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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广西教学名师、优秀教师、特级教师、优秀教育工
作者拟推荐人选事迹材料

广西教学名师拟推荐人选简要事迹

韦冬雪，现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博士，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广西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领军人物。获全国高校 2013 年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影

响力人物提名。近年来主持完成 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省

部级研究项目 6 项，主要参与省部级研究项目十余项；出版专著、教

材 8 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40 多篇学术论文。

先后获区（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1项、一等奖 3项、二等奖

1 项，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3 项，桂林市社科成果三等奖 1 项，

多篇论文获奖。

侯莉敏，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世界学前教育组织

（OMEP）中国委员会委员、广西教育学会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侯莉敏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扎根西部地区，聚焦学前教育

质量提升和农村地区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用行动研究与层层陪伴的方

式带动了一大批农村幼儿园及一线幼儿教师的进步与成长，足迹遍布

八桂大地。

潘英明，二级教授，全国师范类院校明德奖获得者，广西“十百

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出编教材 6 部，主持区级一流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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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获首届区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正高组二等奖和区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各 1 项。先后指导了十余名青年教师成为学院的中坚力量，培

养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其中有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1

人、7名学生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攻读有机化学硕(博)士学位。

李文芬，中学正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荣获中国化学会化学

基础教育奖，广西自治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桂林市学科带头人、

优秀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擅长研究领域：化学基础教育和德育工

作，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创设“化学课堂学生主体参与教学”

和“化学课堂运用思维导图”模式，主持完成市级以上课题 2项；发

表论文 6 篇；出版主编教材 2 部；指导学生竞赛获国家级奖项 1 人次，

省级一等奖 12 人次。

蒋龙飞，化学特级教师，桂林市政协委员、七星区人大代表，现

任广西师大附外副校长，兼任桂林市国龙外校校长。该同志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投身高中化学一线教学 37 年，成绩斐然。所带班级高考

化学平均分多次名列广西第一，指导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化学竞赛获

得优异成绩。积极参与教辅书籍编写、认真撰写论文、主持和参加科

研课题研究。他分管学校教学工作以来，学校教学成绩屡创新高。作

为桂林市政协委员，做到了持之以恒推动民办教育发展；作为七星区

人大代表，做到了立足本土做群众心声的呼吁者。

梁小春，中小学高级教师，从教 27 年。她多次参加各级课堂教

学比赛获奖，指导青年教师 12 人次参加各级教学比赛获奖，主持、

参与市级以上课题研究 9 项，3 项教育教学成果在自治区级、市级获

奖，7 篇论文发表，2 万字文章收录在《追寻教育梦想》一书，参与

编写广西地方教材《壮美广西》。她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7

次送教下乡，承担广西区内各地专题培训 15 次，获得“广西师范大

学优秀共产党员”“桂林市优秀教师”“桂林市教育科研工作先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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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等荣誉称号。

广西优秀教师拟推荐人选简要事迹

凌小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全国高校思政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主持国家课题 1 项、承担国家级重大项目

子课题 1 项、在研省级厅级课题 3 项。主持完成省级厅级课题 4 项，

参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出版专著教材 2 部，在权威刊

物发表学术论文 40 篇。主持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荣获自治区

级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二等奖一项。

王彦，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

师，广西师范大学女性发展与教育研究所所长，广西基础教育研究院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广西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被评为广西师范大学“教学新秀”“教学能手”“十佳青年”“巾帼

十佳”等。2018 年获得广西师范大学年度优秀教师，2019 年被推荐

为广西师范大学“记功”人选，2022 年获得广西自治区教师教学创新

大赛二等奖，广西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主持申报的《教

育学（公共）》获得广西自治区级线下一流课程、广西师范大学课程

思政重点立项项目。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教师教育研究、教育社会学

研究、基础教育改革研究及家庭教育研究。曾获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

成果二等奖、广西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广西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广西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等。

唐长兴，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高校教

育 16 年，爱岗敬业，深受学生喜爱。该同志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广西高校美术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持或参与区级课题 4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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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西教学成果奖 1 项，科研成果 3项；先后发表 10 余篇学术论文；

参加各类展览近百次，其中 1 幅作品获广西艺术作品展优秀奖(最高

奖)；先后获得校级荣誉称号 3 项；指导学生参赛、课题累计 100 余

项，多次被教育厅评为“优秀指导老师”。

宿程远，博士研究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广西师范大学环

境与资源学院副院长，广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西师范大学 A 类

漓江学者。主要从事高浓度有机废水绿色低碳处理研究，近年来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一区论文 10 余篇。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广西高

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环境科学自治区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负责人，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水处理工程》负责人。

潘娟，硕士，中学高级教师。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

硕士研究生导师，桂林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组成员，道

德与法治教师。从教 13 年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极强的事业

心责任感和良好的师德师风，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探索教学改革

创新，教学成果显著。主编《世纪金榜学案》，参编《红星闪耀桂林》

红色读本，先后主持参与 7 项课题研究，2018 年获自治区中小学优秀

教师“特色示范课堂”，2021 年获“桂林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

奖，20 多篇论文获国家和省级奖项，先后评为桂林市“优秀班主任”、

“教育科研先进个人”、“政治学科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梁寰，教育硕士，中学高级教师。曾赴英国布莱顿大学留学，获

广西基础教育自治区教学成果一等奖，“广西师范大学优秀教师”、

“广西师大教育教学质量先进个人”、“广西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广西中小学英语教学教研先进个人”。从教 24 年，所带历届高中

毕业班高考英语平均分全区第一， 1 名学生获 2019 年高考英语单科

状元。发表获奖论文数篇。参与多个国家级省级市级课题并顺利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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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的区级课题在研中。

申志宏，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师德高尚，担任九年班主任，有

一年支教经历，市级教科研骨干。曾获市教学能手、市优秀教师、市

小学数学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获得自治区、市级教科研工作先进个

人；获国家级教学答辩赛一等奖、录像课二等奖；六次自治区级赛课

和十余次市级、城区级赛课均获一等奖；主持的市级集体课题顺利结

题。带领学校数学团队参加国家级、市级赛课，均获团队一等奖。积

极参加疫情“停课不停学”期间的“云课堂”录制等工作。

广西特级教师拟推荐人选简要事迹

陈燕华，中学物理正高级教师，中共党员，教务处主任，桂林市

学科带头人及学科基地主持人。被聘为首届自治区教学研究指导委员，

桂林市特约教研员及课程改革教学指导专家，广西师范大学外聘硕士

研究生导师。主持课改项目获广西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桂

林市一等奖 1 项。主持完成课题研究 3 项，公开发表论文 8 篇。获得

过“广西教育科研先进个人”“广西师范大学“巾帼十佳””“广西

优秀物理教师”“桂林市优秀教师”等各种荣誉称号。

王忠英，正高级教师，现任广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党委书

记，有 11 年班主任工作和 16 年行政管理及党务工作经历，始终坚持

一线教学，担任过 5 届初中毕业班、6 届高中毕业班教学，所教班级

中、高考成绩优异。她立德树人，潜心教研，尽心履职，勇于创新，

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成效显著，是桂林市学科带头人、高中语文课程

基地负责人，桂林市高中课改“教指委会”综评组副组长。她曾获全

国优质示范课奖，广西优秀教育工作者，广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个人，桂林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广西师范大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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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质量管理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毛洁洁，女，中小学高级教师，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现在桂林

市七星区卓然小学担任年级组长，班主任，数学教学。曾获“广西师

范大学优秀教师”，“桂林市优秀辅导员”，“桂林市小学数学教研

先进个人”，七星区“奋进的榜样 育人的楷模”，桂林市七星区卓

然小学“辐射引领”教师等荣誉称号，作为班主任所带 147 班获得桂

林市 2017 年度先进班集体。执教《认识面积》获得全国一等奖，参

与三年级上册《什么是周长》一课的教学研讨和答辩，荣获全国一等

奖。

广西优秀教育工作者（高校行政管理、教辅人员、专职辅导员）

拟推荐人选简要事迹

梁君，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广西重大招标项目 1 项，广西智库联盟重大专题招标项目 2 项，

广西社科联重点项目1项以及横向项目6项；出版专著一本，在CSSCI、

北图核心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 1 项，三等奖 1项（均排名第一）。工作积极负责，勇于开拓创新，

成效显著，教学认真负责，教学效果良好；目前主持区级教改课题 1

项；获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一项（排名第六），二等奖一项（排

名第五）。

曾振华，硕士，副教授，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2019 年入选首批“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

才支持计划”（骨干教师）。从事高校学生工作 15 年，带着“教育

成长共同体”的工作理念，以“三线联动”创新“三全育人”机制，

获评 2021 年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个人也获评“全国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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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年度人”提名奖、“广西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十几项自治

区级以上荣誉。

广西优秀教育工作者（中小学行政管理、教辅人员）

拟推荐人选简要事迹

潘春林，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现任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

纪委书记，担任了 16 年班主任、7 年年级组长（兼任）和 12 年行政

管理及党务工作，担任过 13 届高中毕业班的教学，所教班级高考成

绩优异。他立德树人，注重科研，尽心履职，勇于创新，教育教学及

管理工作成效显著，他获得过“广西师大优秀党员”“党员先锋岗”

“桂林市优秀教师”“桂林市优秀班主任”“广西师大优秀教师”“桂

林市优秀管理者”“广西师大教育教学质量管理先进个人”“优秀年

级组长”“先进教育工作者” “师德标兵” 等多项荣誉称号。

邓宇，中学高级教师，现任广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党政办

主任，桂林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委员会委员、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教学改革创新联合体（广西师范大学）专家

指导组成员。该同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从事党政办主任工作七年来，协助校领导处理学校行政、党务工

作，认真负责，勇挑重担，曾获广西优秀政治教师、桂林市优秀政治

教师等荣誉，在学校党建工作、行政管理、教学改革、疫情防控等工

作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师生树立了榜样。

陈燕虹，卓然小学教师，深根小学数学 26 年。牢记党员使命，

在抗疫期间率队完成教育部“停课不停学”工作的四个年级的“开学

第一课”。在城区教研员和学校科研主任岗位上，能统筹安排，创新

工作，通过多项教育管理举措，将工作推上新台阶。业务能力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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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赛课特等奖、一等奖 6 项。带领桂林小数教师累计获得 10 个全

国赛课一等奖，23 个广西赛课一等奖。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 1 项、主

持和参与市级课题 10 余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创作数学绘本 60 本，

累计发行量近 70 万册。主持获得广西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获

广西“特级教师”称号，是桂林市学科带头人。

苏美兰，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副园长，小中高职称。桂

林市学前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桂林市学前教育科研先进个人，广西师

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在多年的学前教育工作中，不懈努力，取得了

显著成绩。主持 1项广西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主持 1 项桂林市教

育科学规划 A 类课题；主要参与多项区级、市级课题研究,主要参与

的项目获广西基础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个人项目获桂林市

第七届中小学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三等奖。是桂林市七星区教育科研专

家库专家成员，经常参与、组织和指导区内外的学前教育工作，撰写

出版多部教育教学参考书、公开发表多篇教育教学论文，获得多个教

学成果奖。

广西优秀教育工作者（班主任）拟推荐人选简要事迹

邱立明，参加工作以来，获“连任 12 年班主任”荣誉证书；被

评为市级优秀班主任，市级教学先进个人，市级优秀化学教师；被广

西师范大学评为优秀党员、管理先进个人；两次所带的班级被评为市

级先进班集体；优质课比赛获桂林市一等奖；曾参加“广西来宾市名

校名师工程”培训；七次被评为校级优秀班主任或德育者；有三篇论

文发表于国内期刊，参加了多个课题的研究。

蒋君龙，中学高级教师，教龄 26 年，班主任 20 年。荣获桂林市

第三批“学科带头人”称号，市人民政府授予“桂林市优秀教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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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高考成绩突出，被评为教学质量先进个人；参加新课程改革优质

课比赛荣获国家级三等奖，省级二等奖，市级一等奖；指导学生参加

全国各级各类竞赛成绩显著，被评为全国高中数学联合竞赛优秀教练

员，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授予“中国数学奥林匹高级教练员”称

号；在第 10 届“华文”全国师范生数学微课比赛的评审活动中被授

予“优秀评审专家”称号；科研成果斐然，主持市级课题 2 项，参与

课题 2 项，多篇论文获奖和发表，多次荣获桂林市中学数学优秀教师、

校级优秀教师、十佳班主任和优秀班主任。

沈杨，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年级组长，幼教高职称。桂

林市学前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桂林市学前教育科研先进个人。在多年

的学前教育工作中，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近年来曾获得桂林

市优秀班主任（2020 年）、广西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三等

奖（2015 年）、桂林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2015

年）、桂林市幼儿园教师优质课竞赛一等奖（2017 年）、桂林市第六

届幼儿园中青年教师优质课决赛一等奖（2015 年）、广西优秀教研成

果三等奖（2011 年）、第三批桂林市教学能手（2019 年）、桂林市

教育学会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先进个人（2016 年）、四篇教育教学论

文获全市一等奖（2021 年、2015 年、2017 年）等荣誉称号和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