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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中教体通〔2020〕40 号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公布中山市第四

届名校长（名教师）工作室和首届名班主任

工作室成员的通知

各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市直属学校（幼

儿园），局属事业单位：

根据《关于招募中山市第四届名教师名校长和首届名班

主任工作室成员的通知》要求，经学员自愿报名、各工作室

主持人推荐、专家评审、“三名”管理办公室审核、“三名

工程”领导小组确认等环节，确定中山市第四届名校长工作

室成员 67位、名教师工作室成员 282位，首届名班主任工

作室成员 63位，现将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并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即日起，各工作室正式运行。各工作室主持人与

学员签订中山市“三名”工作室合作协议书。

二、市教育和体育局将适时与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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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工作室签订中山市“三名”工作室项目研究和学员培养

协议书，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三、各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和有关学

校要积极配合工作室开展工作，为他们提供时间保障和学

习、工作、生活便利，在计算工作量和协调工作关系等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

四、“三名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体局师资管

理科（1016室），负责统筹协调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全面工作。

各工作室的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暂由市教研室（719室）负

责。

师资管理科联系人：黄庆财，电话：89989833。

市教研室联系人：陈明宏、林晓洁，电话：89989374，

邮箱：153978890@qq.com。

附件:

1.中山市第四届名校长工作室成员名单

2. 中山市第四届名教师工作室成员名单

3. 中山市首届名班主任工作室成员名单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2020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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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山市第四届名校长工作室成员名单

室名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职务 工作室助理

董再明

名校长

工作室

11

张育文 中山市港口镇大南中学 校长

殷赵飞

（中山市桂

山中学）

巩辉

（中山市桂

山中学）

吴勇明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初级中学 校长

范泰昭 中山市港口中学 副校长

何兴梅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小学 副校长

鲍 莹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团委书记

邱志权 中山市桂山中学 教务处主任

张新滔 中山市小榄中学 总务主任

杨石泉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中学 后勤主任

熊梦侬 中山市建勋中学 教导主任

刘 浩 中山市桂山中学 教务处副主任

殷赵飞 中山市桂山中学 年级组长

郭俊清

名园长

工作室

12

张丽芬 中山市横栏镇教育事务指导中心 学前教研员

毕铎

（中山市政

法幼儿园）

余绮铭 中山市沙溪镇龙瑞幼儿园 园长

何妙雅 中山市古镇镇中心幼儿园 园长

周红萍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小隐幼儿园
园长

饶海霞 中山市港口荣贤幼儿园 园长

卢少玲 中山市板芙华逸幼儿园 园长

钱沛容 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幼儿园 园长

谢雄英 中山市坦洲镇中心幼儿园 副园长

黄秀丽 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幼儿园 副园长

梁景秀 中山市小榄镇明德中心幼儿园 副园长

陈永坚 中山市西区第一幼儿园 副园长

李燕红 中山市东升丽景幼儿园 副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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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职务 工作室助理

黄志煊

名校长

工作室

11

陈玉玲 中山市五桂山学校 校长

刘伟

（中山市东

区远洋学

校）

黄文华 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 校长

毛义祥 中山市三乡镇载德小学 校长

谢秋通 中山市黄圃镇横档小学 校长

肖志红 中山市三乡镇新圩小学 校长

郑燕梅 中山市三乡镇鸦岗小学 校长

刘云霄 中山市小榄镇北区小学 常务副校长

冯丽芬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二小学
副校长

揭平航 中山市黄圃镇马安小学 副校长

吴文海 中山市阜沙镇阜沙中心小学 副校长

蓝桂珊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 副校长

王锡文

名校长

工作室

11

彭柳芳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 校长

李孝如

（中山市第

一中学）

尹习梅

（中山市第

一中学）

孙芝彦 中山市三角中学 副校长

林国胜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主任

万 杰 中山市第一中学 总务副主任

张仁勇 中山市实验中学 教科室副主任

杜文勇 中山市南头镇初级中学 办公室主任

刘道雪 中山市东升镇旭日初级中学 办公室副主任

邱水灵 中山市海洲初级中学 办公室主任

赵洪亮 中山市东区中学 总务主任

梁志强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年级主任

李显刚 中山市小榄中学 办公室副主任

郑凤姚

名校长

工作室

11

刘苗苗 中山市丽景学校 校长

刘晓男

（中山市东

区朗晴小

学）

李向平 中山市南区竹秀园中心小学 校长

廖红艳 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小学 校长

吴国梁 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 校长

彭伶俐 中山市三乡镇载德小学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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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职务 工作室助理

唐嘉临

（中山市东

区朗晴小

学）

章小兰 中山市港口镇中心小学 党支部书记

梁晓虹 中山市石岐杨仙逸小学 副校长

梁 慧 中山市东凤镇西罟小学 副校长

陈肖影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香晖园小学
副校长

尹 程 中山市石岐张溪郑二小学 副校长

汤珏敏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主任

周锦连

名校长

工作室

11

严玲珍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小学 校长

周锦文

（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博凯

小学）

李先奇

（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博凯

小学）

吴燕芳 中山市南区北台小学 校长

李小健 中山市港口镇民主小学 校长

杨金武 中山市大涌镇旗北小学 校长

郑艳德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中心小学 副校长

陈敏华 中山市南朗镇南朗小学 副校长

谢少声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博凯小学
副校长

梁钜全 中山市大涌镇安堂小学 副校长

何建明 中山市东区紫岭小学 副校长

刘爱红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心小学
教务主任

许妙霞 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小学 教导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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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山市第四届名教师工作室成员名单

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万小兵

名教师

工作室

小学语文 15

吴高欣 中山市港口镇民主小学

吴书丽

（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第三

小学）

黄淑贞

（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第五

小学

罗秋婵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八小学

胡娟萍 中山市东凤镇中心小学

杨艳娟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

钟展艳 中山市民众镇育才小学

唐月霞 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

徐细才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晖园小学

余嘉文 中山市小榄镇北区小学

刘新兰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二小学

张婷婷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

贺 琼 中山市三乡镇雍陌小学

周翼林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

朱 慧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

朱咏茵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

陈柳君 中山市东升镇东升小学

李宇韬

名教师

工作室

小学数学 18

陈定坤 中山市石岐区厚兴郑伟权学校

张庆

（中山市五

桂山学校）

刘意礼

（中山市五

桂山学校）

石丽君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

冼碧云 中山市小榄镇中心小学

麦满棠 中山市坦洲镇十四村小学

黄慧霞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

李楚枢 中山市南区北台小学

杨 丽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

梁桂明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中心小学

冉兴容 中山市五桂山学校

潘锦嫦 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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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金锡聪 中山市阜沙镇罗松小学

范 艺 中山市坦洲镇金斗湾小学

曾 鹏 中山市三乡镇大布小学

赖智君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

刘东伟 中山市实验小学

刘军龙 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

兰 天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

黄单庭 中山市大涌镇旗北小学

刘 坚

名教师

工作室

小学美术 16

杨福军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信学校

龚宝香

（中山市石

岐中心小

学）

杨福军

（中山市石

岐中心小学

大信学校）

李桂萍 中山市古镇镇镇南小学

沈 洁 中山市东区竹苑小学

林惠华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四小学

叶佰胜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

李 靖 中山市实验小学

邹春安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鄢 婷 中山市港口镇民主小学

钟保文 中山市南朗镇榄边小学

罗建平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

江高玲 中山市东升镇东方小学

尹璐贞 中山市石岐实验小学

赖露云 中山市西区昌平小学

梁育波 中山市板芙镇湖洲小学

王 瑜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

李叙鸿 中山市实验小学蓝波湾学校

魏海翔

名教师

工作室

机电技术 17

梁海珍 中山市技师学院

张晓晴

（中山市技

师学院）

胡妙漩 中山市技师学院

刘向勇 中山市技师学院

郭杰钊 中山市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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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赖惠珍 中山市技师学院

张晓晴 中山市技师学院

王 琳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朱重阳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李衡延 中山市东凤镇理工学校

孟金鑫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孙 雷 中山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胡立昂 中山市建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林国鸿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黄俊杰 中山市建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招妙妍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邓应强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李秀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朱敏嫣

名教师

工作室

中小学德

育、中职

思政

20

徐 璇 中山市华侨中学

王禹琳

（中山市东

区朗晴小

学）

麦水贞 中山市石岐启发初级中学

郭杨德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曾文珍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李 荆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

林开仪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陈苇宜 中山市坦洲理工学校

龙启兰 中山市三乡镇理工学校

胡 战 中山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赖艳霞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晖园小学

朱四萍 中山市阜沙中学

商胜英 中山市小榄镇德星小学

杜晗婷 中山市黄圃镇新地中心小学

刘 欢 中山市小榄镇华侨中学

肖吕纯 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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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古伟荣 中山市三乡镇大布小学

卢福棠 中山市横栏镇四沙小学

崔士强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信学校

芮 露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黎康华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小学

朱小青

名教师

工作室

中学物理 20

桂江民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

张建军

（中山市第

一中学）

尹平原

（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第一

中学）

谢智斌 中山市东区松苑中学

莫丽影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李松柏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王 伟 中山市华侨中学

翁丹妹 中山市坦洲实验中学

周美淑 中山市西区铁城初级中学

许军禄 中山市小榄花城中学

周志良 中山市实验中学

颜才勇 中山市牛角初级中学

曾 奇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王 剑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李德钦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岳 鹏 中山市华侨中学

古启蒙 中山市华侨中学

向 菲 中山市实验中学

和晓东 中山市第一中学

刘湘衡 中山市实验中学

胡振欢 中山市桂山中学

翁石发 中山市龙山中学

邓 凯

名教师

工作室

初中数学 17

赵明明 中山市坦洲实验中学 赵明明

（中山市坦

洲实验中

学）

关 莉 中山市坦洲实验中学

达娃央宗 西藏工布江达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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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冯叶平 中山市西区铁城初级中学

陈春涛 中山市华侨中学

张万梅 中山市黄圃镇中学

汪晶晶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陈述佗 中山市沙栏初级中学

许景初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初级中学

高 健 中山市西区铁城初级中学

邓 婷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林雄富 中山市三角中学

钟家军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

杨良畏 中山市民众中学

张 青 中山市东区松苑中学

孙 莹 中山市板芙镇第一中学

魏 龙 中山市横栏中学

李 涛

名教师

工作室

中小学

体育
22

温刘军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尹奇军

（中山市第

一中学）

柏建晴

（中山市石

岐中学）

刘 菲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

蒋建强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陈文卿 中山市石岐张溪郑二小学

张 蓉 中山市石岐高家基小学

黄向阳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

郑合元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

肖凯铨 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小学

黄 飞 中山市第一中学

林忠超 中山市第一中学

李佳良 中山市石岐中学

张晓华 中山市阜沙中学

梁博煜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初级中学

钟卫兵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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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王小华 中山市第一中学

刘鹏飞 中山市第一中学

翟廉芬 中山市实验中学

胡学军 中山市小榄中学

黄天涛 中山市东区中学

高 峰 中山市第二中学

邓政武 中山市濠头中学

严玉龙 中山市桂山中学

刘卫平

名教师

工作室

中学语文 15

李 红 中山市实验中学

郑奕珂

（中山市实

验中学）

程超

（中山市东

区中学）

许其山 中山市实验中学

甘成昀 中山市华侨中学

刘云英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张燕芬 中山市实验中学

高海玲 中山市龙山中学

彭桂锋 中山市龙山中学

郑奕珂 中山市实验中学

黄冠华 中山市小榄中学

程 超 中山市东区中学

陈 思 中山市龙山中学

何 榕 中山市五桂山学校

黄玉玲 中山市华侨中学

邓 琴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

孙 艳 中山市浪网中学

丘警通

名教师

工作室

中学语文 12

罗 诚 中山市桂山中学

卢小芳

（中山市东

区中学）

刘义运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李洁汝 中山市桂山中学

胡建斌 中山市桂山中学

杨宇燕 中山市龙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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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赵 馨 中山市东区中学

王 双 中山市第二中学

何胡静 中山市龙山中学

陈 欢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李 莉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初级中学

郑超明 中山市板芙镇第一中学

卢小芳 中山市东区中学

张 华

名教师

工作室

高中语文 13

申 玉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申玉

（中山市杨

仙逸中学）

李金华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陈 鸣 中山市龙山中学

王科锐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袁海锋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蔡 黎 中山市华侨中学

郝友斌 中山市第一中学

梁天钧 中山市龙山中学

胡椰娜 中山市东区中学

王 旋 中山市第一中学

张 俐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漆 梦 中山市濠头中学

杨德洲 中山市华侨中学

楼卫琴

名教师

工作室

中学历史 20

范宗宝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刘刚

（中山市实

验中学）

黄传昶

（中山市东

区松苑中

学）

陈 慧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林 佳 中山市龙山中学

毛阳阳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陈伟平 中山市华侨中学

林颖刚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乔 瑞 中山市第一中学

马丹霞 中山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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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唐 玲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丁云志 中山市桂山中学

张泽惠 中山市第一中学

秦 珂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李飞燕 中山市沙栏初级中学

周 佳 中山市第一中学

徐玲华 中山市阜沙中学

周杏彩 中山市板芙镇第一中学

陈 甜 中山市南头镇初级中学

邹进辉 中山市坦洲中学

罗 彬 中山市三角中学

黄川洹 中山市西区铁城初级中学

梁雪菊

名教师

工作室

小学语文 22

周忠敏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邓梦婷

（中山市东

区水云轩小

学）

冯思佩

（中山市东

区雍景园小

学）

何宝华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

刘伟华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

邓梦婷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冯思佩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杨 笑 中山市实验小学

宁 萍 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

王 淼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孙 川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

曾艳华 中山市三乡镇载德小学

黄海韵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

邹春燕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第一小学

文 勇 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小学

杨 燕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

石玉莹 中山市古镇镇古一小学

田 蓓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博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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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姚欢欢 中山市港口镇中心小学

李正勇 中山市黄圃镇大雁小学

曹文轩 中山市南区北台小学

李樊慧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中心小学

李 威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

吴桂玲 中山市三角镇中心小学

胡冬梅

名教师

工作室

小学数学 17

周 雷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晖园小学

周雷

（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香晖

园小学）

康奘彦

（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第五

小学）

刘林源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

牟进才 中山市东升镇太平小学

周园园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八小学

罗少娜 中山市板芙镇新联小学

陈 瑾 中山市小榄镇联丰小学

黄爱媚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

付碧玉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

莫与谈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

李俊生 中山市东区紫岭小学

王雪岭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

简卓敏 中山市实验小学

周汉龙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

巴学兰 中山市东凤镇中心小学

张乐平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

李 娟 中山市小榄镇北区小学

唐 贺 中山市黄圃镇培红小学

黄伟祥

名教师

工作室

中小学

信息技术
20

阮德怀 中山市实验小学 阮德怀

（中山市实

验小学）

梁樱珠

（中山市实

验小学）

陈卫军 中山市第一中学

王 磊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刘文东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

梁 洁 中山市华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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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梁樱珠 中山市实验小学

宋文艳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信学校

朱钒娜 中山市实验小学

张 慧 中山市东区竹苑小学

杨春梅 中山市黄圃镇新地中心小学

黄红嘉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

陈 磊 中山市坦洲实验中学

邱亚辉 中山市东凤中学

张 琳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葛 焱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郑启立 中山市石岐杨仙逸小学

周丽芬 中山市教育信息中心

汤翠檀 中山市教育信息中心

陈 平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小学

宋晓玉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王世勋

名教师

工作室

中小学

体育
18

姜树平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李大权

（中山市板

芙镇第一中

学）

杜金龙

（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第一

小学）

邵春海 中山市实验中学

于 湘 中山市西区铁城初级中学

詹广权 中山市曹步初级中学

任俊岭 中山市华侨中学

于海洋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信学校

邓蛟龙 中山市黄圃镇新地中心小学

刘学森 中山市横栏中学

刘敏毅 中山市板芙镇第一中学

汤恒绥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

杨 勇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

刘洋洋 中山市华侨中学

陈盼盼 中山市华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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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钟海春 中山市华侨中学

冯嘉义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

梁超洋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赵远野 中山市黄圃镇培红小学

麦翠芬 中山市阜沙镇阜沙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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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山市首届名班主任工作室成员名单

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张鹏飞

名班主任

工作室

中学

班主任
15

金 沂 中山市华侨中学

宋宇翔

（中山市

华侨中学）

王婕妤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陈丽兴 中山市东凤中学

周志武 中山市建勋中学

宋远鹏 中山市坦洲实验中学

区巧容 中山市石岐启发初级中学

李宜蓉 中山市板芙镇第一中学

周 彬 中山市华侨中学

杨泳春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二中学

景千瑞 中山市华侨中学

石 铮 中山市龙山中学

于 洋 中山市华侨中学

官燕珍 中山市黄圃镇中学

陈明玉 中山市三角中学

罗 辉 中山市第二中学

梁凤英

名班主任

工作室

小学

班主任
18

李 琼 中山市石岐杨仙逸小学

李琼

（中山市

石岐杨仙

逸小学）

李荣

（中山市

石岐杨仙

逸小学）

李伟民 中山市石岐杨仙逸小学

李 荣 中山市石岐杨仙逸小学

刘伟琪 中山市石岐杨仙逸小学

刘 阳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信学校

陈伟梅 中山市东凤镇中心小学

高贤静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

李碧连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

赖秀青 中山市实验小学

张小娜 中山市东升镇东方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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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李星群 中山市大涌镇旗北小学

梁业欢 中山市古镇镇古三小学

蒋丽芳 中山市黄圃镇新地中心小学

叶柳娟 中山市阜沙镇阜沙中心小学

胡建文 中山市三乡镇新圩小学

林玉洪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小学

李 燕 中山市民众镇三民学校

吴彩婷 中山市沙溪镇港园小学

孙玮洁

名班主任

工作室

小学

班主任
14

阮小兰 中山市三乡镇载德小学

黄华丽

（中山市

三乡镇载

德小学）

赵立宇

（中山市

三乡镇载

德小学）

苏海兵 中山市三乡镇大布小学

黄 品 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

王彩婷 中山市三乡镇新圩小学

王欢欢 中山市港口镇中心小学

彭钰文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房晓华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小学

唐淑云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小学

钟欣欣 中山市黄圃镇新沙小学

马晓华 中山市南头三鑫学校

李 雪 中山市东升镇兆隆小学

刘丹媚 中山市东凤镇民和小学

吕云秀 中山市菊城小学

杨羽辰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中心小学

黄文继

名班主任

工作室

中学

班主任
16

汪 淼 中山市实验中学
梁耀文

（中山市

实验中学）

马敏

（中山市

良都中学）

梁耀文 中山市实验中学

宋 海 中山市第一中学

任山鹏 中山市第一中学

马 健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韩亚飞 中山市龙山中学



19

室名 学段、学科 学员人数 学员 单位 工作室助理

谭婉文 中山市石岐启发初级中学

常 莹 中山市坦洲理工学校

邓宗强 中山市东凤镇第二中学

王武辉 中山市阜沙中学

曹贵梅 中山市板芙镇第一中学

陈红霞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韩国峰 中山市第一中学

黄慧宇 中山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泳灿 中山市横栏中学

马 敏 中山市良都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