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参赛教
师姓名

所在区 所在单位

1 杨素敏 浦东新区 北站街道社区学校
2 顾倬麒 浦东新区 静安社区学院
3 陈洁菲 浦东新区 静安社区学院
4 陈隽 浦东新区 南京西路街道社区学校
5 俞维莉 浦东新区 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6 万佳秋 浦东新区 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学校
7 庄晓文 黄浦区 华泾社区学校
8 陈春蕾 黄浦区 虹梅社区学校
9 蒋  波 黄浦区 提篮桥街道社区学校
10 蒋必文 黄浦区 欧阳路街道社区学校
11 刘爱霞 静安区 金山区社区学院
12 顾冬杰 静安区 金山区亭林镇社区学校
13 高慧 静安区 上海体验之路公益服务中心
14 蔡志峰 静安区 大峰文化工作室
15 王其荣 静安区 甘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16 龚艺 静安区 长寿路街道社区学校
17 沈秀芳 徐汇区 青浦区盈浦社区学校
18 张静莉 徐汇区 青浦区香花桥社区学校
19 金花 徐汇区 港西镇社区学校
20 袁爱华 徐汇区 新海镇社区学校
21 王美楠 长宁区 黄浦区社区学院
22 曹晖 长宁区 外滩街道社区学校
23 闭思明 长宁区 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学校
24 赵菁 长宁区 长宁区新华路街道社区学校
25 沈海妹 虹口区 松江区社区学院
26 王佳琪 虹口区 松江区叶榭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27 顾薇 虹口区 南桥镇社区学校
28 宋家鹰 虹口区 海湾镇社区学校
29 陈娟 虹口区 洋泾街道社区学校
30 金雪珍 普陀区 青浦区朱家角社区学校
31 尚淑华 普陀区 青浦区华新社区学校
32 张洪宝 普陀区 港沿镇社区学校
33 刘志伟 普陀区 瀛通老年大学
34 杨瑛 杨浦区 杨浦社区学院
35 杨海涛 杨浦区 杨浦社区学院
36 杨路 杨浦区 古美路街道社区学校
37 马国彦 杨浦区 马桥镇社区学校
38 李霞 宝山区 松江区佘山社区学校
39 屠振艳 宝山区 松江区泖港社区学校
40 顾鞍钢 宝山区 奉贤区社区学院
41 李宗琳 宝山区 奉贤区社区学院

42 施海燕 闵行区 宝山区罗店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罗店镇社区学校）

43 郑琏萍 闵行区 宝山区张庙成人文化中等技术学校
（张庙街道社区学校）

44 杨凌 闵行区 安亭成校
45 任来付 闵行区 工业区成校
46 金桂华 嘉定区 金山区工业区社区学校
47 李吉祥 嘉定区 金山区廊下镇社区学校
48 汤梦雪 嘉定区 浦东新区社区学院
49 钟钇霏 嘉定区 浦东新区社区学院

50 钟映华 金山区 宝山区社区学院（上海老年大学宝山
分校）

51 石方瑜 金山区 宝山区社区学院（上海老年大学宝山
分校）

52 邱馨玫 金山区 上海嘉木贸易有限公司
53 姚海娅 金山区 实验小学



54 李诗忆 松江区 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学校
55 金海强 松江区 南京东路街道社区学校
56 赵津羽 松江区 长宁区虹桥街道社区学校
57 华兴富 松江区 长宁区新泾镇社区学校
58 蒋秋菊 青浦区 控江街道社区学校
59 赵君 青浦区 五角场镇社区学校
60 王鸿义 青浦区 莘庄工业区社区学校
61 马翠荣 青浦区 梅陇镇社区学校
62 沈炯 奉贤区 上海老年大学浦东分校
63 王卫国 奉贤区 金杨街道社区学校
64 孙鲁艺 奉贤区 浦东新区社区教育电脑教研基地
65 黄淑华 奉贤区 枫林社区学校
66 徐雁 崇明区 凌云社区学校
67 周成树 崇明区 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学校
68 史  萍 崇明区 广中路街道社区学校
69 陈勤英 崇明区 曲阳路街道社区学校



课程名称 专职/兼
职教师

踏歌起舞 专职
古典主义音乐赏析 专职
手机与生活 专职
老年出国英语会话 专职
Why is Reading so Important 专职
歌曲《故乡的小路》 专职
英语口语《描述住房》 专职
健康养生《老年人护眼小妙招》 专职
古典舞形体《又见雨夜花》 专职
旅游英语（初级） 专职
应对十面霾伏之策 专职
亭林传说——亭林名人 专职
如何泡好一杯茶 兼职
精确测光、把控影调的诀窍 兼职
乐曲《天边》双管巴乌教学 兼职
评茶实验之祁门工夫红茶 兼职
《家的味道》 专职
《做快乐长者》 专职
艺术插花----直立式花型的制作 专职
蝴蝶盘扣的制作 专职
遗产继承中的法律知识 专职
昆曲《牡丹亭•寻梦》中的折扇技法 专职
葫芦丝入门-《吹起芦笙唱起歌》 专职
素描-打形、排线要领 专职
市民修身立德实践——游学方塔公园 专职
《走进非洲音乐》 专职
月之故乡 专职
西湖龙井茶 专职
A photo of my family（英语口语） 兼职
沪剧《石榴裙下》选段 兼职
舞韵瑜伽--《月之故乡》 兼职
民歌飘香——《茉莉花》 兼职
崇明飞鸟GIF动画制作 兼职
美丽的口金包 专职
数码摄影基础 专职
乘着歌声的翅膀-无伴奏合唱的学习 专职
走进彝家“阿细跳月”的欢与乐 专职
藏族自编舞蹈《吉祥》 兼职
《丝网玫瑰花的制作（二）组装和造型》 兼职
写意牡丹：花朵的画法 兼职
时装表演：形体训练 兼职

西点烘焙——《乳酪可可杯子蛋糕》 专职

手机视频制作——《让短片动起来》 专职

《知礼学礼，礼由心生》 专职
《生活中的手机安全》 专职
二胡学习——一起来练练我们的小指 兼职
国画作品赏析 兼职
Health problems（英语） 专职
汉字的构造 专职

瓷盘画——《萱草》 兼职

诗歌朗诵——《再别康桥》 兼职

《浅谈茶文化及茶叶品鉴》 兼职
《红蜻蜓》 兼职



海派剪纸 兼职
新技法书画装裱 兼职
昆曲《牡丹亭-游园》片段 兼职
传承非遗快乐撕纸—生肖鸡的撕法 兼职
电子琴初级《送别》 兼职
胶州秧歌《沂蒙情》 兼职
怎么练习太极拳(杨氏) 兼职
我形我秀-艺术模特课 兼职
龙井茶（茶艺） 兼职
丢手绢（合唱） 兼职
公交APP 兼职
《经典穴位美声》 兼职
葫芦丝乐器(初级班)《“叠音”技巧学习》 兼职
旅游文化 兼职
民间剪纸 兼职
声乐《明月千里》 兼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