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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教 育 局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苏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苏语委办〔2022〕6 号

关于公布 2022 年苏州市教师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能力大赛

获奖成绩的通知

各县级市（区）教育局（教体和文旅委）、语委办、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总工会，各直属（代管）学校：

根据市语委、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

会《关于举办 2022 年苏州市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能力大

赛的通知》（苏语委办〔2022〕1 号）精神，经各地、市技工教

育教研室推荐和市级评比，共评出特等奖 12 名、一等奖 34 名、

二等奖 60 名、优秀奖 62 名、优秀指导教师 7 名、苏州市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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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苏州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学能力大赛获奖名单

特等奖

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1 学前教师组 唐思怡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附设幼儿园

2 学前教师组 箫醒园 苏州高新区龙惠幼儿园

3 学前教师组 胡怡纯 常熟市石梅幼儿园

4 小学教师组 李逸皓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本部

5 小学教师组 陆静芳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越秀校

区

6 小学教师组 钱红 常熟市塔前小学

7 中学教师组 张崇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8 中学教师组 裴靖文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9 中学教师组 王菲尔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10 技工教师组 孙静 江苏省邮电技工学校

11 技工教师组 柏阳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12 技工教师组 张传碧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一等奖

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1 学前教师组 潘点点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幼儿园

2 学前教师组 任意钟书 苏州浒墅关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鸿文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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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3 学前教师组 黄琳媛 张家港市万红幼儿园

4 学前教师组 王屹慧 太仓市高新区娄江幼教中心娄江幼儿园

5 学前教师组 高梦平 苏州高新区天都幼儿园

6 学前教师组 倪莹莹 苏州市吴江区天悦幼儿园

7 学前教师组 陆嫣 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伟阳幼儿园

8 学前教师组 黄雨晗 常熟市崇文幼儿园

9 学前教师组 朱祯一 苏州市吴中区溪秀实验幼儿园

10 小学教师组 秦玲 太仓市经贸小学

11 小学教师组 王崟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

12 小学教师组 孙华青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13 小学教师组 瞿琪 常熟市实验小学

14 小学教师组 范帆 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校

15 小学教师组 王悦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16 小学教师组 吴昕爽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17 小学教师组 翁婧一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太湖校区

18 小学教师组 杨敏蕾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19 中学教师组 王佳 常熟市浒浦高级中学

20 中学教师组 刘仟慧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21 中学教师组 张昊琰 苏州市叶圣陶中学校

22 中学教师组 李培文 苏州市叶圣陶中学校

23 中学教师组 李松林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24 中学教师组 孙娟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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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25 中学教师组 沈晓霞 常熟中等专业学校

26 中学教师组 王璇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27 中学教师组 陈宇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28 中学教师组 陈诗静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9 技工教师组 鲁凌云 机械工业苏州高级技工学校

30 技工教师组 程罗娜 江苏省邮电技工学校

31 技工教师组 周霖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32 技工教师组 吴晓钰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33 技工教师组 潘芳晴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34 技工教师组 顾岚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

二等奖

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1 学前教师组 陆金宜 常熟市新区幼儿园

2 学前教师组 黄朵 张家港市万红幼儿园

3 学前教师组 沈张晖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机关）幼儿园

4 学前教师组 孔玲英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附设幼儿园

5 学前教师组 陈君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怡邻幼儿园

6 学前教师组 顾嘉晖 昆山市正仪中心幼儿园

7 学前教师组 葛婷婷 昆山市花桥中心幼儿园

8 学前教师组 李陆丹 太仓市科教新城幼教中心南郊幼儿园

9 学前教师组 顾润月 苏州市阊西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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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10 学前教师组 朱荟宇 苏州工业园区尚城幼儿园

11 学前教师组 何淑婷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幼儿园

12 学前教师组 周娇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幼儿园

13 学前教师组 浦茵 常熟市游文幼儿园

14 学前教师组 张竹君 张家港市锦丰中心幼儿园

15 学前教师组 任萍 苏高新通幼集团（苏州高新区华山幼儿园）

16 学前教师组 杨漪婕 苏州市公园路幼儿园

17 小学教师组 杨芳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18 小学教师组 许媚 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湾实验小学

19 小学教师组 盛质蕙 常熟市世茂实验小学

20 小学教师组 吉怡 太仓市实验小学

21 小学教师组 王静璧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

22 小学教师组 荀春花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23 小学教师组 朱旻骅 常熟市报慈小学

24 小学教师组 陶虹 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

25 小学教师组 杨顺其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26 小学教师组 祁欣悦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27 小学教师组 蔡文逸 苏州高新区长江小学校

28 小学教师组 刘智越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桥小学

29 小学教师组 王强 苏州高新区狮山实验小学校（竹园校区）

30 小学教师组 李琳 张家港市徐市小学

31 小学教师组 吴中怡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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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32 小学教师组 钱敏 太仓市朱棣文小学

33 中学教师组 丁芸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金山路校区

34 中学教师组 张敏兰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

35 中学教师组 韩丽霞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36 中学教师组 丁毅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37 中学教师组 谈嘉悦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38 中学教师组 徐燕 江苏省震泽中学

39 中学教师组 顾淳楷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沈思港路校区

40 中学教师组 吴蔓 太仓市陆渡中学

41 中学教师组 王洁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高级中学

42 中学教师组 季英杰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43 中学教师组 徐建平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44 中学教师组 曹晨艳 苏州市太湖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45 中学教师组 赵婷婷 昆山柏庐高级中学

46 中学教师组 熊嘉怡 太仓市实验中学

47 中学教师组 朱腊梅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48 中学教师组 鄢盈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一中学

49 中学教师组 朱文韬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50 技工教师组 方亮 张家港市高级技工学校

51 技工教师组 邓莉 昆山工贸技工学校

52 技工教师组 胥丰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

53 技工教师组 高小英 机械工业苏州高级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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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54 技工教师组 何洪波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55 技工教师组 陈晓霖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

56 技工教师组 刘舒婷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57 技工教师组 钱骏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58 技工教师组 刘文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

59 技工教师组 徐晨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

60 技工教师组 李亚楠 张家港市高级技工学校

优秀奖

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1 学前教师组 葛昭佑 太仓市沙溪镇印溪幼教中心东安幼儿园

2 学前教师组 黄娟 苏州市相城区澄阳幼儿园

3 学前教师组 袁音奇 昆山市裕元实验幼儿园

4 学前教师组 兰道丽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教育幼儿园

5 学前教师组 章虹堰 苏州市姑苏区新康实验幼儿园

6 学前教师组 陶叶舟 昆山高新区前进幼儿园

7 学前教师组 王晴怡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铁新城实验幼

儿园

8 学前教师组 陈晓蓉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实验幼儿园

9 学前教师组 季佳雪 张家港市南丰幼儿园

10 学前教师组 郭丽娟 苏州市平江实验幼儿园

11 学前教师组 王一晗 苏州市姑苏区沧浪实验幼儿园

12 学前教师组 陈慧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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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13 学前教师组 戴林仙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中心幼儿园

14 学前教师组 孙凤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实验幼儿园

15 学前教师组 胡倩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舟山实验幼儿园

16 学前教师组 辛玥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泾园幼儿园

17 小学教师组 吕静雯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

18 小学教师组 彭青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19 小学教师组 张晓婷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实验小学

20 小学教师组 濮佳炎 苏州相城实验小学校

21 小学教师组 顾清清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22 小学教师组 顾胡珺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实验小学

23 小学教师组 王怡倩 昆山市玉山镇同心小学

24 小学教师组 周 慧 苏州市桃坞中心小学校

25 小学教师组 钟越越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

26 小学教师组 徐丽平 苏州国裕外语学校

27 小学教师组 许晓敏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

28 小学教师组 蔡艳 张家港市塘桥中心小学

29 小学教师组 苏媛瑗 苏州市虎丘实验小学校

30 小学教师组 李榃玫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31 小学教师组 苗建青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32 小学教师组 王永 太仓市荣文小学

33 小学教师组 龚钰淇 苏州市相城区东桥中心小学

34 中学教师组 陆 阳 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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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35 中学教师组 周烨 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36 中学教师组 刘静 苏州市吴中区石湖中学

37 中学教师组 王奖华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38 中学教师组 万泳菁 江苏省常熟中学

39 中学教师组 王丽花 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40 中学教师组 李娜 张家港市暨阳高级中学

41 中学教师组 张璇 吴江汾湖高级中学

42 中学教师组 朱鸣旋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43 中学教师组 张语航 江苏省黄埭中学

44 中学教师组 张程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

45 中学教师组 王璐霓 昆山市蓬朗中学

46 中学教师组 袁 敏 常熟市游文中学

47 中学教师组 胡丹 苏州市相城区春申中学

48 中学教师组 聂丽君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高级中学

49 中学教师组 郭稳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科技城校

50 中学教师组 陈晓涵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51 中学教师组 谢瑾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52 中学教师组 金艺雯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中学

53 技工教师组 齐晓楠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54 技工教师组 闵婕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55 技工教师组 冯世超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56 技工教师组 李萍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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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57 技工教师组 张小逸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58 技工教师组 王莉莉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59 技工教师组 吴童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

60 技工教师组 冯培燕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61 技工教师组 丁晓娟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62 技工教师组 朱燕婷 机械工业苏州高级技工学校

优秀指导教师

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1 学前教师组 谢蔚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附设幼儿园

2 学前教师组 王加梅 苏州高新区龙惠幼儿园

3 学前教师组 朱雨雯 常熟市石梅幼儿园

4 小学教师组 周志明 常熟市塔前小学

5 中学教师组 庄亚芳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6 技工教师组 鲁毅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7 技工教师组 陈燕芬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苏州市技术能手

序号 参赛老师 所在学校

1 唐思怡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附设幼儿园

2 箫醒园 苏州高新区龙惠幼儿园

3 胡怡纯 常熟市石梅幼儿园

4 李逸皓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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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老师 所在学校

5 陆静芳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越秀校区

6 钱 红 常熟市塔前小学

7 张崇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8 裴靖文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9 王菲尔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10 孙静 江苏省邮电技工学校

11 柏阳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12 张传碧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苏州市金牌工人

序号 参赛老师 所在学校

1 唐思怡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附设幼儿园

2 箫醒园 苏州高新区龙惠幼儿园

3 胡怡纯 常熟市石梅幼儿园

4 李逸皓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本部

5 陆静芳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越秀校区

6 钱 红 常熟市塔前小学

7 张崇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8 裴靖文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9 王菲尔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10 孙静 江苏省邮电技工学校

11 柏阳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12 张传碧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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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娄封泾园幼儿园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怡邻幼儿园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市吴江区天悦幼儿园

常熟市石梅幼儿园

常熟市塔前小学

常熟市实验小学

常熟市浒浦高级中学

常熟中等专业学校

苏州市姑苏区大儒实验幼儿园

苏州市姑苏区常青实验幼儿园

苏州市勤惜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虎丘实验小学校

张家港市万红幼儿园

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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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玉山镇同心小学

昆山市花桥中心幼儿园

昆山市柏庐高级中学

苏州市吴中区溪秀实验幼儿园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高级中学

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湾实验小学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苏州市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实验小学

苏州市相城区澄阳幼儿园

太仓市经贸小学

太仓市高新区娄江幼教中心

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太仓市实验中学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校

苏州高新区天都幼儿园

苏州浒墅关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鸿文园）

苏州高新区龙惠幼儿园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附设幼儿园

苏州相城实验小学校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苏州市叶圣陶中学校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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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江苏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能力大赛
苏州市参赛选手名单

序
号

组 别 参赛者姓名 参赛者所在单位

1 学前教师组 唐思怡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附设幼儿园

2 学前教师组 箫醒园 苏州高新区龙惠幼儿园

3 学前教师组 胡怡纯 常熟市石梅幼儿园

4 学前教师组 潘点点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幼儿园

5 学前教师组 任意钟书 苏州浒墅关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鸿文园）

6 学前教师组 黄琳媛 张家港市万红幼儿园

7 学前教师组 王屹慧 太仓市高新区娄江幼教中心娄江幼儿园

8 学前教师组 高梦平 苏州高新区天都幼儿园

9 学前教师组 倪莹莹 苏州市吴江区天悦幼儿园

10 学前教师组 陆嫣 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伟阳幼儿园

11 小学教师组 李逸皓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

12 小学教师组 陆静芳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越秀校区

13 小学教师组 钱红 常熟市塔前小学

14 小学教师组 秦玲 太仓市经贸小学

15 小学教师组 王崟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

16 小学教师组 孙华青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17 小学教师组 瞿琪 常熟市实验小学

18 小学教师组 范帆 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校

19 小学教师组 王悦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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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组 别 参赛者姓名 参赛者所在单位

20 小学教师组 吴昕爽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21 小学教师组 翁婧一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太湖校区

22 小学教师组 杨敏蕾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23 中学教师组 张崇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24 中学教师组 裴靖文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25 中学教师组 王菲尔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26 中学教师组 王佳 常熟市浒浦高级中学

27 中学教师组 刘仟慧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28 中学教师组 张昊琰 苏州市叶圣陶中学校

29 中学教师组 李培文 苏州市叶圣陶中学校

30 中学教师组 李松林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31 中学教师组 孙娟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32 中学教师组 沈晓霞 常熟中等专业学校

33 中学教师组 王璇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34 中学教师组 陈宇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35 中学教师组 孙静 江苏省邮电技工学校

36 中学教师组 柏阳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37 中学教师组 张传碧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