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晋江市第三届中小学（幼儿园）名班主任名单

2022年7月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备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备注

1 林  艳　 晋江市第一中学 49 陈美旋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2 张永建 紫华中学 50 汪  渝 安海镇培基小学　

3 杨碧琼　 罗山中学　 51 李美娟 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

4 罗培雄　 南侨中学　 52 许丹萍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5 曾建新 晋江第五中学 53 郭雪芳 晋江市实验小学

6 郑杰阳　 实验中学　 54 陈琼瑶 　永和镇象峰小学

7 封金花　 南侨中学　 55 曾迎春 陈埭镇中心小学

8 蔡玉妹　 侨声中学　 56 黄永泰　 东石镇中心小学　

9 章新强 陈埭民族中学 57 林琼真　 晋江市心养小学

10 张志强 南岳中学　 58 蔡乌伴 安海镇西隅小学　

11 王启国 三民中学 59 陈晓迎 新塘街道沙塘中心小学

12 李玉瓶 远华中学 60 杨婉萍　 内坑镇柑市中心小学　

13 庄娇蓉　 华侨中学 61 蔡琼瑜 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　

14 蔡婉真　 潘径中学　 62 洪爱惜 陈埭镇群德小学

15 林逢生 磁灶中学　 63 李佳仪 深沪镇深沪中心小学

16 许翠钰　 毓英中学　 64 吴惠娜 新塘街道沙塘中心小学

17 黄丽卿 养正中学　 65 陈雅欣 　金井镇瀛洲小学

18 黄晓玲 松熹中学 66 杨小玲　 晋江市心养小学　

19 蔡长冰 养正中学　 67 王丽纯 永和镇启蒙小学

20 曹艳平 高登中学　 68 王美缘　 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

21 吴顺平 　侨声中学 69 张旬旬　 青阳街道凤垵小学

22 王建辉　 永和中学 70 李丽云 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　

23 肖  平　 新侨中学　 71 陈珍珠　西园街道版筑中心小学

24 庄荣坤 陈埭民族中学　 72 何美娜 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　

25 林  芳 金山中学　 73 张美芬 青阳街道高霞小学

26 谢  华 深沪中学 74 蔡扬扬 东石镇龙厦小学　



晋江市第三届中小学（幼儿园）名班主任名单

2022年7月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备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备注

27 施正乐　 云峰中学　 75 赵林凤　 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　

28 姚顺金 平山中学 76 蔡志怀 金井镇毓英中心小学

29 赖丽雅 晋江职业中专学校 77 吴玮蓝 陈埭镇鹏头小学

30 蒋  琦 陶英中学 78 许莹莹 深沪中心小学

31 蔡爱钦 晋江一中 79 钟一超 　池店镇金山小学

32 刘巧如 季延中学 80 黄美娟 东石镇柯村小学

33 林宝梅 内坑中学 81 洪美玲 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

34 黄海根 磁灶中学 82 李明眉　
　晋江市安海实验幼儿

园

35 陈宝珠 平山中学 83 施雅清 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36 黄玉贞 永和中学 84 许梅馨　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

37 吴其特　 英墩中学　 85 陈珞苹 晋江市实验幼儿园

38 汤红艳　 毓英中学　 86 龚丽琼 西滨镇中心幼儿园

39 姚娟娟 南峰中学 87 柯雪瑜　
灵源街道灵水中心幼儿

园　

40 陈永萍　 东石中学　 88 许保护 龙湖镇衙口中心幼儿园

41 刘文灿 内坑中学 89 王真真
青阳街道中心幼儿园永

福里园区

42 张远平　 紫峰中学　 90 陈真真　 紫帽镇中心幼儿园　

43 施春满　 英林镇达德小学　 91 黄晓兰 陈埭镇岸兜阿瑞幼儿园

44 王淑惠 晋江市实验小学 92 姚雅论 青阳街道普贤小学 第二批

45 许桂花 安海镇西隅小学　 93 陈彩莲 池店镇雁山中心小学 第二批

46 高培芬 安海中心小学 94 柯僖蓉 紫峰中学 第二批

47 黄绵绵
晋江市第五实验小

学
95 帅科 晋江市第二中学 第二批

48 王碧花　 安海镇成功中心小
学

96 洪雅玲 深沪镇华海小学 第二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