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青少年宫协会文件 
 

浙宫协〔2018〕2号 

 
关于公布浙江省校外教育优秀教师、优秀工
作者、优秀外聘教师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地市青少年宫协会(校外教育协会)、各青少年宫（青 

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青少年学生校外素质教育基地： 

根据《关于开展浙江省校外教育优秀教师、优秀工

作者、优秀外聘教师评选的通知》（浙宫协〔2018〕1 

号）要求，经各地市青少年宫协会(校外教育协会)评选、

推荐，省青少年宫协会评议，最终评选出浙江省青少年

校外教育优秀教师69名，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优秀工

作者28名，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优秀外聘教师122名。

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1—3）。 

希望受表彰的校外教育优秀教师和工作者再接再厉，

树立典型，积极发挥模范带头左右，激励我省广大校外

教育工作者更好地投身校外教育事业，共同促进我省未

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科学、健康的发展。 

 

 

附件： 

1、浙江省校外教育优秀教师评选结果 



2、浙江省校外教育优秀工作者评选结果 

3、浙江省校外教育优秀外聘教师评选结果 

 

 

浙江省青少年宫协会 

2018 年 9月 10日 

 

 

 

 

 

 

 

 

 

 

 

 

 

 

 

 

 

 



附件1： 

浙江省校外教育优秀教师评选结果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1 董  霞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2 丁晓梦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3 赵君萍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4 袁发祥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5 张晨昕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6 张慧飞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7 沈凤羽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8 梅晓虹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9 路宇珍 杭州市余杭区青少年宫 
10 王  青 杭州市西湖区青少年宫 
11 陈  芳 桐庐县青少年宫 
12 陈丽艳 建德市新安江青少年活动中心 
13 来海鸿 杭州市萧山区青少年宫 
14 何许樱 杭州市下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15 吴  雁 杭州市江干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16 沈荣彪 长乐青少年素质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17 房杭波 宁波市镇海区青少年宫 
18 王晓静 宁波市北仑区青少年宫 
19 丁颖静 慈溪市青少年宫 
20 蒋贝贝 宁波市奉化区青少年宫 
21 王静文 宁波市海曙区青少年宫 
22 徐利江 宁波市少儿活动中心 
23 姚  毅 宁波市青少年宫 
24 葛建峰 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25 郑  燕 象山县青少年宫 
26 任甬苹 宁波市鄞州区青少年宫 
27 刘  凡 苍南县青少年宫 
28 夏立国 泰顺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29 熊  璐 温州市少年宫 
30 朱素平 乐清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31 李群英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32 黄央素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33 戴汉敏 永嘉县青少年宫 
34 金晓武 瑞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35 李  方 安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36 毛金艳 湖州市少年宫 
37 袁  婷 湖州市少年宫 
38 张李燕 湖州市少年宫 
39 赵双双 长兴青少年宫 
40 葛曙明 海宁市青少年宫 
41 朱云文 嘉善县青少年宫 
42 沈沁予 嘉兴市青少年宫 
43 闻海鹰 桐乡市青少年宫 
44 王李莉 绍兴市上虞区青少年宫 
45 盛红霞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46 马秋平 嵊州市青少年宫 
47 吴瑞英 新昌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48 周伟清 诸暨市青少年宫 
49 李卓昌 金华市青少年宫 
50 张晓燕 金华市青少年宫 
51 吴  燕 金华市青少年宫 
52 陈朝阳 磐安县青少年宫 
53 洪立平 兰溪市青少年宫 
54 华美娟 开化县青少年宫 
55 叶朝晖 常山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56 方  丽 衢州市青少年宫 
57 张海英 舟山青少年活动中心 
58 黄健晔 舟山青少年活动中心 
59 吴柳艳 舟山市普陀区青少年宫 
60 张  怿 台州市椒江区青少年宫 
61 余心一 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62 曹鞠萍 天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63 林慧莉 温岭市青少年宫 
64 朱宁宇 温岭市青少年宫 
65 徐福女 松阳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66 刘晓君 青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67 姚海燕 庆元县青少年宫 
68 吴  琼 遂昌县青少年宫 
69 许文瑶 龙泉市青少年宫 

 

 

 

 

 

 

 

 

 

 

 

 

 

 

 



附件2： 

浙江省校外教育优秀工作者评选结果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1 张珊薇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2 徐  红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3 童杏法 杭州市余杭区青少年宫 
4 黄瑞芳 杭州市下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5 干凌芝 宁波市北仑区青少年宫 
6 励贵良 宁波市青少年宫 
7 金薇芳 宁波市宗瑞青少年宫 
8 姚文倩 余姚市青少年宫 
9 胡也芬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10 林国生 温州市少年宫 
11 姬连子 德清县青少年宫 
12 叶秋霜 湖州市南浔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13 钱  曦 嘉兴市青少年宫 
14 马红雷 平湖市青少年宫 
15 倪晓刚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16 张凌钟 新昌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17 雷玲玲 武义县青少年宫 
18 陈  永 永康市青少年宫 
19 陈水龙 衢州市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0 夏  雁 龙游县青少年宫 
21 戎  颖 岱山县青少年宫 
22 陈安明 舟山青少年活动中心 
23 吴昌敏 三门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24 吕红伟 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25 赵新江 天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26 钱秋萍 丽水市青少年宫 

27 梅慧鸿 景宁县民族青少年宫 

28 杨龙英 云和县青少年宫 

 

 

 

 

 

 

 

 



附件3： 

浙江省校外教育优秀外聘教师评选结果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1 杜晨鹰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2 陈  闻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3 楼俊芳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4 王耀龙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5 占燕萍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6 梁小琴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7 娄  楠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8 傅爱芳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9 卢  洁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10 沈  立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11 邹  敬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12 李  华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13 王  虹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14 孙小地 杭州市富阳区青少年宫 
15 邵文伟 杭州市富阳区青少年宫 
16 王  健 杭州市富阳区青少年宫 
17 甘家鑫 杭州市富阳区青少年宫 
18 邓士锋 建德市新安江青少年活动中心 
19 王  吉 杭州市萧山区青少年宫 
20 俞安安 杭州市萧山区青少年宫 
21 陈  琦 杭州市萧山区青少年宫 
22 陈香莲 杭州市余杭区青少年宫 
23 朱丽蓉 杭州市余杭区青少年宫 
24 俞  哲 杭州市余杭区青少年宫 
25 应笑月 杭州市余杭区青少年宫 
26 华玉霞 桐庐县青少年宫 
27 张雪辉 临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8 余国志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29 吴建来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30 余梦琴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 
31 张叶挺 杭州市下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32 吴  耘 杭州市下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33 武  慧 宁波市鄞州区青少年宫 
34 鲁  珊 余姚市青少年宫 
35 袁鸿飞 宁波市镇海区青少年宫 
36 潘一名 宁波市北仑区青少年宫 
37 李康明 宁波市奉化区青少年宫 
38 庞腾蛟 宁波市少儿活动中心 
39 陈立君 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40 陈  璐 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41 丁  艳 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42 汪聪儿 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43 徐永伟 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44 纪锦琳 宁波市宗瑞青少年宫 



45 林华烨 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46 王亚娟 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47 叶红梅 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48 张国庆 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49 施梦蕾 象山县青少年宫 
50 严  琦 宁波市鄞州区青少年宫 
51 邹宏骞 余姚市青少年宫 
52 童培红 宁波市镇海区青少年宫 
53 叶文兴 瑞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54 陈蓓蓓 温州市洞头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55 陈德快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56 潘圣坚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57 唐迩芬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58 夏  敏 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59 魏进鼎 永嘉县青少年宫 
60 陈国浩 温州市少年宫 
61 胡小静 温州市少年宫 
62 王施施 温州市少年宫 
63 梁青青 乐清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64 许  芳 温州市洞头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65 李  军 安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66 张伟宏 德清县青少年宫 
67 熊  斌 湖州市少年宫 
68 张  梅 湖州市少年宫 
69 池  洪 长兴县青少年宫 
70 沈建红 长兴县青少年宫 
71 曹  澜 海宁市青少年宫 
72 吴雪明 海宁市青少年宫 
73 周晓萍 海宁市青少年宫 
74 王  燕 嘉善县青少年宫 
75 樊秋生 嘉兴市青少年宫 
76 金耀时 嘉兴市青少年宫 
77 李周杰 平湖市青少年宫 
78 吴惠娟 桐乡市青少年宫 
79 李  佳 嘉兴市秀洲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80 顾狄伟 绍兴市上虞区青少年宫 
81 王伯铨 绍兴市上虞区青少年宫 
82 斯李光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83 薛青山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84 胡慧英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85 丁亮亮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86 金君潮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87 赵燕萍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88 潘成东 新昌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89 王鑫明 新昌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90 徐志林 东阳市青少年宫 
91 陈  泉 东阳市青少年宫 
92 何小军 金华市青少年宫 
93 汤秀兰 金华市青少年宫 
94 包文清 金华市青少年宫 
95 朱旭露 金华市青少年宫 
96 周  洁  金华市青少年宫 



97 付  维 金华市青少年宫 
98 徐  涛 兰溪市青少年宫 
99 吴  宁 磐安市青少年宫 
100 刘锦军 衢州市衢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101 张芳香 常山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102 成阿林 衢州市青少年宫 
103 舒银莲 衢州市青少年宫 
104 郭露帆 岱山县青少年宫 
105 黄  艳 舟山市普陀区青少年宫 
106 董开波 舟山青少年活动中心 
107 杨启桓 舟山青少年活动中心 
108 朱志勇 舟山青少年活动中心 
109 王晓安 岱山县青少年宫 
110 解正来 温岭市青少年宫 
111 刘  临 温岭市青少年宫 
112 许哲浩 温岭市青少年宫 
113 钟金申 丽水市青少年宫 
114 谢建霞 丽水市青少年宫 
115 杨国锋 青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116 章  慧 青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117 邹立英 青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118 李炉胜 庆元县青少年宫 
119 杨申花 庆元县青少年宫 
120 郑世林 遂昌县青少年宫 
121 许子兰 龙泉市青少年宫 
122 张  飚 龙泉市青少年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