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肇庆学院办学历史 

1970 年，肇庆地区师范学校， 

广东省肇庆地区新兴县高村。 

1975 年，肇庆地区五·七师范学院， 

广东省肇庆地区新兴县高村。 

1976 年，肇庆地区师范学校，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仙女湖景区内。 
1977 年 6 月，肇庆师范专科学校， 

广东省肇庆地区新兴县高村。 

1979 年，肇庆师范专科学校，迁址广 

东省肇庆市东岗七星岩旅游度假区内。 
1980 年 10 月，肇庆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仙女湖景区内。 

1985 年 11 月，在肇庆师专基础上成立 

西江大学，广东省肇庆市东岗七星岩旅 

游度假区内。 

1983 年 4 月，肇庆教育学院， 

1990 年 12 月，撤消肇庆师专，并入西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仙女湖景区内。 

江大学，成为西江大学师范部，广东省 

肇庆市东岗七星岩旅游度假区内。 

2000 年 3 月，西江大学、肇庆教育学院两校合并，组建 

成为本科肇庆学院。肇庆学院两校区办学，原西江大学 

校址为主校区，原肇庆教育学院校址为星湖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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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肇庆学院历任领导 
 
1. 肇庆学院现任领导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曾桓松 党委书记 2013.12 林俊睦 
党委委员、副校

长 
2014.5 

吴业春 党委副书记、校长 2019.12 肖起清 
党委委员、副校

长 
2020.5 

黄劲松 

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 

2013.12 

 

李新昌 
党委委员、副校

长 
2020.5 

唐冬冬 
党委委员、副校

长 
2020.5 

谢冠华 党委副书记 2019.5    

  

2.肇庆学院历任领导（2000.3 以后）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谢练高 党委书记 2000.9 邝邦洪 院长 2000.9 

陈优生 党委书记 2002.6 和 飞 院长 2006.9 

郑彬涛 党委书记 2006.12 王玉潜 副院长 2000.9 

邝邦洪 党委副书记 2000.9 曾桓松 副院长 2005.3 

曾 峥 党委副书记 2000.9 周苏平 副院长 2006.9 

胡宝坚 

党委副书记 2008.6 王 忠 副院长 2008.2 

纪委书记 2000.9    

叶峥嵘 党委副书记 2008.2    

 
 
 
 
 
 
 
 



3. 西江大学历任领导（1991.1－2000.3）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蔡如流 党委书记 1991.1 罗钦贤 校长 1991.1 

谢练高 党委书记 1997.9 邝邦洪 校长 1997.11 

罗钦贤 党委副书记 1991.1 郑定齐 副校长 1991.1 

胡金宁 

党委副书记 1991.1 吴汉明 副校长 1991.1 

纪委书记 1991.1    

谢练高 党委副书记 1995.8 郭庆荪 副校长 1992.11 

邝邦洪 党委副书记 1998.6 黄庚华 副校长 1995.6 

曾 峥 

党委副书记 1998.3 

和 飞 副校长 1995.8 

纪委书记 1998.6 

   谢练高 副校长 1995.8 

   刘东廷 副校长 1995.8 

   何木喜 副校长 1998.3 

   胡宝坚 副校长 1998.3 

 
4. 肇庆师范专科学校（西江大学）历任领导（1977.8－1990.12） 

姓名 职务 
任职时

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熊超然 党委书记 1977.8 熊超然 校长 1977.8 

李 民 党委书记 1985.3 罗钦贤 校长 1986.12 

蔡如流 党委书记 1986.3 牛世耀 副校长 1978.11 



梁 琛 党委副书记 1979.5 黄陶钧 副校长 1979.2 

张爱民 党委副书记 1979.5 

张爱民 副校长 1979.2 

李 民 党委副书记 1979.5 

胡金宁 党委副书记 1985.3 陈乃谦 副校长 1979.5 

 纪委书记 1986.6 赵鉴坤 副校长 1984.3  

罗钦贤 党委副书记 1990.5 郑定齐 副校长 1984.3 

   罗钦贤 副校长 1985.3 

   杨存龙 副校长 1985.3 

   吴汉明 副校长 1986.12 

 
5.肇庆地区五七师范学院历任领导（1975.6－1977.8）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熊超然 校革委会主任 1975.10 熊超然 党委书记 1975.12 

李 民 校革委会副主任 1975.6 梁 琛 党委副书记 1975.12 

叶寒生 校革委会副主任 1975.6 李 民 党委副书记 1975.12 

王儒林 校革委会副主任 1975.6 古子坚 党委委员 1975.12 

梁 琛 校革委会副主任 1975.10 涂 沙 党委委员 1975.12 

   赖 良 党委委员 1975.12 

   杨存龙 党委委员 1975.12 

   陈连才 党委委员 1975.12 



   陈庆明 党委委员 1975.12 

   陈仲凤 党委委员 1975.12 

   崔奇佳 党委委员 1975.12 

 
6.肇庆地区师范学校历任领导（1970.3－1975.6）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李 民 

党的核心小组第一

副 组长 
1971.5 

王儒林 

党的核心小 组 副组长 1971.5 

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1971.5 革委会副主任 1971.5 

陆 华 

革委会主任 1971.8 

吴伯仲 

党的核心小 组 成员 1971.5 

革委会党的核心小

组 组长 
1971.10 革委会副主任 1971.5 

   

叶寒生 

革委会党的核 心小组

成员 
1971.10 

   革委会副主任 1971.5 

   涂 沙 党的核心小组 成员 1971.5 

    革委会常委 1971.5 

   袁惠民 革委会常委 1971.5 

   荘祖琼 革委会常委 1971.5 

   陈庆明 革委会常委 1971.5 

   陈连才 革委会常委 1971.5 

 
7.肇庆教育学院历任领导（1983.4－2000.3）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汤质基 党委书记 1984.6 周耀新 院长 1984.6 



焦尧秋 党委书记 1990.6 朱德誉 院长 1995.5 

李春尚 党委书记 1995.4 张才忠 副院长 1984.6 

朱德誉 党委书记 1997.7 李春尚 副院长 1984.6 

周耀新 党委副书记 1985.1 朱德誉 副院长 1985.4 

陈子河 党委副书记 1985.1 魏尚荣 副院长 1989.7 

魏尚荣 党委副书记 1991.3 许建安 副院长 1994.11 

朱德誉 党委副书记 1995.5 冼国荣 副院长 1995.5 

   李水华 副院长 1995.5 

 
8.肇庆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历任领导（1980.10－1983.4）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汤质基 党委书记 1981.11 冯庆成 院长 1982.7 

陈子河 党委副书记 1982.7 潘焱荣 副院长 1982.2 

   陈 雄 副院长 1982.2 

   张才忠 副院长 1982.2 

 
9.肇庆地区师范学校历任领导（1976.10－1980.10）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冯庆成 党委书记 1979.3 冯庆成 校长 1978.12 

陈子河 党委副书记 1979.3 林仙凤 副校长 1978.12 

   陈子河 副校长 1978.12 

   潘焱荣 副校长 197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