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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教工委〔2022〕30号

中共来宾市委教育工委 来宾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表扬来宾市教育体育系统“最美教师”
“最美辅导员”“最美班主任”“最美教育
体育工作者”“最美教练员”“最美社会
体育指导员”“最美运动员”的决定

各县（市、区）党委教育工委、教育体育局，局机关各科室，局

属二层单位，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党委，市直各学校（含民办

学校）：

近年来，全市教育体育系统坚定不移拥护党的全面领导，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斗志昂

扬，积极作为，顽强拼搏，在全市教育体育系统各项工作中

取得优异成绩，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个人。为充分激发广大教

育体育人的工作热情和情怀，营造凝心聚力、拼搏实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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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创新、砥砺奋进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经研究，决定授予

王喜梅等 51 人“最美教师”、韦甜等 20 人“最美辅导员”、卢云

等 30 人“最美班主任”、韦华程等 20 人“最美教育体育工作者”、

韦国浩等 19 人“最美运动员”、韦丽宇等 20 人“最美教练员”、

韦凤仙等 20 人“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荣誉称号。

这次获表扬的优秀个人是全市教育体育系统近 50 万干部职

工群众、师生的先进代表。希望获表扬的先进个人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不

断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体育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希望全市

教育体育人以获表扬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学习他们为人师表的

无私精神，学习他们勤奋爱岗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们敢想敢干

的创新精神，学习他们扎根基层的奉献精神，学习他们刻苦顽

强的拼搏精神，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担当、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

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投身到来宾教育体育事业中去，继

续努力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业绩。

希望全市教育体育系统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勇担时代

重任，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庆祝来宾建市 20周年作出教

育体育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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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来宾市教育体育系统“最美教师”“最美辅导员”“最美

班主任”“最美教育体育工作者”“最美教练员”“最美社

会体育指导员”“最美运动员”表扬对象名单

中共来宾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来宾市教育体育局

2022 年 8 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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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来宾市教育体育系统“最美教师”“最美辅导员”
“最美班主任”“最美教育体育工作者”
“最美教练员”“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最美运动员”表扬对象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一、“最美教师”（51名）
1. 王喜梅 忻城县中学

2. 韦江妮 忻城县红渡镇中心幼儿园

3. 韦树唐 来宾高级中学

4. 韦海源 来宾高级中学

5. 韦婷婷 来宾高级中学

6. 卢小焕 兴宾区南泗乡初级中学

7. 叶 旦 兴宾区凤凰镇中心小学

8. 邝雪梅 兴宾区小平阳镇中心小学

9. 冯陶艳 来宾市第一中学

10.朱观添 武宣县中学

11.牟伦芬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

12.苏 俊 武宣县第一幼儿教育集团

13.李庆荣 武宣县二塘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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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新谊 武宣县实验初级中学

15.李燕燕 合山市实验小学

16.何 田 象州县城东小学

17.张佩勉 来宾市卫生学校

18.陈 苇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19.陈 静 金秀瑶族自治县桐木中学

20.林 梅 忻城县城关镇民族小学

21.罗世凤 象州县运江中心校

22.罗礼荣 来宾市第三中学

23.罗 健 武宣县桐岭中学

24.郑馨梅 武宣县职业教育中心

25.莫江丽 忻城县民族中学

26.莫美锋 来宾市第五中学

27.莫彩虹 来宾市第二中学

28.徐 晓 来宾市河西小学

29.黄小青 来宾市城南小学

30.黄恒智 柳州地区民族高级中学

31.黄润年 来宾市第八中学

32.黄淑姣 象州县民族中学

33.黄景秋 来宾市滨江小学

34.银乐乐 象州县第一幼儿园

35.梁文清 兴宾区良塘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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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覃小路 合山高级中学

37.覃付玲 象州县象州镇初级中学

38.覃迎花 来宾市第六中学

39.覃 琳 兴宾区三五镇中心小学

40.覃朝业 来宾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41.覃朝姣 柳州地区民族高级中学

42.谢芳丹 来宾市第一中学

43.蒙凌群 金秀瑶族自治县桐木中心校

44.廖佳锋 武宣县三里镇中心校

45.廖艳利 象州县教研室

46.谭洪明 来宾市第四中学

47.谭晓秋 兴宾区第一幼儿园

48.樊文立 忻城县高级中学

49.黎春葵 象州县中学

50.潘美菊 武宣县民族初级中学

51.檀廷先 来宾市第二中学（在来宾市教育体育局挂职）

二、“最美辅导员”（20名）
1. 韦 甜 来宾市第六中学

2. 韦雪海 来宾市民族小学

3. 冯方佳 象州县石龙中心校

4. 兰 芳 来宾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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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苏热生 金秀瑶族自治县桐木中学

6. 李 青 来宾市第二中学

7. 吴丽滨 金秀瑶族自治县桐木中心校

8. 张晓静 象州县民族中学

9. 何春宁 武宣县实验初级中学

10.相裕茂 象州县城东小学

11.黄玉莲 来宾市第十中学

12.黄寒丽 忻城县民族中学

13.崔春红 来宾市河西小学

14.曾思苑 武宣县中学

15.蓝 姣 忻城县教育体育局（忻城县少先队总辅导员）

16.蓝 雷 来宾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7.蒙柳菲 来宾市第八中学

18.谭 嫦 武宣县东乡镇中心校

19.潘靖琳 来宾市第七中学

20.磨芳芳 合山市实验小学

三、“最美班主任”（30名）
1. 卢 云 来宾市实验小学

2. 卢锦侨 武宣县中学

3. 苏欧海 来宾市第四中学

4. 苏毅柳 武宣县民族初级中学



- 8 -

5. 杨秋凤 象州县寺村镇中学

6. 肖云月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

7. 何 帅 来宾市第八中学

8. 陆春燕 象州县石龙中心校

9. 陆 玲 忻城县民族中学

10.陆 珠 来宾市第六中学

11.陈德生 来宾市第一中学

12.林 梵 来宾市第三中学

13.胡 炜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

14.钟小娜 来宾市第二中学

15.莫红英 合山市实验初级中学

16.黄祖辉 来宾高级中学

17.黄海鹰 来宾市第七中学

18.黄 猛 象州县第二中学

19.覃永和 来宾市第五中学

20.覃荣桂 武宣县职业教育中心

21.覃祖达 来宾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2.覃静冰 武宣县实验初级中学

23.谢 仁 来宾市第十中学

24.蓝志坤 忻城县高级中学

25.蒙杏茜 忻城县实验中学

26.臧海迁 柳州地区民族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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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廖超军 象州县花山小学

28.谭秋梅 合山市实验小学

29.樊香梅 来宾市滨江小学

30.潘慧梅 来宾市祥和小学

四、“最美教育体育工作者”（20名）
1. 韦华程 忻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

2. 韦启利 武宣县通挽镇中学

3. 卢巧巧 来宾市翠屏小学

4. 兰海景 忻城县民族中学

5. 李凤斌 武宣县民族初级中学

6. 肖 敬 兴宾区寺山镇初级中学

7. 吴 彬 兴宾区第一幼儿园

8. 陈 敏 兴宾区教育体育局

9. 罗 扬 兴宾区教育体育局

10.罗玉琳 来宾市卫生学校

11.姚 昕 来宾市第八中学

12.黄 靖 武宣县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13.梁永强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

14.覃汉坤 来宾高级中学（在来宾市教育体育局跟班学习）

15.覃永生 来宾市第二中学

16.覃丽云 象州县象州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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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覃宏波 来宾高级中学

18.蒙 娟 象州县实验小学

19.谭福珠 合山市实验小学

20.潘梦婷 象州县教育体育局

五、“最美运动员”（19名）
1. 韦国浩 来宾市祥和小学

2. 韦雪花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3. 韦富莹 象州县象州中心校

4. 石相洲 来宾市第二中学

5. 苏昱诚 象州县城东小学

6. 肖艳欣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7. 张小合 来宾市第二中学

8. 张晓玲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9. 张晨宴熙 来宾市第六中学

10.陈世仙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11.罗广林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12.黄艺萱 武宣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东校区

13.黄诗懿 来宾市第六中学

14.梁钊滢 来宾市第六中学

15.彭柳蓉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16.蒙盼盼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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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谭可欣 来宾市第六中学

18.谭黄彩仪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19.黎泳辰 象州县城东小学

六、“最美教练员”（20名）
1. 韦丽宇 来宾高级中学

2. 韦家理 象州县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3. 韦 熊 合山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4. 刘蕊郗 来宾市中南小学

5. 李 雄 象州县民族中学

6. 余 薇 来宾市第六中学

7. 张永贵 象州县中学

8. 陈金武 武宣县实验小学

9. 陈珍海 来宾市第一中学

10.罗国勋 金秀瑶族自治县桐木中学

11.莫启盛 忻城县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12.莫 国 来宾市祥和小学

13.黄恒贰 武宣县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14.黄清泉 武宣县武宣镇第三小学

15.梁 兵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16.谢 严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17.蓝永秀 忻城县民族中学

18.雷德常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19.谭宏平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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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黎毅晖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七、“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20名）
1. 韦凤仙 来宾市太极健身协会

2. 韦兰婷 武宣县职业教育中心

3. 刘 焕 武宣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4. 江祖强 来宾市民族小学

5. 阳 晴 忻城县城关镇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6. 苏秋晓 兴宾区教育体育局

7. 李玉燕 来宾市民族小学

8. 李勇泉 金秀瑶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9. 杨庆寿 来宾市政和小学

10.吴 浪 象州县教育体育局

11.何 钧 象州县疾控中心

12.何秋月 来宾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在来宾市教育体育局跟班学习）

13.陈蕾伊 来宾市广场健身协会

14.姚鸿业 来宾市城南小学

15.覃建革 象州县初级中学

16.覃黄敏 来宾市铁北小学

17.覃琳琳 象州县实验小学

18.覃嘉丽 广西百特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19.蒙礼乐 武宣县实验初级中学

20.廖玉梅 来宾市广场健身协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