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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沙 市 教 育 局
长教办通〔2021〕39 号

关于遴选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
第四批卓越教师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各有关学校（单位）：

根据长沙市教育局 长沙市财政局 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印发的《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卓越教师队伍建设实施

方案》（长教通〔2018〕12 号）精神，今年我市组织遴选第四

批市级卓越教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范围

1. 长沙市卓越教师队伍遴选范围为全市中小学在职一线教

师，包括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等

的在职教师。

2. 未在一线兼课达每周 2 节以上的学校党政正副职不得参

加遴选。

3. 目前已经是市级卓越教师且在任期范围内的，不得重复

参加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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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遴选指标

第四批卓越教师共遴选 600人，其中学科带头人 60人、优

秀骨干教师 240人、教学能手 300人。

根据《关于印发<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卓越教师管理与

考核办法>的通知》（长教通〔2018〕190号）规定：“市级卓

越教师三年任期期满，经考核被认定为优秀的，可以直接进入下

一届市级卓越教师遴选认定”。经对长沙市首批卓越教师进行任

期考核，综合前两年的年度考核结果，共有 157人连续三年被考

核为优秀等第。个别教师因年龄限制、离开教学一线等原因不符

合连任卓越教师的条件，经征求学校及个人意愿，现有 134人（其

中：学科带头人 25人、优秀骨干教师 74人、教学能手 35人）

申请连任长沙市第四批卓越教师。2021 年长沙市“星城杯”中

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中 19人直接确认为第四批

卓越教师之教学能手。

此次面向全市遴选卓越教师 447人，市级学科带头人 35名、

市级优秀骨干教师 166名、市级教学能手 246名。

各区县（市）教育局分别按照专任教师 0.8‰、0.35％、0.4％

的比例，向市教育局推荐市级学科带头人、优秀骨干教师、教学

能手参选对象（具体名额见附件 6）；中央、省及行业办高中和

市属学校向市教育局推荐市级学科带头人、优秀骨干教师、教学

能手，省级示范性中学每校分别不超过 1人、2人、2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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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条件人数较多的学校，每类可增加 1人），其他学校分别不

超过 1人、1人、2人。各区县（市）教育局和各中小学校（单

位）在推荐相应层次人选时，应注意在学科、学段上统筹安排，

避免上报人选过于集中在某一学段或某一学科。此次遴选仍为差

额评选，宁缺毋滥。

三、遴选程序

1. 个人申报

符合条件的教师提交愿意担任市级学科带头人、优秀骨干教

师、教学能手并自觉履行职责的申请。区县（市）教师由当地教

育局组织申报，中央、省属和行业办初中以下学校按属地原则向

所在区县（市）教育局申报。中央、省、市属高中学校（单位）

教师向所在单位申报。

首批卓越教师中符合条件连任第四批卓越教师和 2021年长

沙市“星城杯”教学竞赛一等奖的教师（见附件 4），只需填报

《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卓越教师申报表》（附件 3）。符合

连任条件的 134 人申报类别与首批卓越教师的类别相同，2021

年长沙市“星城杯”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申报类别为教学能手，

无需提交佐证材料。其它申报教师均需填写申报表，提交佐证材

料。

2. 单位推荐

区县（市）教育局和中央、省、市属学校（单位）根据评审



- 4 -

条件对申报人进行初选，确定拟推荐的人选。各单位需要将拟推

荐的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

报市教育局。

3. 专家遴选

长沙市教育局成立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卓越教师队伍建

设专家组，根据评选条件对推荐的市级学科带头人、优秀骨干教

师、教学能手参选对象进行评选，评选通过的名单报长沙市中小

学卓越教师队伍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4. 审定通过

评选结果经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队伍建设工程领导小组

办公室审核后，由市教育局党委会议审定确定最终人选并予以公

示（市教育局和市行政审批局网站），公示无异议后由市教育局

授予长沙市学科带头人、长沙市优秀骨干教师、长沙市教学能手

荣誉称号，并发放证书。

四、遴选认定条件

三类卓越教师的参选资格条件、师德要求和业务能力水平，

按照《关于印发<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首批卓越教师遴选方

案>的通知》（长教通〔2018〕25号）有关要求执行，见附件 1。

五、工作要求

1.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区县（市）教育局、学校（单

位）要按照遴选的标准、要求和步骤，严格落实责任，精心组织

实施，切实把此次遴选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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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泛宣传，充分发动。各区县（市）教育局、学校（单

位）要组织广大教师和参选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广泛宣

传发动，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申报。

3. 严格标准，民主推荐。各区县（市）教育局、学校（单

位）要根据标准要求，制定本区域、本学校（单位）的卓越教师

推荐工作方案，要严格按照遴选标准和程序进行推荐，不得减少

操作环节。

4. 加大监督和责任追究力度。各区县（市）教育局、学校

（单位）要在同级纪检部门的全程监督下，严格按照有关政策和

分级负责制的要求做好遴选推荐工作。参评人员如发现有弄虚作

假、贿赂参与遴选推荐工作的专家或工作人员等违纪违规行为

的，要立即终止其参评资格，已获遴选的，即行取消其取得的相

应资格。有关专家或工作人员如发现有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等违

纪违规行为的，一律取消其资格，并视情节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5. 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上报工作。各区县（市）教育局、

学校（单位）要对参评对象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严格把关，

实行“谁审核，谁签名，谁盖章，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严

格按照《长沙市卓越教师遴选材料报送种类及要求》（附件 2）

的相关规定，将每名参评对象的申报材料汇总装订成册，不得有

错漏。有关参评对象的申报材料、《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推荐

花名册》（附件 5，纸质稿和 Excel格式电子稿），以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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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为单位（市属以上学校以学校为单位），于 9月 20日前统

一报送，上报地点另行通知，逾期不予受理。联系电话：0731

－84899723。

附件：

1. 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卓越教师遴选认定条件

2. 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遴选材料报送种类及要求

3. 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卓越教师申报表

4. 首批市级卓越教师连任人员和 2021年长沙市“星城杯”

教学竞赛一等奖名单

5. 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推荐花名册

6. 2021年各区县（市）教育局推荐长沙市第四批卓越教师

指标名额

长沙市教育局

2021年 8月 30日



- 7 -

附件 1

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卓越教师遴选
认定条件

一、资格与师德要求

1. 资格要求。卓越教师参选对象应身心健康，学历必须符

合《教师法》相关规定，具备相应学段的教师资格。近 3年年度

考核结果均为合格以上等次。近五年继续教育学分不少于 360学

时。参选长沙市学科带头人、长沙市优秀骨干教师，年龄要求在

57 周岁以下（其中女教师在任期 3 年内不得退休），参选长沙

市学科带头人应具有高级以上职称（小学、幼儿园具有一级及以

上职称），参选长沙市优秀骨干教师应具有一级及以上职称；参

选长沙市教学能手要求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5 年以上教龄、初

级以上职称；

2. 师德要求。政治立场坚定，具有高尚的师德情操；坚持

依法从教、廉洁从教；热爱本职工作，忠于职守，服从安排，勤

奋努力，勇挑重担，为人师表，敬业奉献；始终坚持立德树人，

关爱学生，面向全体；没有发生违反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

3. 被评选为长沙市卓越教师的，三年内不得离开教育教学

第一线岗位。

二、市级学科带头人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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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能力。具有科学精神和改革创新意识，教学效果优

异，近三年来学生和教师评议优秀率均达 90%以上；积极引领全

市学科教学，近 3年承担过市级及以上公开课或示范课；积极引

领全市学科教学，在市级以上优质课评比或教学基本功竞赛中获

一等奖，或指导青年教师获得优质课评比或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

奖；充分发挥示范引领辐射作用，培养与指导青年教师成长，近

三年来担任市级及以上教师培训专题讲座并获得好评。

2. 教研能力。积极引领全市学科研究，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辐射作用，针对学科教学和学科核心素养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将

研究成果在全市推广。近五年主持 1 项省级及以上级别课题研

究，或作为为核心成员（前五名）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其成果

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或广泛推广（农村区县市推荐对象近五年主持

1项市级及以上级别课题研究，或作为为核心成员（前五名）参

与省级课题研究）；或公开发表学科专业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 1篇以上；或出版教育教学专著 1部以上。

3. 市级以上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或名师（特级教师）农村

工作站站长、区县（市）级连任两届以上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并

考核合格，或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优先推荐。

三、市级优秀骨干教师业务能力

1. 教学能力。任教以来坚持在教育教学一线工作，近 3 年

年均完成教学工作量 320课时以上；努力提升教育教学素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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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果好，学生和教师评议优秀率均达 90%以上；教学能力突出，

发挥学科教学示范作用，近 3年承担过市级及以上公开课或示范

课；在长沙市发挥学科教学示范作用，在市级以上优质课评比或

教学基本功竞赛中获一等奖，或指导青年教师获得优质课评比或

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奖；积极承担培养学科教师的任务，培养与

指导青年教师成长，近三年来担任县级及以上教师培训专题讲座

并获得好评。

2. 教研能力。发挥教研示范作用，带动本校或本地区的教

研活动。近五年主持 1项市级及以上课题研究或教改项目，或作

为为核心成员（前五名）参与省级及以上课题研究；或公开发表

3篇学科专业论文、撰写的教改论文、研究报告在省级及以上级

别的研讨会上交流 3次以上、获省级二等奖及以上论文奖励 3次

以上；或有教育教学成果专著出版。

3. 担任区县（市）级以上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并在考核中

合格以上的，优先推荐。

四、市级教学能手业务能力

1. 教学能力。任教以来坚持在教育教学一线工作，近 3 年

年均完成教学工作量 320课时以上；树立终身学习思想，不断更

新教育教学观念，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和技能，教学效果好，

学生和教师评议优秀率均达 90%以上；有教学专长，形成自己的

教学风格，近 3年承担过县级及以上公开课或示范课；在本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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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发挥学科教学示范作用，在县级以上优质课评比或教学基

本功竞赛中获一等奖；积极参与校本研修、各级各类教学研讨和

对外交流活动，承担教学示范、观摩等任务。

2. 教研能力。掌握教育教学研究方法，积极开展教育教学

研究和创新实践。近五年主持或参与 1项县级及以上级别的教育

教学研究课题或教改项目；或公开发表 1篇以上学科专业论文，

或撰写的教改论文与研究报告在市级及以上级别的研讨会上交

流，或获得市级一等以上奖励；或在教育思想、课程改革、教学

方面等方面取得创造性成果，校本教研成效显著，获得市级教育

部门和同行专家的肯定性评价，教学改革经验得到市级教育主管

部门推广。

3. 在市级及以上优质课评比或教学技能竞赛中获一等奖及

以上者，优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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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遴选材料报送
种类及要求

1.《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申报表》（一式三份，一份与下

列复印件装订成册，其他二份另外上交）。

2.《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推荐花名册》（电子版、纸质版，

一式三份）

3. 现任职务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和聘任书复印件、学

历证书复印件、相应任教层次的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市级第四

批骨干教师证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均需学校签署审核意见并盖

章，下同）。

4. 单位推荐材料（2000字左右，并加盖公章）。

5. 近五年继续教育学分登记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

6. 近三年来教育教学工作成绩获奖证书复印件等佐证材料

7. 近五年来开展的课题或教改项目研究成果复印件等佐证

材料

8. 教育教学经验总结、论文发表、著作出版获奖情况复印

件等佐证材料

9. 近五年来公开课、示范课、教师培训讲座情况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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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卓越教师

申报表

申报类别：

所在单位：

姓 名：

任教学科：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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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职 称 特级教师 □
市级骨

干教师
□ 党派

身份证

号码

手机

号码

邮箱

号码

最高

学历

毕业

学校

所学

专业

任教

年级

教师资

格种类

任教

年限

年度考核

结果
2018： 2019： 2020：

近五年

继续教育

学分

参加过何种

高端研修培训

近三年来

承担教育

教学工作

情况及主

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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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来

上公开课

或示范课

的时间、

级别

近五年来

开展的课

题或教改

项目研究

成果、教

育教学经

验总结与

论文发

表、著作

出版及其

它获奖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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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1.以上表格所填报的各项材料、数据、业绩、奖项等为本人填报，

真实有效。若有虚假，愿意撤销卓越教师称号，并记入诚信档案库。

2.本人不存在师德师风违纪行为，并承诺以后严格遵守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要求，

决不存在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猥亵侮辱学生、违规补课（包括一对一）、收受红包礼

金等行为。无论什么时候，若经核查发现存在师德师风违纪行为，同意撤销卓越教师

称号，接受处分或处理。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市）

教育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申报类别”分为“学科带头人、优秀骨干教师、教学能手”

2. 有“（□）”的为选项，请在框内填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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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首批市级卓越教师连任人员和 2021年长沙市

“星城杯”教学竞赛一等奖名单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

所在

学段
类别 备注

1 邓毅萍 长沙市长郡中学 生物 高中 学科带头人

2 喻建军 长沙市长郡中学 化学 高中 学科带头人

3 谢秋锋 长沙市长郡中学 信息技术 高中 学科带头人

4 肖 杨 长沙市长郡中学 语文 高中 骨干教师

5 左传鹏 长沙市长郡中学 化学 高中 教学能手

6 蒋雁鸣 长沙市明德中学 语文 高中 学科带头人

7 陈立军 长沙市明德中学 语文 高中 骨干教师

8 黄金萍 长沙市明德中学 语文 高中 骨干教师

9 崔瑞良 长沙市明德中学 语文 高中 骨干教师

10 何灵芝 长沙市明德中学 英语 高中 骨干教师

11 胡军哲 长沙市雅礼中学 历史 高中 骨干教师

12 王仕坤 长沙市实验中学 政治 高中 骨干教师

13 龚 宇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历史 高中 骨干教师

14 赵昌胜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物理 高中 骨干教师

15 向 丽 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 语文 初中 骨干教师

16 王朝辉 长沙财经学校 会计 职高 学科带头人

17 吴琼军 长沙财经学校 体育 职高 骨干教师

18 周 静 长沙铁路第一中学 语文 高中 骨干教师

19 黄敏兰 长沙市第六中学 历史 高中 学科带头人

20 颜鲁敏 长沙市第六中学 化学 高中 教学能手

21 周 玲 长沙外国语学校 物理 初中 骨干教师

22 刘清峨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美术 初中 学科带头人

23 石向阳 长沙市南雅中学 数学 高中 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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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

所在

学段
类别 备注

24 邓 毅 长沙市南雅中学 体育 高中 教学能手

25 崔应忠 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历史 初中 骨干教师

26 黄 浩 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物理 初中 骨干教师

27 刘蓉芳 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历史 初中 教学能手

28 陈雄伟 长沙市明德华兴中学 信息技术 初中 骨干教师

29 邹俊仪 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 政治 初中 教学能手

30 马 明 长沙市雅礼实验中学 政治 初中 骨干教师

31 刘晟颖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 英语 初中 骨干教师

32 秦兰静 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 英语 初中 教学能手

33 曾 槐 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 生物 高中 教学能手

34 洪家佳 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 数学 初中 教学能手

35 姚博瀚 长沙汽车工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职高 学科带头人

36 刘 敏 湖南省地质中学 语文 初中 骨干教师

37 邓 兰 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 幼儿园 骨干教师

38 陶源远 长沙市实验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39 陈艺灵 长沙市实验小学 音乐 小学 教学能手

40 张杰辉 长沙市实验小学 数学 小学 教学能手

41 卢 倩 长沙市实验小学 语文 小学 教学能手

42 田顺洋 长沙市实验小学 数学 小学 教学能手

43 邹玲静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 语文 小学 学科带头人

44 张 好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 科学 小学 学科带头人

45 向春芳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46 聂 琴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47 黎 雁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 数学 小学 骨干教师

48 刘 妮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 数学 小学 教学能手

49 王建军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50 张 洁 长沙市教育局幼儿园 学前教育 幼儿园 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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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

所在

学段
类别 备注

51 许 江 长沙市人民政府机关荷花幼儿园 学前教育 幼儿园 学科带头人

52 葛 敏 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 英语 初中 教学能手

53 陶新勇 长沙市第一中学 历史 高中 教学能手

54 周玉龙 长沙市第一中学 语文 高中 学科带头人

55 龚日辉 长沙市第一中学 数学 高中 学科带头人

56 熊 艳 长沙市第一中学 政治 高中 骨干教师

57 唐泰清 长沙市第一中学 地理 高中 骨干教师

58 贺 俊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生物 高中 教学能手

59 李小军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语文 高中 教学能手

60 朱修龙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数学 高中 骨干教师

61 向 超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地理 高中 骨干教师

62 杨群英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生物 高中 骨干教师

63 曾宪梅 芙蓉区东郡小学 数学 小学 教学能手

64 殷智强 芙蓉区马坡岭小学 数学 小学 骨干教师

65 罗 羽 芙蓉区双新小学 美术 小学 教学能手

66 姜宇婷 芙蓉区湘一芙蓉第二中学 语文 初中 骨干教师

67 王先华 芙蓉区湘一芙蓉中学 生物 初中 学科带头人

68 肖晋波 芙蓉区湘一芙蓉中学 英语 初中 骨干教师

69 刘昌荣 一中双语实验中学 地理 初中 骨干教师

70 戴 蓉 芙蓉区育才东屯小学 数学 小学 骨干教师

71 罗 娟 芙蓉区杉木小学 语文 小学 教学能手

72 邓仕秀 芙蓉区育才学校 数学 小学 骨干教师

73 张 艳 长沙市明德天心中学 化学 初中 骨干教师

74 王 微 长沙市雅礼书院中学 物理 高中 骨干教师

75 周丽丹 长沙市雅礼融城学校 英语 初中 骨干教师

76 王 群 长沙市雅礼外国语学校 政治 初中 骨干教师

77 宋添添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语文 小学 教学能手



- 19 -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

所在

学段
类别 备注

78 李肖蕾 岳麓区博才寄宿小学 英语 小学 学科带头人

79 黄 敏 岳麓区博才寄宿小学 政治 小学 骨干教师

80 唐 莹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天顶

校区
英语 初中 骨干教师

81 苏文权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大科

城校区
化学 初中 骨干教师

82 贾 波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数学 小学 骨干教师

83 李娴静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高新实验小学 英语 小学 骨干教师

84 陈雪梅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85 何 娟 麓山兰亭实验小学 美术 小学 骨干教师

86 王小武 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 数学 初中 教学能手

87 陈 滔 望月湖第二小学 体育 小学 教学能手

88 杨光唐 开福区北雅中学 地理 初中 教学能手

89 喻 沛 开福区长沙师范附属天健小学 数学 小学 骨干教师

90 刘友华 开福区清水塘北辰实验小学 数学 小学 学科带头人

91 李 芳 开福区金湾小学 数学 小学 骨干教师

92 颜宇露 雨花区红星第二小学 美术 小学 教学能手

93 冯 念 雨花区金屏小学 科学 小学 骨干教师

94 贾 峰 雨花区枫树山鸿铭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95 彭美红 雨花区泰禹小学 数学 小学 教学能手

96 孙 瑛 雨花区砂子塘小学 数学 小学 骨干教师

97 黄溶华 雨花区砂子塘小学 美术 小学 教学能手

98 唐亚洲 雨花区实验中学 历史 初中 骨干教师

99 旷海彬 雨花区天华寄宿制学校 数学 小学 学科带头人

100 刘清平 高新区东方红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101 朱世民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电子电气类 职高 学科带头人

102 李懿懿 长沙高新区雷锋第二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 小学 骨干教师

103 何 如 长沙高新区麓谷第二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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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

所在

学段
类别 备注

104 黎 薇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音乐 小学 骨干教师

105 刘常华 高新区明德麓谷学校 数学 初中 骨干教师

106 龚 苗 高新区中心幼儿园 学前教育 幼儿园 教学能手

107 杨 歌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一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108 左 琦 长沙市一中金山桥学校 语文 小学 教学能手

109 王 倩 长沙市望城区星城实验小学 数学 小学 教学能手

110 张 扬 长沙县实验中学 政治 高中 学科带头人

111 周 维 长沙县实验中学 地理 高中 骨干教师

112 刘烈文 长沙县第一中学 数学 高中 学科带头人

113 肖正根 长沙县第一中学 语文 高中 骨干教师

114 李众来 长沙县第一中学 英语 高中 骨干教师

115 武才松 湖师大附中星沙实验学校 数学 初中 教学能手

116 郑 岚 长师附属第二幼儿园 学前教育 幼儿园 骨干教师

117 罗 晓 长沙县黄花镇黄龙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118 粟清平 长沙县黄花镇黄龙小学 数学 小学 骨干教师

119 刘克晓 长沙县泉塘中学 数学 初中 教学能手

120 刘 银 长沙县松雅湖第二小学 语文 小学 骨干教师

121 周闽湘 浏阳市第一中学 生物 高中 学科带头人

122 王 玲 浏阳市第一中学 英语 高中 骨干教师

123 袁 玲 浏阳市第一中学 生物 高中 教学能手

124 寻湘沅 浏阳市艺术学校 化学 初中 学科带头人

125 王运珍 浏阳市第三中学 心理健康教育 高中 骨干教师

126 肖晓玲 浏阳市第三中学 音乐 高中 教学能手

127 沈坚贞 浏阳市集里街道太平桥中学 政治 初中 骨干教师

128 喻可畏 浏阳市泮春中学 政治 初中 教学能手

129 张素平 浏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 小学 骨干教师

130 王 虎 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历史 高中 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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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

所在

学段
类别 备注

131 戴果丰 浏阳市雅礼·浏阳市第二中学 语文 高中 骨干教师

132 成茂林 宁乡市玉潭街道城北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 学科带头人

133 戴飒英 宁乡市玉潭街道紫金初级中学 数学 初中 骨干教师

134 肖义军 宁乡市职业中专 电子电气类 职高 骨干教师

1 赵方方 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 语文 高中 教学能手

长沙市

“星城杯”

教学竞赛

一等奖

2 罗明珠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湘

江校区）
语文 高中 教学能手

3 姜 华 长沙市明德中学 数学 高中 教学能手

4 万 明 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 数学 高中 教学能手

5 周 舟 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 英语 高中 教学能手

6 周 青 长沙市周南中学 英语 高中 教学能手

7 刘海阔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思想政治 高中 教学能手

8 鲁 飞 长沙县实验中学 思想政治 高中 教学能手

9 谭嘉慧 长沙市怡雅中学 语文 初中 教学能手

10 张峻珲 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 语文 初中 教学能手

11 李 烨 长沙市稻田中学 数学 初中 教学能手

12 张春雪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数学 初中 教学能手

13 谭倩霞 长沙外国语学校 英语 初中 教学能手

14 肖 铮 北师大长沙附属学校浔龙河校区 英语 初中 教学能手

15 杨 青 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语文 小学 教学能手

16 王 娜 长沙高新区明德麓谷学校 数学 小学 教学能手

17 洪峰雨 长沙市实验小学梅溪湖学校 数学 小学 教学能手

18 杨梦嘉 湖南师大附中星沙实验学校 英语 小学 教学能手

19 向璟子 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大桥小学 英语 小学 教学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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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推荐花名册

序

号
工作单位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党派

民

族

参加工

作时间
教龄 职 称

所在

学段
学科

联系

电话

申报

类别
备注

1 格式：

2001.8

2

3

4

5

6

7

说明：“申报类别”分为“学科带头人、优秀骨干教师、教学能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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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年各区县（市）教育局推荐长沙市第四批卓越教师指标名额

序号 区县（市）
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 教学能手

0.8‰ 0.35% 0.40%

1 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 3 14 16

2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 4 19 22

3 长沙市岳麓区教育局 8 34 39

4 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 5 20 23

5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8 35 40

6 长沙高新区教育局 2 8 9

7 望城区教育局 4 20 22

8 长沙县教育局 8 33 38

9 浏阳市教育局 10 43 49

10 宁乡市教育局 7 32 37

合计 59 258 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