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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教科研函〔2021〕56号 

 

关于做好 2021年教育名师工作室组建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研室、市管学校： 

根据《合肥市名师工作室建设管理办法》的规定，我市 2021年

拟设立 35 个教育名师工作室，上半年市教育局评选出 35 名工作室

领衔人，为规范合肥市教育名师工作室管理，更好地发挥教育名师

工作室的作用，现就做好 2021年教育名师工作室组建工作提出以下

要求： 

1.动员有潜力的教师申报相关工作室成员。各县（市）区教研室、

市管学校在教育信息网、校园网等相关媒体进行宣传发动，鼓励学

校有潜力的优秀教师对照学科进行申报。采取个人自愿和学校推荐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报名，申报人对照工作室成员申报条件（附件 2），

填写《合肥市 2021 年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申报表》（附件 3），经

申报人所在学校审核同意后直接递交领衔人（可与领衔人联系，或

发送邮箱）。对被确定为工作室成员的教师，由市名师工作室领导

小组办公室、市教科院统一颁发聘书。 

2.确定教研基地学校。为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的辐射带动作用，

各工作室除在本单位挂牌的同时，要面向合肥市其他较为薄弱的中

小学校，选择 1 所作为本工作室开展活动的基地学校（已有的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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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本区域的新优质学校优先）。工作室在基地学校不建专门活

动场地。基地学校的确定，由领衔人和学校间实行双向选择，县（市）

区教育主管部门统一协调。基地学校确定后，报市名师工作室领导

小组办公室备案。 

3.2021 年评选出的名师工作室领衔人所在的学校要创设条件，

提供场地和一定的财务支持，做好硬件建设和宣传倡导工作，让工

作室发挥出应有的引领示范作用。 

各工作室务必于 6月 30日前组建完毕；并及时将确定基地学校

和遴选成员等相关工作材料报市名师工作室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 

1.合肥市 2021年教育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名单 

2.合肥市 2021年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选聘条件 

3.合肥市 2021年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申报表 

 

 

 

                 合肥市名师工作室领导小组办公室                

                 合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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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合肥市 2021年教育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学科（项目名称） 联系邮箱 手机号码 

1 於婷婷 巢湖市中心幼儿园 学前教育 1259330771@qq.com 17705656508 

2 毕大华 合肥市庐阳实验幼儿园 学前教育 102546459@qq.com 18019560105 

3 王  玲 合肥市阳光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124331354@qq.com 17730002337 

4 王  丽 合肥市长淮新村小学 小学语文 2859143729@qq.com 13856056950 

5 周纪红 庐江县城关小学 小学数学 649317878@qq.com 18256586205 

6 李华敏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翠微分校 小学英语 447212477@qq.com 13866711676 

7 方玉婷 合肥市和平小学东校 小学音乐 407291970@qq.com 13615515551 

8 王昌余 合肥市南门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 827305448@qq.com 13505609329 

9 刘  艳 合肥市红星路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475263261@qq.com 13956988597 

10 许家良 合肥市五十中天鹅湖集团望岳校区 初中英语 409526405@qq.com 18919625647 

11 林  军 合肥市包河区教体局教研室 初中物理 1172175471@qq.com 18919655602 

12 王家传 肥东县教体局教研室 初中生物 1577503327@qq.com 13956920803 

13 吴宝明 合肥市西递中学 初中历史 2583438315@qq.com 13855114800 

14 陈  丽 合肥市第四十六中学 初中地理 286471090@qq.com 13500506290 

15 张  妮 合肥市五十中天鹅湖集团天鹅湖校区 初中语文 342866932@qq.com 13955146464 

16 张志良 合肥市梦园中学 初中美术 87961095@qq.com 13956023732 

17 蔡  蕾 合肥市第四十二中学 初中信息技术 632227029@qq.com 13956982982 

18 蒲荣飞 合肥市第八中学 高中数学 13966528197@126.com 13966528197 

19 李启梅 合肥市第三十二中学 高中数学 Lqm1229@163.com 17705658721 

20 梁  华 合肥市第八中学 高中生物 446254968@qq.com 18905692868 

21 郭齐智 合肥市第四中学 高中体育 408731976@qq.com 13956805444 

22 蒋信伟 合肥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13865970221@163.com 13865970221 

23 张  岚 合肥市第八中学 高中英语 562164720@qq.com 19813423944 

24 戈益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化学 hfgeych@ustc.edu.cn 18949889660 

25 秦  娟 合肥特殊教育中心 特教语文 41446185@qq.com 13856997230 

26 陈  傑 合肥市经贸旅游学校 中职数学 34065258@qq.com 13855106946 

27 彭  正 合肥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劳动教育 Yzxs80@163.com 18130067719 

28 王勇军 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美育 1512199758@qq.com 15056999966 

29 顾晓惠 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 中学德育 1797258156@qq.com 18956089076 

30 裴章云 合肥市蜀山区教体局教研室 中学美育 869874719@qq.com 18956070678 

31 韦永峰 合肥市和平小学花冲分校 小学数学创新特色社团 908817460@qq.com 13956944060 

32 李斐斐 合肥市和平小学 小学戏曲特色社团 276555778@qq.com 18225852288 

33 王  燕 合肥市第六十三中学 民间美术特色社团 43414586@qq.com 18010851728 

34 王  卉 肥东第三中学 巧巧手社团 844377065@qq.com 13855177557 

35 陈维严 合肥经开区教研室 中小学读写诵一体化 383934418@qq.com 1385519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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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合肥市 2021年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选聘条件 

  

1.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较高的理论水平，扎实的业务基础，一定的

教育科研能力和较好的发展潜质。 

2.具有强烈的进取心，献身教育事业的热情，积极钻研的精神，团结

协作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3.具备中小学一级教师及以上职称（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的教

师可放宽至中小学二级教师，且农村学校教师在成员数占比不少于

30%。）。 

4.获得过县（市）区级及以上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称号者优先（在

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的教师可不受此条限制）。  

5.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 45周岁（1976年 5月 1日后出生）。 

6.特校、中职成员申报按照上述条件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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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合肥市 2021年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 
 政治面貌  

现任教 

学 科 
 

工作 

单位 
 

联系 

电话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电子 

邮箱 
 

教育 

 

教学 

 

主要 

 

成绩 

 

 

 

 

所在单

位意见 

 

 

 

 

工作室

领衔人

意  见 

 

注：此表填写好后与领衔人联系，发送领衔人统一收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