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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建昌是儒林中学一名

数学老师，连续8年任初三班

主任，他凭优秀的教学成绩

获评2021年南粤优秀教师。

在表彰大会上，他双手接过

鲜花和证书，表示未来将继

续发光发热，用最大的热情

教育学生，让孩子们在德、

智、体、美、劳各方面均衡发

展，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

人。

与关建昌一起接受表彰

的，还有获得南海区十佳教

师/班主任称号、教育系统先

进个人等的311名老师。现

场，学生们还带来舞蹈《红色

畅想》《中国红》等精彩文艺节

目，表达对老师深情的问候和

最真挚的祝福。

当日，儒林教育基金也举

行了颁奖仪式，表彰了100名

教学先锋、30名管理能手、25

名最美教师等先进教师，以及

奖励50名学科竞赛优秀者、

100名奋进学生等一批品学

兼优九江学子。

九江举行庆祝教师节表彰大会，表彰一批先进个人和集体

党建引领 师生共进 乡贤支持
擦亮儒乡教育品牌

●南海区有为校（园）长
梁秀容

●南海区教学能手奖
李群英 刘湘玲 黎淑枝 岑雪梅 汤耀祥

李雪珍 曾 乡 李敏妍 罗嘉慧 覃靖文

黄晓红 肖 帆 黄慧瑜 谭英梅 胡肖兰

左洁霞 区少方 张卉妍 李燕华 李燕明

岑艳虹 吴润昌

●南海区管理能手奖
郝海龙 丘伟珍 韦龙 岑颖梅 潘江祥

崔初好

●南海区师德标兵
张绮雯 梁卫周 崔晓红

●南海区最美思政课教师
何转娇

●南海区优秀班主任
李伟坤 李绮华 谭婉杏 曾庆华 丘伟红

苏祖盛 程家鹏 邓国森 关艺萍 苏翠英

张少娟 崔燕青 陈建伟 覃金英 蒙银霞

何爱珠 梁少娴 蔡春来 陈结桃 卢美琴

●南海区优秀教辅人员
陈文勇

●南海区学校健康安全卫士
黎顺萍

●南海区优秀后勤人员
陈荣祥

9月9日，九江举行2021年庆祝教师节表彰大会，对311

名先进教师、20个学前教育先进集体进行表彰。素有“儒林

之乡”美誉的九江，在党建引领下，朝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目标，持续发力打造教育强镇品牌，取得了累累硕果。

九江素有“儒林之乡”

的美誉，文化底蕴深厚，尊

师重教之风兴盛。近年

来，九江围绕“办人民满意

的教育”这一目标，以党建

为引领，全力推进基础教

育提升，特别是将教育事

业与城市规划、项目建设、

人才培育等重点工作系统

谋划、统筹推进，不断满足

群众对更好教育的需求，

打造教育强镇品牌。

“党建抓得好，教育就

有魂，就有精气神。”九江

镇教育发展中心主任谢景

如表示，教育不仅承担着

传播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

责任，更肩负着引领学生

思想政治、道德修养的重

任，其中，党建工作显得格

外重要。

教书育人，是教育工

作的基本内容。党建也要

增强服务能力，九江镇在

服务师生中实现对教师业

务能力的引领。一是优化

党组织设置方式，使党支

部重心更贴近业务核心。

按照有利于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的原则，灵活地将党

支部建在学科组、年级组

和项目组上。二是干部坚

守课堂一线，确保决策及

时回应需求。明确要求所

有干部深入教育教学一

线，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

以便精准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难题。三是党员“比

武”在一线，让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体现在教育改革

发展的实践中。

目前，九江镇内每所

学校、幼儿园都成立了党

支部，通过推行“苹果”计

划，包括“青苹果”成长计

划、“红苹果”良师计划、

“金苹果”名师计划，以老

教师带年轻教师，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培育英才，深

化教学研究，促教学高质

量持续发展，提升体艺素

养，学校科创成果丰硕。

通过抓实党建，实现

党建引领，九江镇教育教学

质量稳步提升。围绕“儒乡

教育、立品创先”的发展定

位，九江深入推进“校园安

康”“儒乡良师”“儒乡英才”

“儒乡名校”和“儒乡生态”

五个工程项目，推动儒乡教

育高质量发展。

今年中考，九江镇总

分670分以上有6人，650

分以上有64人，600分以

上有 486 人，占比高达

52.43%。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满腔热情关心教师，让广

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

感，事业上有成就感。”九

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候

选人罗淮东表示，把加强

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

立德树人各方面、全过程，

九江就能以高质量党建引

领高质量教育，为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

“非常感谢关杰初、吴绮

兰伉俪的鼓励和支持，我将会

以此告诫儿子，让孩子向热心

人士学习，用心读书，将来回

馈社会，回报家乡。”北京大学

学子孙鹏的母亲彭梅芳从领

奖台下来，手拿着10万元奖

励金，激动地说。

同她一起上台领奖的还

有另一位北大学子家长叶结

英，她同样为关杰初、吴绮兰

伉俪的善举点赞。今年暑假

期间，关杰初、吴绮兰伉俪探

访、慰问他们两个家庭，并向

他们分别送上10万元奖励

金。

除了北大学子外，吴绮兰

奖学助学基金还对考上中山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知名学

府的学子进行奖励。

九江乡贤关嘉华表示，此

次以母亲名字设立吴绮兰奖

学助学基金，目的是对品学兼

优的学生进行奖励，鼓励他们

不断攀登高峰；同时，对生活

困难的学生实施帮扶，鼓励他

们自强自信，成人成才，将来

回馈家乡，回报社会。

今年6月份，九江举办慈

善公益捐赠签约暨九江慈善

会儒林教育、仁爱医疗发展基

金启动仪式，关杰初、吴绮兰

伉俪和九江镇签署慈善公益

捐赠协议，承诺10年共计捐

赠2亿元，助推九江教育进一

步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九江尊师重

教、崇德向善之风浓郁，教育

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教育教学

质量逐年提升，有赖于社会贤

达慷慨解囊，积极支持家乡建

设。”九江镇政协工作委员会

主任傅伯景介绍，九江募集资

金2000多万元成立儒林教育

基金会，旨在鼓励全体师生积

极进取，学校家庭和谐共进，

为九江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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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九江教育高质量发展

●九江镇优秀校（园）长（10人）
岑雪梅 谭娴庭 韦 龙 余福生 朱文勇

关嘉仪 何凤儿 黄洁静 梁彩影 钟英莲

●九江镇优秀班主任（30人）
蔡椿桃 关宝芬 关艳芬 关智桢 黄文顺

黄业毅 黎燕霞 黎梓红 李 青 李凯玲

梁 强 林思慧 刘燕秋 刘忆添 龙超英

卢海恩 莫方锋 潘伟茂 潘子冰 文 倩

夏琴影 萧敏君 谢 靖 余永强 张 霞

张桂花 张嘉琪 张晓嘉 郑冬晓 宗宏兴

●九江镇优秀教师（70人）
岑伟盛 曾东燕 曾芷欣 陈建伟 陈少玉

陈中华 崔惠欢 邓志霞 杜友兴 冯志恒

冯志茹 古丽萍 关锦容 关娟英 关美芬

何夏儿 胡昆华 黄碧芳 黄丽萍 黄伶君

黄志雄 黄子扬 柯美芬 孔丽颜 劳映红

劳子容 黎香梅 黎兴成 李 效 李翠霞

李多华 李宏升 李树坚 李晓霞 李彝青

梁中宝 廖洁晓 林继明 刘 琼 刘佳武

卢锦媚 罗秋兰 麦智勇 孟 杜 欧伟贤

潘满然 潘伟清 潘燕媚 区晓红 区艳冰

施华雪 苏玉芬 谭爱兴 王金兰 吴绍聪

吴淑莹 吴紫红 萧雪琴 谢佳惠 叶永胜

叶育红 袁 敏 张明月 钟发球 钟建锋

周 聪 周洁惠 周文广 朱碧芳 朱燕红

●九江镇优秀青年教师（15人）
陈愉婷 关键欣 官凤燕 李志梅 梁彩欢

刘淑娇 刘燕玲 罗愉欢 莫凯欣 潘丽萍

陶 梅 邢晓琳 徐婷婷 张妙玲 曾宇平

●九江镇德育先进工作者（15人）
岑志明 曾丹宁 陈雪娜 扶宝现 高丽燕

胡 慷 黄银妹 江志勇 老淑萍 李东燕

梁秀英 梁泳贤 谢俭华 徐爱华 张婵苑

●九江镇优秀团工作者（少先队辅导员）（15人）
岑展鸿 岑智瑶 何 芳 莫敏琪 邵毅杰

陈颖琳 池日红 何雪霞 黄 云 李关癸

李子欣 罗艳芬 区凤京 巫靖怡 徐红英

●九江镇学校体（卫）艺先进工作者（15人）
李金焕 林杰容 林漪菁 刘洁诗 刘练雄

陆宝华 陆家森 陆毅新 罗 胜 苏东为

覃仁豪 吴章荣 姚爱萍 张梦瑶 朱和军

●九江镇学校先进后勤工作者（15人）
陈广强 陈倩玲 陈维兵 关坚强 关锡梧

吉天华 李杰玲 李义柏 梁伍仔 林群芳

林世威 刘 超 莫恒龙 欧炽衡 潘海泉

●九江镇教学能手 (29人）

（在编教师18人）
岑凤萍 陈倩敏 陈肇培 崔燕霞 关武强

胡颖红 黄立坚 黄慕标 黄振远 简群弟

李碧婵 李倩怡 廖建萍 罗瑞芳 吕桂枝

莫 仙 欧家其 区文开

（临聘教师11人）
曾敏华 关晓婷 胡绮华 黄天妹 赖婷婷

廖坚明 林 铭 林宁霞 韦 艳 张燕丽

朱小莹

●九江镇优秀临聘教师（51人）
包玉婵 蔡健炜 陈彩霞 陈惠仪 陈佩珊

陈清丽 陈婷婷 崔冬梅 崔文婵 崔咏诗

戴慧慧 邓凯丽 关颂然 韩 晶 何颖琳

胡耀霖 黄剑清 黄美玲 黄诗怡 黄婉盈

老艳娟 李茜华 梁飞鸿 梁国婷 梁静仪

梁 艳 刘乐琪 刘淑华 龙 佳 卢子欣

麦惠婷 莫变妹 庞利利 钱雪霞 苏铭盛

苏小娟 谭锦成 谭琼珍 王伟杰 吴成娣

吴金凤 吴艺冰 向玉洁 詹清梅 张凤珠

张斯茗 张欣瑜 周嘉韵 朱凤菁 曾彩坚

曾泳霖

●九江镇优秀交流教师（16人）
蔡维权 陈红阳 邓建辉 冯敬光 关宝芬

何惠群 黄碧芳 黄海权 李业斌 龙丽妍

卢相瑜 马银英 熊传森 许振华 余永强

曾伟楠

●九江镇幼教先进工作者（30人）
陈丽妍 陈秋敏 陈水足 陈小燕 冯送兰

关少容 何东梅 何思韵 黄彩凤 黄锐华

黄炜欣 李 灵 李敏华 梁美玲 梁燕欣

梁咏梅 林州燕 卢楚红 骆 珍 麦惠霞

莫佩仪 苏晓冰 谢巧英 熊晓倩 张碧琼

张古月 郑少梅 周桥婵 曾雪容 曾炎英

（九江镇获奖名单）

2021年南商教育基金先进个人

（九江镇获奖名单）

2020~2021学年度南海区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南海区先进集体
九江镇初级中学

●南海区十佳教师
陈恩源

●南海区十佳班主任
黄胜清

●南海区优秀支教教师
列炎

●南海区优秀校（园）长
叶耀词 彭喜倡 张志成 詹锡云 钟华

刘水燕

●南海区优秀教师
林清凤 陈惠仪 梁维枝 谭丽贞 岑惠霞

欧家如 何少芬 冯志敏 傅彩玉 孙启富

李伟伟 关月婵 陈丽萍 刘光锦 洪紫燕

刘旭东 邹伟德 崔巧英 莫胜坚 刘洁颜

薛燕燕 岑凤莲 梁春莲 张情意 袁雁鸿

陈海红 黄小裕 胡富如 扶少姬 潘叙培

王海平 陈文海 郭瑞明 康广佳 冯 月

莫佩华 区伟堤 曾向荣 李卫青 黎琼莉

郑小莹 陈艳婷 麦永灶 邹剑波 郑礼超

杨毅

●南海区优秀班主任
李绮华 曾思怀 赵小明 陈锦宁 李婉华

关爱銮 邓兴富 古绍铭 但 愿 罗智玲

冼美芬 曾肖霞 黄佩明 陈淑芳 李凤英

周海华 张 强

●南海区先进教育工作者
丘文胜 周添雄 叶智欣 林惠玲 陈丽雯

李 兰 梁淑仪 易 茗 邓向明 杨 洁

李子俭 崔绮云 关帅文 黄肖珊 吴超艺

李金玲 崔祐贤 罗小玲 何伟平 李群英

邓颜冰 岑结鸣 陈敏贤 谭咏梅 岑杏梅

吴志凌 李倩莹 李艳贞 郑少丹 刘 朋

张力雄 陈丽静 关建昌 程丽敏 梁秀容

关武强 何转娇 蔡 昀 谭亮发 周卫民

欧凤莲 吴淑莹 李恩仪 赖婷婷 文扬飞

吴成娣 金香淑 罗敏思 王 龙 蔡仰萍

朱春威

●南海区优秀青年教师
崔婉雯 罗洁玲

●南海区优质服务奖
张志准 崔凯玲

2020~2021学年度
九江镇教育系统优秀个人

上东社区居委会 下北社区居委会 北村社区居委会 下东村委会

九江镇2020~2021学年度学前教育示范村（社区）

梅圳社区居委会

南金村委会

上西村委会

下西社区居委会

南方社区居委会

河清社区居委会

烟南村委会

镇南社区居委会

石江社区居委会

水南社区居委会

西桥社区居委会

九江镇2020~2021学年度学前教育先进村（社区）

新龙村委会

沙咀社区居委会

敦根社区居委会

璜矶社区居委会

英明社区居委会

九江镇2020~2021学年度学前教育达标村（社区）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沈芝强通讯员陈国杰施玉辉

■九江镇教育系统先进个人上台领奖。

■九江乡贤吴绮兰、关嘉华为优秀学子颁奖。

■表彰大会上，学生精彩表演为老师送上祝福。

■九江儒林一小，老师正在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