 罗旭旸 

均安建安中学 甘子晴 均安星槎小学 陈依诺 

均安文田中学 张谢宇 均安星槎小学 刘林锐 

均安文田中学 胡芷晴 均安仓门小学 欧阳文极 

均安文田中学 梁博宇 均安仓门小学 欧阳晓蔚 

均安文田中学 吴子贝 均安新华小学 欧阳嘉懿 

均安文田中学 李湘睿 均安新华小学 吴少萱 

光正学校初中部 陈怡君 均安天连小学 王智鹏 

均安中心小学 吕方沅 均安天连小学 林金崴 

均安中心小学 黄博文 均安南沙小学 李颖瑄 

均安中心小学 李欣怡 均安南沙小学 梁梓颐 

均安中心小学 蒋颖 均安南沙小学 钟慧玲 

均安富教小学 雷紫涵 光正学校小学部 艾子皓 

5.2020-2021 学年度优秀学生干部（共 247 人） 

（1）区属学校（124人） 

顺德一中学 黄怡红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高宁谦 

顺德一中学 何昕沂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陈奕华 

顺德一中学 银  柯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何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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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一中学 翁家妍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胡译文 

顺德一中学 范珏郗 广东碧桂园学校 唐睿 

李兆基中学 张  馨 广东碧桂园学校 孙淼莹 

李兆基中学 何咏琪 广东碧桂园学校 陈诗韵 

李兆基中学 王  欣 文德学校 陈诗逸 

李兆基中学 黄嘉祺 文德学校 邓若仪 

郑裕彤中学 彭冰婷 文德学校 黄佳曦 

郑裕彤中学 黄靖仪 文德学校 冼国浩 

郑裕彤中学 梁中岳 文德学校 孙唯佳 

郑裕彤中学 陶悦然 北滘莘村中学 吴丽睛 

华侨中学 王子诺 北滘莘村中学 王诚凯 

华侨中学 严泽楚 北滘莘村中学 唐海洋 

华侨中学 宁裕霜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曹淑婷 

华侨中学 周炜妍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何梓晴 

罗定邦中学 周思培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吴世标 

罗定邦中学 余仁耀 中等专业学校 卢沅珺 

罗定邦中学 张子阳 中等专业学校 徐浩耘 

实验中学 曹稀琳 中等专业学校 陈晓霖 

实验中学 杨健熙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傅嘉俊 

实验中学 雷蕙瑜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符传光 

实验中学 邢柔欣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庞  淼 

实验中学 宁  莹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王映杏 

容山中学 岑嘉恒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冯竞乐 

容山中学 李天佑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李秋龙 

容山中学 石林欣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梁喆珩 

桂洲中学 林佩静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梁雪怡 

桂洲中学 吕兆圆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冯小燕 

桂洲中学 张婉婷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林家俐 

伦教中学 李  婧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黄诺轩 

伦教中学 邱雨彤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冯锦浩 

伦教中学 胡欣玲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吕雅婷 

北滘中学 李  妍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梁文杰 

北滘中学 梁浩飞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龙丽华 

北滘中学 陈洁杨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郭思桦 

青云中学 谷晓乐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熊定丰 

青云中学 林思宇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韦可静 

青云中学 王  雯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盘活鸣 

乐从中学 李江涛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潘培强 

乐从中学 高佳梅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江颖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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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从中学 冯烨菲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宇泰 

勒流中学 吴绮琳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肖德坤 

勒流中学 陈桂兰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周钧林 

勒流中学 王世文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梁嘉晴 

杏坛中学 何煊华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唐蕾妍 

杏坛中学 周维维 胡锦超职业技术校 郭智林 

杏坛中学 杨  娇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肖明欣 

龙江中学 李晓婷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邹舒敏 

龙江中学 雷 佳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郭溶媚 

龙江中学 李金璋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梁俊鸿 

均安中学 欧阳华盛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龙发贵 

均安中学 范锦铭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张芷淇 

均安中学 植耀嗣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吴钰敏 

国华纪念中学 张程鸥玥 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吴绵俊 

国华纪念中学 吴安琪 第一中学西南学校 王宏宇 

国华纪念中学 王远东 第一中学西南学校 李钰霞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陈欣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潘熙琳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曹杰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欧家志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陈栩俐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关乐琳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陈睿妍 启智学校 郑  文 

（2）大良街道（22人） 

凤城实验学校（初中部） 赵若玄 云路小学 罗竣基 

梁开初级中学 陈芷柔 世纪小学 黎梓泓 

梁开初级中学 苏迎亮 聚贤小学 廖晋逸 

成美初级中学 袁凯欣 聚胜小学 彭俊桦 

顺峰初级中学 陈艺丹 五沙小学 范韵婷 

养正学校初中部 陈玟希 大良顺峰小学 翁紫粤 

西山小学 辛  然 大良实验小学 温凯琳 

本原小学 陈栩欣 德胜学校小学部 刘易航 

环城小学 潘乐晞 德胜学校小学部 陈宇彤 

桂畔小学 黄晴莉 本真未来学校 廖琛华 

凤翔小学 李曼灵 养正学校小学部 胡佩琪 

（3）容桂街道（22人） 

容桂外国语学校 梁家强 容桂上佳市小学 董珈伶 

容桂容里中学 廖润杰 容桂容里小学 石静茹 

容桂文华初级中学 刘子嫚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李浩骏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皮诗茵 容桂小黄圃小学 冼炜韬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蔡清怡 容桂容边小学 何文昊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梁灵敏 容桂高黎小学 廖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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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杨乐儿 容桂小学 时子舒 

容桂实验学校 钟  欣 容桂容山小学 王艺宁 

容桂城西小学 杨倩雯 容桂瑞英小学 黄诗皓 

容桂振华小学 梁雅瑶 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蒙夏欣 

容桂泰安小学 冯铭悦 容桂南区小学 吕幸燕 

（4）伦教街道（10人） 

伦教北海小学 黄乐炀 伦教培教小学 左雨潼 

伦教熹涌陈佐乾纪念学校 农怡静 伦教小学 李佳鑫 

荔村小学 翁源曼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邹创太 

三洲学校 罗毅洋 周君令初级中学 牟  佳 

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巫雅桐 伦教翁祐中学 何  滟 

（5）勒流街道（11人）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邱超铧 勒流新城小学 刘楚文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张骏萱 勒流江义小学 冯玉龙昕 

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徐千琳 勒流光大小学 冯绮漩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曾琬茵 勒流稔海小学 袁嘉蓉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何柳溶 勒流冲鹤小学 张凯澄 

勒流中心小学 梁梓琳   

（6）陈村（8人） 

陈村青云初级中学 陈仕标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刘栩铟 

陈惠南纪念中学 贾婉星 陈村中心小学 郭海莹 

陈村初级中学 林  浩 陈村石洲小学 黄钎韵 

陈村新圩小学 张金龙 陈村梁钊林纪念小学 付卓帆 

（7）北滘（14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林俊熹 美的学校 陈昭延 

北滘碧江中学 罗陈柳 北滘林头小学 黄敏 

广东碧桂园学校 黎历扬 北滘广教小学 付佳欣 

北滘君兰中学 黄磊川 北滘西海小学 苏天睿 

北滘莘村中学 冯楚恩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王妙贤 

北滘碧江小学 鲜雅馨 碧桂园实验学校 杜卓毅 

北滘三桂小学 王舒瑶 北滘朝亮小学 龙有婷 

（8）乐从（12人） 

大墩初级中学 李荣东 劳村小学 黎思琦 

沙滘初级中学 孔祎婷 红棉小学 陈艺仁 

桂凤初级中学 黎宇程 水藤小学 邓焯蓝 

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 李苠熙 罗沙小学 黎靖妍 

乐从小学 凡靖琪 明德小学 张明月 

乐从东平小学 吴灏轩 路洲小学 陈雨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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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龙江（9人） 

龙江陈涌聚龙小学 程儒烽 龙江颖林学校 蒋一凡 

龙江苏溪小学 梁建新 龙江外国语学校 王  楠 

龙江世埠小学 李佳璐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卢思婷 

龙江坦田小学 邓健昊 龙江里海学校 鲁帜扬 

龙江叶霖佳小学 张芮嘉   

（10）杏坛（9人）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盘程越 龙潭小学 康誉轩 

杏坛林文恩初级中学 梁利雯 昌教小学 江芮憬 

伍蒋惠芳初级中学 严嘉莹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冯铭诗 

古朗小学 袁铭恩 右滩胡兆炽学校 陈诗舒 

逢简小学 刘乐欣   

（11）均安（6人） 

建安中学 李  浩 均安顺峰小学 何卓航 

文田中学 胡乘僖 天连小学 张柏业 

均安中心小学 詹倪宇蕊 光正学校小学部 朱楚儿 

6.学生竞赛奖 

（1）荣获国家一等奖或第一名、二等奖或第二名、金奖或银奖、省级竞赛一等奖或第一名（体育类

第一至第三名）、授予“教育基金会优秀学生金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梁荣浩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世

界选拔赛珠宝加工 
金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王坤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养老服务

技能比赛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罗伟锭、叶少丽、

黄文瑞、欧阳国

锋、陈艾、李灼宏、

梁世杰、沈宇添、

陈希颖、梁美彤、

林晓彤、何润东、

梁水 

 

“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赛银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伍伟烨、郭豫钏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王博霖、李少义、

蓝海涛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潘悦霖、杨嘉琪、

林博扬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杨燕妍、林子华、

曾伟浩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Web应用软件开发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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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黄维健、罗永津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区块链技术应用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梁盛发、谭宝怡、

陈欣健、杨智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市场营销技能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张丹、黄晓璇 、

钟眉、陈秋盈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互联网金融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彭舒怡、陈佳玲、

邱雪熳、柯静敏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陈敏、许雪容、 

黄楚珊、陈嘉玫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陈小东、梁均毅、

邬志炜、严智霖、

李嘉均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烹饪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黄婧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导游服务 
一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黄凤萍、梁水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一等奖 

勒流中学 曹辉泽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 第一名 

勒流中学 文海涛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 第一名 

勒流中学 罗锦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 第二名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郑海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跳绳比赛 第二名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查婷婷、潘芝语 

韦正富、王梦婷 

欧婷婷、陈嘉琪 

程世轩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跳绳比赛 第二名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肖琪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女子组

4*30秒交互绳接力 
第三名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何嘉敏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女子组

4*30秒交互绳接力 
第三名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罗艳琼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女子组

4*30秒交互绳接力 
第三名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林雨欣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女子组

4*30秒交互绳接力 
第三名 

容桂四基小学 吴华俊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男子

3分钟单摇跳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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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墩初级中学 

符翔、黎梓洋、 

陈鸿林、李泳霖 

邓浩贤、胡嘉兴 

吴湘、杨媛、 

陈思环、熊咏诗 

黄敏晴、黄馨豫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联赛（总决赛）

团体总分 

 

 

第一名 

勒流东风小学 查彤彤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 

女子 3分钟单摇跳） 
第二名 

勒流东风小学 陶梓琳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乙组 

女子 30秒单摇跳） 
第二名 

 

勒流东风小学 

 

吕海敏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乙组 

女子 3分钟单摇跳） 

 

第一名 

勒流东风小学 

陶梓琳、陈冬盈 

陈嘉欣、杨宇柔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乙组 

女子组 4×30秒单摇接力） 
第二名 

顺德一中 王培懿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冬季游泳锦标赛 第一名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彭智立、陈英烨  

麦梓晴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车轮

跳基础套路 
第三名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伍广湘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男子

组 4*30秒单摇接力 
第一名 

顺德一中 毕姝宁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顺德一中 宋华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顺德一中 陈佳璐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顺德一中 潘佳玉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顺德一中 陈星彤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顺德一中 李姗姗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顺德一中 皇甫琪月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顺德一中 王祥萍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顺德一中 张馨月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顺德一中 刘杰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蔡俊煜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三人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丁家伟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三人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肖鸿志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三人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耀辉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三人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勒流中学 任驿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一名 

勒流中学 刘蕊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一名 

勒流中学 郑康源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郑裕彤中学 潘晓灵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甲组

自选枪术第一名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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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罗心雨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张欢欢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梁舒锐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陆清妮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龙蕊怡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陈翠莹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郭秀萍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龚佩萍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王乐仪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欧阳惠铭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罗敏瑶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欧阳嘉滢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一名 

郑裕彤中学 梁颖诗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冠军赛女子甲组铅球

决赛第一名 
第一名 

勒流中学 潘耀辉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一名 

勒流中学 黄凯馨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一名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少瑶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冯小燕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李春庆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李嘉良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李梓壕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麦俊然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朱浩升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勒流中学 岑海林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勒流中学 江美莹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勒流中学 陈沛宁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二名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徐励晨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男子棍术 第一名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李志豪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男子南刀 第三名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卢奇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男子长拳 第三名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陈婉懿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丙组

自选剑术 
第一名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彭伊静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剑术 第二名 

勒流西华小学 

吴雨恩、余雯靖  

唐爽、易宗冲  

黄奕满 

 

第 15届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优秀学

生作品小学组 
一等奖 

李兆基中学 
梁敏玲、彭佳怡 

陈思颖 
第 35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胡恩馨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吴卓威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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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金晓晴、潘羿妤 

庞舒畅、卢文晞 

谌怡睿、赖姝洁 

何子珊、谢欣潼 

丰帆 

 

 

 

广东省学生啦啦操爵士规定动作一级 

 

 

第一名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邱文浩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季军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何晓玲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季军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陈剑鹏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混双亚军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郭嘉镟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混双亚军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甄文扬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第六名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彭梓莹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刘先芝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双打第七名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邓懿雯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双打第七名 一等奖 

北滘莘村中学 冯程奕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乙组男子 第一名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蔡嘉铭 
广东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全国学运会中学组

田径项目选拔赛男子甲组 400米 
第一名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何天 
广东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暨全国学运会中学组

田径项目选拔赛男子乙组标枪 
第二名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吕泊媛、马佳琪 

卓倚欣、丁栩琳 

赖佳、钰曹安琪 

何林键、李穗希  

杜铉晴、严梓宁 

梁梓琦、梁凯琳 

李钰滢 

 

广东省中学生自选爵士舞蹈啦啦操 第三名 

北滘莘村中学 郑嘉文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甲组男子双打 第三名 

北滘莘村中学 李俊均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甲组男子双打 第三名 

北滘莘村中学 谢信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乙组混合双打 第二名 

北滘莘村中学 周佩怡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乙组混合双打 第二名 

顺德一中 

张礼上、熊轩、 

梁家华、张振韬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省级复赛) 二等奖 

顺德一中 梁珏鸣 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 二等奖 

顺德一中 李湘菲 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 二等奖 

顺德一中 陈凯阳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一等奖 

顺德一中 潘文颖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二等奖 

顺德一中 廖松茂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二等奖 

顺德一中 朱凯文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二等奖 

顺德一中 胡子韬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二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吴宇森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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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一中 尤楚茗 “外研社杯”全国中小学外语素养大赛 二等奖 

杏联初级中学 陈振宗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机器人 

竞技项目 

创新之星

一等奖 

沙滘小学、美的学校 陈君豪、曹傲安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人工智能

项目 

创新之星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叶耀民、邵梓豪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人工智能

项目 

创新之星

一等奖 

容桂小学 冯梓欢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创客制作

项目 

创新之星

一等奖 

碧桂花城学校、伦教培教

小学 
张慧琪、陈思宇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创客制作

项目 

交流奖 

二等奖 

勒流大晚小学 龚圣杰、陈政翰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交流奖 

二等奖 

 

高赞小学 

 

梁舒琳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交流奖 

二等奖 

世纪小学 高晓茹、王紫立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子板报

项目 

交流奖 

二等奖 

右滩胡兆炽学校 黄慈铭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子板报

项目 

交流奖 

二等奖 

广东碧桂园学校 凌伊捷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 

乐从小学 

王瑾一、刘丰齐、 

公冶令平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林华机、聂碧延、 

莫非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勒流西华小学 

吴雨恩、余雯婧、 

唐爽、易宗冲、 

黄奕满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勒流裕源小学 

柴立杭、杨紫、 

蔡秋盈、莫卓朋、 

张朝添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李磐宇、柴羽泽、 

梁晋熙、刘新谅、 

廖俊源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西山小学 

黄亦可、柯向阳、 

梁嘉俊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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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许芯悦、余乐桐、 

李沚珊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星槎小学 陈依诺、欧阳君柔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陈雯静、陈天睿、 

钟雍晴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一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胡可欣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北滘碧江小学 苏靖雯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北滘朝亮小学 唐余馨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西海小学 邓佩琪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美的学校 覃子芸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本真未来学校 周绪妍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陈村南涌小学 苏爱瞳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林林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东马宁小学 何智妍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乐从东平小学 伍启乐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劳村小学 曾裔航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均安顺峰小学 莫华茜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新华小学 欧阳梓泳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勒流冲鹤小学 唐紫蕾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勒流中心小学 熊巍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龙江官田小学 匡子萱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龙江坦田小学 李可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龙江旺岗小学 陈鹤彰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容桂小学 李楷惜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容桂扁滘小学 吕通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容桂容边小学 陈秋宇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容桂容里小学 蒋子勤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容桂泰安小学 谢采妍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容桂小黄圃小学 梁梓珺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郑桦皓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北滘莘村中学 黎嘉栩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晏荟琳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孔瑗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建安初级中学 林伊晴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光正实验学校 管明轩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何梓昕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一等奖 

龙江华东小学 李龙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特等奖 

陈村初级中学 林亚谨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特等奖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贺继民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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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教小学 梁锦雄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胡恩馨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吴卓威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均安天连小学 

均安中心小学 
朱梓杭、何梓萌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客制作项目 
一等奖 

建安初级中学 

建安初级中学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欧阳俊熙、 

欧典松、曾庆瑞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客制作项目 
一等奖 

李介甫小学、 

鉴海小学 
方雁铭、梁宸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人工智能应用项目 
一等奖 

大墩初级中学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张浩轩、汤宁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人工智能应用项目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黄卓希、 

张睿轩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人工智能应用项目 
一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梁麟、黄振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技能项目 

 

一等奖 

杏联初级中学 骆俊发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全能挑战项目 
一等奖 

杏联初级中学 陈振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全能挑战项目 
一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卢山、麦昊柏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机器人足球项目 
一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邓睿智、潘尚俊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机器人足球项目 
一等奖 

杏坛林文恩初级中学 何铭津、林锦泽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机器人篮球项目 
一等奖 

杏坛林文恩初级中学 苏文昊、吴嘉轩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机器人篮球项目 
一等奖 

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何文曦、蓝天骏、 

谭子成、欧阳雅咏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人机协同表演项目 
一等奖 

李兆基中学 刘蔚东、梁颖轩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进阶项目 
一等奖 

罗定邦中学 黄裕锋、易子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挑战项目 
一等奖 

罗定邦中学 陈钊贤、岳玥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挑战项目 
一等奖 

昌教小学 谢颂颖、曾渝洲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技能项目 
一等奖 

世纪小学 廉翔、陈思泓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进阶项目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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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小学 方晏然、吴建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进阶项目 
一等奖 

广东省乐从东平小学 曾正毅、曾正鹏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挑战项目 
一等奖 

世纪小学 老峻壕、陈辰曦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编程闯关项目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岑享健、李沐泽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智能物管大师项目 
一等奖 

北滘中心小学 梁炜钊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机器人足球项目 
一等奖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曾钰洁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林泽钊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成美初级中学 

 

李晓雨、李嘉轩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罗郑、陈子序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一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董淳、周雅晴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一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张帅帅、梁桐菲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一等奖 

建安初级中学 
欧阳紫盈、 

欧阳芷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一等奖 

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许馨菲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董滢、鲜湘婷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张梓儿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黄敏仪、杨东子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成美初级中学 陈溥友、覃泳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凤城实验学校 邹远志、巫磐晔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京师励耘实验学校 黄绮婷、李善欣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雪婷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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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梁深煬、李桂任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覃秀妮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黄锦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一等奖 

顺德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李丽果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梁康铧、吴子霆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陈宏杰、卢俊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熊雅婷、黎彦妤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一等奖 

北滘高村小学 温嘉祺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古朗小学 陈麦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本原小学 江昊、胡艺泓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一等奖 

昌教小学 苏晓铜、苏晓泽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光华小学 刘敏、姚雨欣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南朗小学 杨硕、黄惠敏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高赞小学 曾瑞琪、莫静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扶英琪、尤越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容桂振华小学 杨锐庭、阮皓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一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梁津铭、刘博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新联小学 谢绍祥、张艺蓝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麦村小学 麦海晴、龚潇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麦村小学 胡伟纳、蒲天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桑麻小学 曾丽霞、田柳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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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坛中心小学 姚烨棋 、雷歆瑶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张政、王浚皓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一等奖 

高赞小学 莫静诗、曾瑞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北滘高村小学 王启杰、何彬炀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一等奖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卢彦臻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新应用开发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吴锦辉、汪才广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新应用开发项目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章欢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一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蔡仕进、周圆媛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一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陈婉柔、陈徐亮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一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谭天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一等奖 

古朗小学 谭嘉业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项目 
一等奖 

勒流新城小学 麦志健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项目 
一等奖 

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周圆媛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项目 
一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刘雅婷、刘梓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项目 
一等奖 

北滘教育局 周海涛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三维创意仿真项目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邓宇航、刘闯、 

叶伟炫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虚拟现

实（VR）制作与应用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冼咏聪、廖景辉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机器人技

术应用比赛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农玉华、李炫志、

杨泽桐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数控

综合应用技术赛项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任贺贵、陈志斌、

戴震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潘展鹏、胡晨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网络搭建与应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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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立游、林焕然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机电一体

化设备组装与调试比赛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罗道欢、李洪川、

梁梓华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数控综合应用技

术赛项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文家威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产品设计与

创客实践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王家悦、熊美欣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组）“建筑装饰技能”项目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刘奇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组）焊接技术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王家悦、周境洋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组）“建筑装饰技能”项目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卢炜东、唐安宇、

云小明、李平锋 

 

2020-2021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工程测量”项目 
一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江俊轩、 

欧阳浩源、 

黄正阳、郝俊翔 

 

2020-2021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工程测量”项目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仇骏杰、赵智杰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刘文东、杨钟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伍达、周卓枫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程静、薛琪、 

姚欣甜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倪载湘、陈州东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杨钟、刘文东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伍达、郝青磊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姚欣甜、陈晓淋、

冯益升、黄莉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焦裕林、孔嘉欣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组）英语通用职业技能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蔡泽灏、梁栋、张

敏琳、许慧静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沙盘模拟企业经营项目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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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叶金承、林玮麟、

吴锦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郑子杰、汪才广、

丁轶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张兆炜、魏杰辛、

刘子烽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邓思颖、孙诗雅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会计技能项目 
一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孔嘉欣、余赛虎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英语通用技能项目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黄嘉亮、麦家福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谢永固、陈纪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兰思维、覃耀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梁嘉贤、刘家豪、

陈俪文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蔡豪林、唐鑫峰、

雷铭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何致恒、刘毅鹏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梁嘉贤、刘家豪、

张永乐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俪文、唐鑫峰、

蔡豪林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吴森南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何书焕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广告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霍美言、梁立澎、

莫庆婷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动漫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张丘华、梁城暨、

梁晓豪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Web前端开发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蒙鹏源、钟锐成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AI机器智能综合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叶婉蓥、王明伟、

任鑫龙、林亦菲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电子商务技术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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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杨婉棋、何洁诗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英语通用职业技能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陈康杰、邓飞龙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梁梓谦、伍子豪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网络空间安全 
一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阴雪玲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广告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冯森、黄超良、 

黄国威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动漫设计与制作赛项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吴林桂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洪志江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车身修复 

（涂装） 
一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吴林桂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电路装

调及应用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立游、林焕然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赛项

（中职组）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黄敏、唐羽欣、 

孔冬连、王聃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沙盘

模拟经营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吴建辉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工业

产品设计 
一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梁炜莉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短视

频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季莹 

2020-2021学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模特表演-平面模特展示赛项（中

职组） 

一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朱瑜婷、傅嘉俊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

业分析检验项目（中职组）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刘嘉辉、杨康成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机器人技术应用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李浩然、郭焯健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张国梁、聂世平、

胡家满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吕劲辉、李志勇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覃秀妮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广告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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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周莹莹、张佳琪、

万雯娜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动漫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黄铭健、卓一政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低空无人机技能与应用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李秋贺、潘彦俊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低空无人机技能与应用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辛俊毅、何俊彪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宋小均、汪宇寒、

罗德帅、林德铖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烹饪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梁德平、韦胜根 、

杜赛飞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机器人技术应用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潘晓云、黄星毅、 

霍境林、黄艳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烹饪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李志勇、林志杰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零部件测绘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胡志津、林君浩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无人机应用技能与创新 
一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何绍基、檀业锴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一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何皓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中职组）短视频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杨心渝、区展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酒店服

务项目 
一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郭垲晴、梁嘉琦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3D打印

项目 
一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杨心渝、罗欣婷 2021.03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酒店服务项 一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吴昌煜、冼卓恒 2021.04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3D打印项目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农玉华、李炫志、

杨泽桐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技

能竞赛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文家威、黄昌琪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技

能竞赛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杨庆华、吴清程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技

能竞赛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陈健、廖雯倩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技

能竞赛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石沂岭、赵晶晶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技

能竞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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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林显森、李明宇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杨庆华、吴清程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模具制造技术·注塑模 
一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梁荣浩 2020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选拔赛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胡铭桦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挍学生技能大赛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张亿辉、潘明强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挍学生技能大赛

酒店服务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梁天福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机

电维修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陈隽平、王纳川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能源

汽车检测与维修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熊伟浩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车

身修复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石宇杰、陈隽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梁天福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机电维修

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李宗林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车身涂装（涂

漆）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胡铭桦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赛

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张亿辉、黄鼎君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酒店服务赛项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潘明强、李珊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

专业技能竞赛（中职组）酒店服务赛项 
一等奖 

 

（2）荣获国家三等奖或第三名、省级竞赛银奖、二等奖或第二名（体育类第四至第八名）、授予“教

育基金会优秀学生银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方国墁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网络系统管理赛项

国赛 
三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其鹏、陈艾、

梁诗婷、许李湘、

陈寅广、黄翠、

谭进生 

 

“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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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罗伟锭、叶少丽、

梁世杰、沈宇添、

欧阳国锋、陈艾、

李灼宏、陈希颖、

黄文瑞、梁美彤 

 

 

 

“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泳怡、罗伟锭、

龙俞任、叶少丽、

谭文俊、林晓彤、

何润东、周凤华、

王淳琳、梁世杰、

高仕旭、梁水、

王纪祥、雷舒婷 

 

“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黎冰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跳绳比赛  第四名 

勒流中学 冯彩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 第四名 

勒流中学 邹怀瑞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 第六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何景俊、杨漂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吴铭泉、叶大炜、

黎裔鉴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汽车检测与维修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杰海、魏嘉玲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服务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黄梓峰、肖洁莹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服务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富鸿、朱志彬、

江浩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杨冠豪、林嘉焕、

严嘉弘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计算机网络应用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辛铭峰、蓝江鑫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4G全网建设技术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邓健奋、张佳强、

陈晓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莫天俊、黄泳淳、

陈文龙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HTML5交互融媒体内容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伍振源、林志强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低空无人机技能与应用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林鋆、陈嘉仪、

龙文文、张嘉茹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会计技能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黄秋莹、陈梓芳、

黄纪璇、黎汇桢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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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吴泽康、朱楚珊、

胡家昕、赖志滔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智慧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施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陈蕴琪、程泽娜、

陈少宜、罗金霜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财务管理技能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简蕴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英语口语-非英语专业组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江丽玉、刘晓玲、

卢婕、丘思怡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秘书职业技能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张金兰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艺术插花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郑苗玲、卓雪玲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陈海明、邓振宇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工业分析与检验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仕旭、王淳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工业分析与检验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姚越、杨潆禧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水处理 
二等奖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李柏杰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男子 30

秒单摇跳 
第四名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陆睿博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男子组

4*30秒交互绳接力 
第六名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吴雄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男子组

4*30秒交互绳接力 
第六名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谭永培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男子组

4*30秒交互式接力 
第六名 

容桂四基小学 岑昊佳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 3分

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五名 

容桂四基小学 林胤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 3分

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五名 

容桂四基小学 余金炬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 3分

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五名 

容桂四基小学 张予乐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 3分

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五名 

容桂四基小学 叶艺敏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 3分

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五名 

容桂四基小学 梁嘉燕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 3分

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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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桂四基小学 胡芷由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 3分

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五名 

容桂四基小学 周琪琪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 3分

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五名 

容桂四基小学 黄林清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 3分

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八名 

容桂四基小学 梁梓顺 
2020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小学甲组男子 3

分钟单摇跳 
第五名 

北滘中学 张佩莹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肖紫薇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

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洪美欣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罗凯琪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彭婷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郭婉霞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梁悦仪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潘丽梅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郑少芬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徐晓晴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廖晟锐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黎芷珊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北滘中学 成思颖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中职组）全省总决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陈睿琳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陈思甜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梁芷嘉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刘惠敏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杨景宜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梁青霞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陈以欣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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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龙眼小学 黄梦岚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林欣莹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沈嘉焕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温佳莉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杨乐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龙眼小学 杨旺桥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第八名 

大良西山小学 

蔡欣桦、邓晓霖 

林子淳、陈家如 

黄婧妡、薛婷尹 

赖怡静、吴雅婷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获有氧健身操（舞）

自选动作徒手健身操舞小学甲组第八名 
第八名 

大良西山小学 

冯予程、何泳仪 

黄玥华、林雅璘 

苏韵涵、吴玟霏 

关海晴、梁贝怡 

汤小誉 

 

2020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获有氧健身操（舞）

自选动作徒手健身操舞小学乙组第五名 
第五名 

 

 

 

顺德养正学校 

 

 

陈纪希、陈煜婷 

刘筱雨、李怡静 

谢一文、许宸瑞 

黎茵琪、胡沅桐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健美操啦啦操联赛 

（总决赛）初中组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第七名 

顺德养正学校 

蔡嘉敏、陈纪希、

陈煜婷、雷庭钰、

刘筱雨、李怡静、

谢一文、许宸瑞、

黎茵琪、胡沅桐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健美操啦啦操联赛 

（总决赛）初中组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第四名 

勒流东风小学 苏沛轩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小学甲组 男子 3分钟单摇跳） 
第四名 

勒流东风小学 杨鸿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小学甲组 男子 3分钟单摇跳） 
第六名 

勒流东风小学 李伟浩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小学甲组 男子 4×30秒交互绳接力） 
第七名 

勒流东风小学 
杨鸿、黄柏龙、 

梁保钰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小学甲组 男子组 4×30秒单摇接力） 
第七名 

勒流东风小学 曾梦婷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小学甲组 女子 30秒单摇跳） 
第四名 

勒流东风小学 朱婷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小学甲组 女子 3分钟单摇跳）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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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东风小学 

韦彪、叶从峰、

王嘉豪、吴秋、

伍炜浩、伍炜瀚 

梁心怡、冼礼松 

杨宇恩、林有彬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小学乙组 3分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五名 

勒流东风小学 麦梓涛、杨宇柔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小学乙组 混合 60秒交互绳单摇跳） 
第五名 

勒流东风小学 李圣键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小学乙组 男子 3分钟单摇跳） 
第五名 

勒流东风小学 李福锋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小学乙组 男子组 4×30秒单摇接力） 
第六名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廖健俊、吴雄浩 

伍培铭、王宏彬 

梁保焕、黎廷毫 

冯庆彬、向涛  

廖俊杰、袁奇美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 3分钟

10人长绳 8字跳 
第四名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彭智立、陈嘉文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初中组个人绳

规定套路二级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梁文爽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李胜森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阮子健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吴家轩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伍成辉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陈增德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冯潮达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伍子楠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李胜林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李昱鸿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麦亦希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黎健朗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顺德李兆基中学 龚扬琛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冠军赛 第五名 

顺德李兆基中学 王恒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冠军赛 第五名 

顺德一中 邓添发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甲组标枪 

决赛 
第五名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卢诚谦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水球俱乐部联赛（第一站 第七名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吴骏熙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水球俱乐部联赛（第一站） 第七名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林洁诗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水球俱乐部联赛（第一站） 第七名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张俊杰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水球俱乐部联赛（第一站） 第七名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梁孝宏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水球俱乐部联赛（第一站） 第七名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梁骏禧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水球俱乐部联赛（第一站） 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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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邓明善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水球俱乐部联赛（第一站）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郭梓俊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陈晓航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龚伟生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郭兆袁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安梓豪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罗文杰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梁柏涛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陈家柏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梁延羲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谢世耀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刘俊宇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杨骏业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第八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肖鸿鹏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职组） 第六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家轩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职组） 第六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振宇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职组） 第六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何致贤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职组） 第六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霍明炜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职组） 第六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林志豪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职组） 第六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薛浩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职组） 第六名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杨华盛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职组） 第六名 

郑裕彤中学 尹国峰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冠军赛男子甲组 1500米

决赛 
第七名 

郑裕彤中学 周颖恩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冠军赛女子甲组标枪 

决赛 
第五名 

勒流中学 陈宇婷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四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麦乾斌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五名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宇杨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第七名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李志辉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男子长拳 第四名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黄小艳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南刀 第四名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黄梓婷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南拳 第四名 

郑裕彤中学 严岚 
2021年全国学运会田径项目选拔赛女子中学组七

项全能 
第八名 

郑裕彤中学 庞嘉琪 
2021年全国学运会田径项目选拔赛女子中学组七

项全能 
第七名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次仁卓玛  

次顿珠  

旦增达维 

第 15届广东省青少年调查体验活动-优秀学生创

客作品中学组 
二等奖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候敏怡、杜嘉源  

王皓 

第 15届广东省青少年调查体验活动-优秀学生创

客作品中学组 
二等奖 

容桂容里小学 钟斯敏 第十二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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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基中学 缪臆淘、何浩荧、

吴卓伦 

第十届广东省青少年科学影像节 三等奖 

育贤小学 
莫可恒  

叶子涵 
第十一届广东省青少年科学影像节 二等奖 

容桂红旗小学 
杨准林、杜梓铵 

龚政源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儿童组男子三人赛 第七名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何杰华、梁培彬 

黄德权、梁至恒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四名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何杰华、谢钩贤 

陈进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五名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杨泳金、林依晴 

曾毅坪、罗翠燕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七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张榕芝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五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丘双菲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五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杨思棋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五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陈嘉豪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六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张栩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六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叶浩然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六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卢珈仪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五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梁秋怡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五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邓海燕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五名 

容桂外国语学校 李涵湘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 第五名 

新华小学 陈垲荣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数民族组女子 

三人赛 
第六名 

新华小学 刘小蓉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数民族组女子 

三人赛 
第六名 

新华小学 欧阳晓贤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数民族组女子 

三人赛 
第六名 

新华小学 吴蝶依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数民族组女子 

三人赛 
第六名 

新华小学 朱梦莹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数民族组女子 

三人赛 
第六名 

新华小学 张庆源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数民族组女子 

三人赛 
第八名 

新华小学 陈振耀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年组男子三人赛 第七名 

新华小学 蒋志雄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年组男子三人赛 第七名 

新华小学 韦杰献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年组男子三人赛 第七名 

新华小学 先达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年组男子三人赛 第七名 

新华小学 谢柱荣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年组男子三人赛 第七名 

新华小学 朱志林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年组男子三人赛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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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小学 欧阳恺瑶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年组女子三人赛 第八名 

新华小学 欧阳芷芊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年组女子三人赛 第八名 

新华小学 杨淳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年组女子三人赛 第八名 

顺德德胜学校 

吕泊媛、马佳琪 

卓倚欣、丁栩琳 

赖佳钰、曹安琪  

王婕、周乐、 

杨奕敏、胡睿敏 

严梓宁、李穗希 

 

广东省学生啦啦操综合街舞风格大齐舞 第八名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林惠熔 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联赛 第五名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黄晨俊 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联赛 第七名 

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张传宇 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联赛 第八名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叶颖芝 
获得 2020年广东省“中国体育彩票”青少年篮球

锦标赛乙组女子 
第六名 

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刘璇 
获得 2020年广东省“中国体育彩票”青少年篮球

锦标赛乙组女子 
第六名 

容桂红旗小学 

何秋仪、黄宇晴 

杨嘉琪、杨悠晴 

李至晴、陈杰莹 

 

广东省第十三届毽球锦标赛少数民族组女子 

三人赛 
第七名 

莘村中学 邵子彬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乙组男子双打第六名 第六名 

莘村中学 杨汝锵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乙组男子双打第六名 第六名 

莘村中学 黄海莹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乙组女子双打第八名 第八名 

莘村中学 阮子君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乙组女子双打第八名 第八名 

莘村中学 李孜惟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乙组女子双打第七名 第七名 

莘村中学 李敏铧 广东省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乙组女子双打第七名 第八名 

顺德一中学 

杜英杰、林祥钦、

邓伟键、盛鑫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曾至耕、吴宇森、

孔瑞飞、刘志超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李兆基中学 苏子菲、舒俊仡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潘思甜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严怡果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实验中学 李顶钦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王晓梅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余根熔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李蓁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崔景竣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顺德一中 谢沛锵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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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坛中学 黄德顺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复赛) 三等奖 

容桂城西小学 黄华董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环城小学 冯颖瑶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陈欣彤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龙江华东小学 林子熙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熊雅婷、梁焕妍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尤越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光华小学 吴子睿、梁倩怡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雷桃樱、田冰阳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广东省龙江旺岗小学 刘恩琪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曾晓晴、文怀宽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广东省龙江旺岗小学 左晓薇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杏坛小学 罗盛雄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广东省龙江旺岗小学 黄嘉妍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容桂振华小学 阮皓翰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黎彦妤、冯筠祐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龙江旺岗小学 张成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黄新熙、陈薏如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本原小学 胡艺泓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光辉小学 崔欣蕾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碧江小学 苏梓琪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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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新城小学 李佳微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杏坛小学 林泽楷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昌教小学 黎欣娜、谭嘉豪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欧芷羽、黎心怡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容桂实验学校 罗子茜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陈梓琦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陆春凤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广东省陈村初级中学 何泳培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李紫洋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邓清怡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徐淑棋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容桂实验学校 胡卓盈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绘画 

（“和教育”专项） 
三等奖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陈思一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罗郑、陈子序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佛山市顺德养正学校 朱文滔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广东省梁开初级中学 沈彩晴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广东省陈村初级中学 唐彬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陈熙翘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董淳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杨静鹏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杨欣琪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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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开初级中学 黄嘉楠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动画 

（“和教育”手机动漫）项目 
三等奖 

北滘朝亮小学 叶俊婷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二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梁键煜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二等奖 

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李雨霏、昂启哲、

邹佳宜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阳晨熙、谭汉堃、

袁也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秦梓敖、李鑫华、

王鸿鹭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大良实验小学 
陈柏江、周梓轩、

张瑞娉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张晓玮、梁楚信、

林华机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向安琪、吴心怡、

温珊珊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勒流裕源小学 
张彬悦、陈心仪、

胡思羽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勒流裕源小学 

 

黎志聪、张子涵、

周建济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刘鸿铭、陈俊廷、

卢宝森、叶明轩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刘新谅、廖俊源、

李磐宇、柴羽泽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杨洋、钟朗烨、

赖奕深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洪睿祺、凌晓颖、

黎朔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卢宝森、刘鸿铭、

陈俊廷、叶明轩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容桂南环小学 

程雅静、陈铭源、

聂熙瑜、陈晞冉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容桂南环小学 
何毅、程朗、 

郭宇圳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小学部） 

戴琪馨、郭知行、

袁乐晴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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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实验学校 
华志睿、苏楷迅、

陈泽宇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龙江坦田小学 刘上贤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容桂南环小学 伍宸睿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李钰雯、黄镜睿、

何善蓉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江义初级中学 

次仁卓玛、 

次顿珠、 

旦增达维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江义初级中学 
候敏怡、杜嘉源、

王皓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吴芷晴、黎冬珠、

苏嘉榆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二等奖 

红棉小学 赖余倩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新联小学 冯熙岚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德胜学校（小学部） 傅彦博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本原小学 张云烨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鉴海小学 揭文婷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逢沙小学 幸雯婧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桂畔小学 黄婉婷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李介甫小学 周梓涛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红岗小学 赵知艺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南环小学 林浚健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容里小学 张语诺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容里小学 严可心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容边小学 李晓露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容边小学 罗焕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容山小学 周芋蓉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龙江官田小学 陈琼艳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龙江华东小学 何瑶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龙江叶霖佳小学 熊俊豪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龙江苏溪小学 周金杰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乐从罗沙小学 梁浩稀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乐从罗沙小学 夏梓焱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乐从东平小学 刘远诚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北滘朝亮小学 钟明晓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北滘中心小学 马靖妍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北滘三桂小学 肖静雯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梁少盈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康迅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勒流中心小学 马宇轩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勒流扶闾小学 苏晴晴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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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伍伟滔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勒流江义小学 周政涛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勒流稔海小学 岳佳欣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梁雪儿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南沙小学 黄燕凤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星槎小学 李颖薇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龚钰涵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文华初级中学 杨月清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陈夏宇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毕晋源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霍燕婷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陈村青云初级中学 何韵棋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朱雨晴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成美初级中学 谢闽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建安初级中学 杨露欣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陈思潼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龙江里海学校 余子瑶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伦教汇贤实验学校 方佳颖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北滘碧江中学 许天宇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拔萃实验学校 莫铭 第十三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 二等奖 

容桂容山小学 吴俊霞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陈梓祎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实验中学 叶梓鹏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容桂容里小学 钟斯敏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国华纪念中学 刘泉钦 第十二届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二等奖 

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邓翼风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客制作项目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伦教翁祐中学 

曾浩宇、周梓晋、

成非凡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客制作项目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教育发展中心 
李昀键、何佰潮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客制作项目 
二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梁凯晟、朱威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技能项目 
二等奖 

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刘顺添、朱俊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进阶项目 
二等奖 

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赵芮、莫思婷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挑战项目 
二等奖 

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胡惠骏、黄煜城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陆空智能协同项目 
二等奖 

北滘君兰中学 

梁寺轩、黄磊川、

郑宇鸣、李俊龙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FLL挑战项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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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开初级中学 

陈冠霖、杨雨、 

杨宇行、余九诺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FLL挑战项目 
二等奖 

李兆基中学 刘规华、江振伟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进阶项目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

部 
黄逸朗、袁旭泽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轮式挑战项目 
二等奖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

部 
苏葳、李昊天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智能物管大师项目 
二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何子洋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机器人足球项目 
二等奖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谭伟锋、陈浩轩、

吕至銮、孔德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工程技能项目 
二等奖 

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吴子龙、黄昊、

董隆威、郭烨晟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工程技能项目 
二等奖 

北滘林头小学 

张耘博、张文博、

周子皓、覃鑫华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工程挑战项目 
二等奖 

北滘朝亮小学 

吴梓谦、龚振硕、

周子杰、吴开钊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工程挑战项目 
二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周政良、刘烽荣、

郭嘉谦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FLL挑战项目 
二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徐言瑞、彭靖涵、

赵志成、卢泊涛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FLL挑战项目 
二等奖 

桂畔小学 

张旭康、吴欣懿、

喻程、符添铭、 

赵蔚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人机协同表演项目 
二等奖 

陈惠南纪念中学 谢永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黄振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龙江里海学校 黄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周颖泽、董滢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二等奖 

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李逸轩、张静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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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初级中学 何泳培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伦教翁祐中学 杨喻涵、周颖泽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成美初级中学 黄清娴、朱皓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二等奖 

北滘教育局 梁楚鸿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万雯娜、张佳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冯紫芸、周莹莹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动画项目 
二等奖 

北滘莘村中学 覃祚海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何书焕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二等奖 

顺德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张健培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二等奖 

 

顺德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何镁云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艺术设计项目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徐斌、杨秋霜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二等奖 

北滘马龙小学 崔港森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邵烨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冯楚婷、袁颂雯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伦教北海小学 潘鑫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伦教北海小学 周丙昊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 3D创意设计项目 
二等奖 

北滘高村小学 钟嘉莹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北滘西海小学 罗好、卢可滢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陈村中心小学 梁颢萱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昌教小学 胡浩鹏、李沛熙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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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小学 廖先瑜、刘咏竹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本原小学 邱浩轩、胡艺泓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伦教荔村小学 陈妍潼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龙江华东小学 陈舒婷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环城小学 罗敏婷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均安中心小学 黄建杨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脑绘画项目 
二等奖 

北滘马龙小学 范文健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二等奖 

北滘承德小学 彭靖涵、梁皓恩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电子板报项目 
二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张熙、朱淑婉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二等奖 

杏坛中心小学 潘家灏、陈紫晴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二等奖 

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符晓妍、陈佩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网页设计项目 
二等奖 

伦教培教小学 贾柏贤、何烨智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二等奖 

龙江实验学校 聂子皓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微视频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何元培、郑子杰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新应用开发项目 
二等奖 

伦教北海小学 陈画北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二等奖 

勒流新城小学 卢进恒、麦志健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二等奖 

李介甫小学 柯俊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二等奖 

梁开初级中学 王炫臻、陈嘉深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二等奖 

龙江外国语学校 黄子默、左瀚文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创意程序设计项目 
二等奖 

光辉小学 李烨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项目 
二等奖 

李介甫小学 陈雅琪 
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趣味编程专项项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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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李平锋、云小明、

卢炜东、黄正阳 

 

2020-2021年度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程测量赛

项 
三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刘奇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焊接技术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赵太能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焊接技术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卢炜东、黄正阳、

云小明、李平锋 

 

2019-2020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工

程测量”项目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江俊轩、 

欧阳浩源、 

唐安宇、 

郝俊翔 

2019-2020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工

程测量”项目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赵太能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焊接技术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邬美琴、林佩滢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建筑 CAD赛项 
二等奖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邓威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短视频技术与应用项目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何俊轩、郭沛贤、

卢德铭、仇薪焙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梁定毅、莫沛鑫、

黄威铭、魏建业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赵智杰、仇骏杰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甘晓阳、杨万固、

熊焱平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伍晟辉、谢明略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 
二等奖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阮钰斌、黄家林、

刘佩欣、邵焯敏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梁欣童、胥凤娟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会计技能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谢琼、徐镱华、 

杨文俊、吴梓健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电子商务技术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黄俊杰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焊接技术项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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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何键聪、陈继煜、

黎梓楠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何锦涛、唐帅、 

汪才广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智能硬件应用开发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封权超、邓豪苇、

杨贵皓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智能硬件应用开发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何珈颖、李艳红、

王湘、祝德权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财金综合技能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曾敏诗、曾绮婷、

黎晓琳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税务技能项目 
二等奖 

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林锐剑、吴泳璇、

姚国安、杨翠萍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电子商务技能项目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兆栈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黄结影、梁丽诗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谢丹、刘付盈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康中进、余嘉耀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杨展均、卿科宇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覃耀安、兰思维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二等奖 

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黄结影、梁丽诗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李天成、陆剑铭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林俊延、谢文杰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网络空间安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黄生华、邓梓健、

陈伟健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刘洋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学生组）移动融媒体制作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黄思豪、罗家顺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AI机器智能综合技术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苏翠怡、梁志欣、

詹明桦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幼儿园活动设计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刘闯、莫民瑞、 

邓宇航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彭俊谚、梁键斌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叶朗、梁钰鑫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网络搭建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霍建康、谢国辉、

黄智炜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WEB前端开发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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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罗钊、朱梓峰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移动应用开发与服务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蒙鹏源、许安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移动应用开发与服务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苏嘉星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全矩阵数字内容制作及运营技术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官滔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全矩阵数字内容制作及运营技术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黄定邦、陈俊辉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AI机器智能综合技术与应用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林亦菲、王明伟、

任鑫龙、卢均勇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电子商务技能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胡美淇、李宛营、

梁镱梃、陈国兴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互联网营销直播技能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吴嘉怡、徐城烨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英语通用技能 
二等奖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池天奇、陈凯胜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酒店服务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崔颖、刘雨龙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服装设计与工艺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陈嘉琪、梁恩童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英语通用职业技能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黄宇、吴科莹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汽车营销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洪志江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车身涂装（涂漆）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梁俊鸿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机电维修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黄梓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模特表演-平面模特展示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欧阳素瑶、赖彧鑫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低空无人机技能与应用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崔颖、刘雨龙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

竞赛服装设计与工艺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廖嘉嘉、胡天强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

竞赛服装设计与工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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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梁俊鸿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

竞赛汽车机电维修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李家乐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车身修复（涂

装）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吴培英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车身修复（钣

金）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胡梓兴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电路装调

及应用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符业大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车身修复（钣

金） 
二等奖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梁恩童、张芷淇 
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通用英语职业

技能”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潘蕊君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广告设计与制作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刘念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机电维修赛项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智峰、周晓溶、

张毅瑶、毕素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电子商务技术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桂任、梁深焬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 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桂任、梁深焬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3D打印

应用综合技术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卢钟钯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汽车运

用与维修-汽车机电维修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谢金灵、梁丽怡、

黄雪欣、陈颖梅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财金综

合技能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邹雪欣 彭枳锟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会计技

能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梁瑜培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融媒内

容制作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丹、豆谊萍、 

吴考文、杨显佳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互联网

营销直播技能 
二等奖 

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清霞、林楚帆、

卢芷钧 

2020-2021广东省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税务技

能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季莹 
2019-2020学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模特表演-平面模特展示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林晓婷 
2019-2020学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模特表演-服装模特表演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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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林晓婷 
2020-2021学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模特表演-服装模特表演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刘欣薏、朱瑜婷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

分析检验项目（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陈锌炜、覃政 
2019——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

分析检验项目（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陈豪俊、李韵怡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

分析检验项目（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覃金梅、冯钰谊、

陈敏琪、梁嘉慧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

商务技术项目（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蒋绍业、周诗琦、

刘飞翔、苏秀宁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餐

烹饪项目（中职组） 
二等奖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冯宇杰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短视频技术与应用项目（中职组）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冼咏聪、廖景辉、

李林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柔性制造及信息集成技术应用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何绍基、檀业锴、

彭子龙 

2019-2020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柔性制造及信息集成技术应用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何俊彪、黄冠辉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3D 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刘文涛 、刘锦涛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建筑 CAD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刘文涛、刘森键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建筑装饰技能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伍世健、王竖稀、

刁振宇、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柔性制造与信息集成技术应用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黄君、何卓禧、 

陈红记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柔性制造与信息集成技术应用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刘丽娜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短视频技术与应用 
二等奖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廖深莹 
2020-2021学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组）

——广告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余明军、杨勇城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建筑装饰技能 
二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陈家祺、骆俊琛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二等奖 

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陈杏欣、刘凯琳、

黄毅洋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WEB前端开发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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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张林涛、黄家荣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中职组）移动应用开发与服务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罗欣婷、何显辉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

技能竞赛“酒店服务”赛项（中职组）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杨梓晖、邓飞龙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零件测绘

与 CAD成图技术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陈梓伦、李晖明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二等奖 

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杨丕棋、农振强 2021.04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注塑项目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刘洪阳 李文龙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技能

竞赛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黄健、雷泽希、 

邓晓岚、巩永乐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技能

竞赛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林康乐、叶展濠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技能

竞赛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彭成泉、苏晋乐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3D 打印综合应用技术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王子健、吴国涛、

李书婕、旷娟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电子商务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常青云、陆元琨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机器人技术应用 

 

二等奖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石沂岭、赵晶晶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职业英语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黄家乐、练若娴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挍学生技能大赛会

计技能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靳领辉、李一飞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汽车营销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杨振烨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车身

修复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李宗林 
2020－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车身

涂装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王和平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车身涂装（涂漆）赛

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阮圆元、伍欣彤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中职组）会计技能赛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温深愉、丁靖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中职组）英语通用职业技能赛项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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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熊伟浩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车身修复（钣金）赛

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郭俊廷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汽车运用与维修－车身修复（钣金）赛

项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高国辉、吴瑾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中职组）汽车营销赛项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