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三批名师后备高研班学员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姓名 学段 学科

1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罗宽海 高中 语文

2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高中部） 周永华 高中 语文

3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金顺芳 初中 语文

4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孙瑞 初中 语文

5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王婷婷 初中 语文

6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曹玉婷 小学 语文

7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陈汉珍 小学 语文

8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小学部） 杜红芳 小学 语文

9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冯小松 小学 语文

10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小学部） 纪静 小学 语文

11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小学部） 季艳梅 小学 语文

12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敬文君 小学 语文

13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李新杰 小学 语文

14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马彩芳 小学 语文

15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彭蕾 小学 语文

16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小学部） 祁华忠 小学 语文

17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小学部） 荣瑛 小学 语文

18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史艳 小学 语文

19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宋倩倩 小学 语文

20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屠以莎 小学 语文

21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小学部） 王忠明 小学 语文

22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吴建明 小学 语文

23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小学部） 吴琼 小学 语文

24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小学部） 徐莉 小学 语文

25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小学部） 杨霞 小学 语文

26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小学部） 殷岚 小学 语文

27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张婕 小学 语文

28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张晓璐 小学 语文

29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小学部） 赵国华 小学 语文

30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小学部） 赵静 小学 语文

31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周乐 小学 语文



32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陈峰 高中 数学

33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房兵 高中 数学

34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高中部） 冯俊 高中 数学

35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高春明 高中 数学

36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徐开 高中 数学

37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陈莉 初中 数学

38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郝金良 初中 数学

39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刘倩 初中 数学

40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吴玉龙 初中 数学

41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初中部） 许昌军 初中 数学

42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张琼 初中 数学

43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周海东 初中 数学

44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小学部） 陈冬 小学 数学

45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小学部） 陈建明 小学 数学

46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丁琳 小学 数学

47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小学部） 郭静 小学 数学

48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小学部） 何晓燕 小学 数学

49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小学部） 黄斌 小学 数学

50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小学部） 陆艳军 小学 数学

51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小学部） 苗培林 小学 数学

52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小学部） 莫璐璐 小学 数学

53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小学部） 佘建梅 小学 数学

54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小学部） 王晶晶 小学 数学

55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吴清华 小学 数学

56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小学部） 张尖 小学 数学

57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小学部） 张艳波 小学 数学

58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小学部） 赵长远 小学 数学

59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朱婷婷 小学 数学

60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黄莉 初中 英语

61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蒋孝臣 初中 英语

62 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 王静静 初中 英语

63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周中兵 初中 英语

64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冯伟 小学 英语

65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陆芳 小学 英语

66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小学部） 沈文治 小学 英语

67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小学部） 孙敏 小学 英语



68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小学部） 吴大卫 小学 英语

69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小学部） 夏颖 小学 英语

70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小学部） 徐建 小学 英语

71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高中部） 张东风 高中 物理

72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徐芳 初中 物理

73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叶玲 初中 物理

74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周健 初中 物理

75 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 刘英 高中 化学

76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倪霞 高中 化学

77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沈小祥 高中 化学

78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穆小艳 初中 化学

79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沈淳 初中 化学

80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赵艺萍 初中 化学

81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顾源媛 初中 生物

82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高中部） 束红华 高中 政治

83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高中部） 王陈华 高中 政治

84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傅莉 初中
道德与法

治

85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李妹红 初中
道德与法

治

86 苏州工业园区至和实验学校 奚燕萍 初中
道德与法

治

87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徐福康 初中
道德与法

治

88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高放 小学
道德与法

治

89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小学部） 骆玲 小学
道德与法

治

90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王成 小学
道德与法

治

91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张燕妮 高中 地理

92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初中部） 丁震 初中 地理

93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傅洋 初中 地理

94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高中部） 管赋胜 高中 信息技术

95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学校 葛增国 初中 信息技术

96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单企一 小学 信息技术

97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刘海武 小学 信息技术

98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黄海丹 初中 音乐

99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张曼丽 初中 音乐



100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周成 初中 音乐

101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刘静 小学 音乐

102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王勇 初中 体育

103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小学部） 华刘明 小学 体育

104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小学部） 窦秀冬 小学 美术

105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郭含霁 小学 美术

106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吴菁 初中 德育

107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小学部） 宋慧娟 小学 德育

108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王燕芳 小学 德育

109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夏令 小学 德育

110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王艳 初中 心理

111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沈晓萍 小学 心理

112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小学部） 周敏 小学 劳技

113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时苗 初中 综合实践

114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张陈江 小学 科学

115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附属幼儿

园
刘萍

幼儿

园
学前教育

116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中心幼儿园 王慧颖
幼儿

园
学前教育

117 苏州工业园区华林幼儿园 张蕊
幼儿

园
学前教育

118 苏州工业园区环洲幼儿园 邹敏
幼儿

园
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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