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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会平 女 汉 1975.1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1999.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41 4 45 威戎中学

2 刘小兰 女 汉 1976.06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0.09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22 22 威戎中学

3 温武娟 女 汉 1987.06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9.12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30 4 34 威戎中学

4 李艳平 女 汉 1987.09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1.11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7 7 成纪中学

5 戴红娟 女 汉 1982.08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4.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5 4 19 甘沟中学

6 郭万芳 女 汉 1982.03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6.09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26 8 34 甘沟中学

7 吕耀军 男 汉 1980.10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4.09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7 16 33 仁大中学

8 程臻 女 汉 1981.09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6.09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0 10 仁大中学

9 尹喜妮 女 汉 1985.09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2.04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5 4 19 界石铺中学

10 陈引兄 女 汉 1981.11 大专 汉语言文学教育 2004.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5 4 19 原安初中

11 吴淑凤 女 汉 1980.10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7.09 初级中学 英语 初中语文 15 4 19 石咀初中

12 张蓓 女 汉 1987.0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1.02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28 12 40 古城初中

13 吕菊香 女 汉 1978.08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2.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7 16 33 细巷初中

14 郭向国 女 汉 1982.0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7.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8 18 细巷初中

15 吴雅丽 女 汉 1983.0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4.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22 12 34 红寺初中

16 蔡进安 男 汉 1983.1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5.09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5 4 19 四河初中

17 祁双双 男 汉 1987.09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0.11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5 15 田堡初中

18 王小霞 女 汉 1976.1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0.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6 12 28 雷大初中

19 李彦平 男 汉 1983.1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7.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8 4 22 雷大初中

20 杨托兄 女 汉 1980.1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6.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5 8 23 治平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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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菊琴 女 汉 1978.09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1.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13 20 33 白草屲初中

22 李玉见 男 汉 1981.1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0.09 高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23 23 贾河初中

23 张文学 男 汉 1979.1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3.09 初级中学 语文 初中语文 28 28 阳坡初中

24 王文龙 男 汉 1990.01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4.03 高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20 20 威戎中学

25 柴樱月 女 汉 1981.06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4.09 初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23 4 27 成纪中学

26 周吉强 男 汉 1990.03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4.11 高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15 15 成纪中学

27 厍映映 女 汉 1979.08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3.09 初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48 4 52 甘沟中学

28 陈丽刚 女 汉 1983.09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7.09 高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18 8 26 界石铺中学

29 杨媛萍 女 汉 1983.08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7.09 高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25 4 29 四中

30 杨建平 女 汉 1979.11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3.09 初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34 12 46 四中

31 李平强 男 汉 1977.10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0.09 初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25 8 33 四中

32 王光永 男 汉 1980.09 本科 教育技术 2004.09 初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10 10 原安初中

33 张羽星 男 汉 1978.01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1.09 初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7 8 15 细巷初中

34 文张调 女 汉 1979.12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3.09 初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15 8 23 红寺初中

35 赵富平 男 汉 1980.02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6.09 初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40 12 52 新店初中

36 张选庄 女 汉 1987.04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0.11 高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23 8 31 雷大初中

37 李平 男 汉 1979.02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2.09 高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 30 4 34 深沟初中

38 席婷 女 汉 1986.12 本科 英语 2010.11 高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26 8 34 原安初中

39 张娟娟 女 汉 1986.12 本科 英语 2010.11 高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18 12 30 石咀初中

40 李志奇 男 汉 1977.12 本科 英语 2002.09 初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18 18 曹务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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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刘锐 女 汉 1980.12 本科 英语 2004.09 高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23 4 27 祁川初中

42 张静 女 汉 1986.08 本科 英语 2011.11 高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23 8 31 红寺初中

43 闫润霞 女 汉 1986.12 本科 英语 2010.11 高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11 4 15 四河初中

44 高玉娟 女 汉 1983.08 本科 英语 2004.09 初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8 4 12 梁马初中

45 王巧燕 女 汉 1987.09 本科 旅游管理 2009.12 高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20 4 24 治平初中

46 王霞霞 女 汉 1989.02 本科 英语 2011.11 高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20 4 24 深沟初中

47 李霞飞 女 汉 1989.09 本科 英语 2013.11 高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15 4 19 深沟初中

48 赵雷雷 男 汉 1983.10 本科 英语 2004.09 初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38 12 50 阳坡初中

49 党艳萍 女 汉 1983.11 本科 英语 2006.09 初级中学 英语 初中英语 28 4 32 阳坡初中

50 刘旭百 男 汉 1990.05 本科 物理学 2015.02 高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20 20 威戎中学

51 甘亚力 男 汉 1983.06 本科 物理学 2007.09 初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15 15 甘沟中学

52 柴嘎虎 男 汉 1983.10 本科 物理学 2009.09 高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7 4 11 仁大中学

53 吴旭强 男 汉 1986.01 本科 物理学 2012.04 高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22 8 30 原安初中

54 赵玉芳 女 汉 1980.10 本科 物理学 2003.09 初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18 18 古城初中

55 杨同忠 男 汉 1978.01 本科 物理学 2002.09 初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15 12 27 古城初中

56 王国强 男 汉 1982.11 本科 物理学教育 2006.09 初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15 12 27 曹务初中

57 厍胆生 男 汉 1988.10 本科 物理学 2011.11 高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24 8 32 红寺初中

58 张小彦 女 汉 1979.11 本科 物理学 2007.09 初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20 4 24 余湾初中

59 赵军平 男 汉 1978.09 本科 物理学 2004.09 初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23 8 31 余湾初中

60 王丽艳 女 汉 1981.12 本科 物理学 2006.09 初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28 4 32 余湾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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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王志伟 女 汉 1989.02 本科 物理学 2013.11 高级中学 物理 初中物理 18 18 白草屲初中

62 闫婷婷 女 汉 1989.08 本科 化学 2014.03 高级中学 化学 初中化学 23 23 甘沟中学

63 张毅婕 女 汉 1988.04 本科 化学 2009.12 高级中学 化学 初中化学 22 4 26 细巷初中

64 颉喜娥 女 汉 1991.10 本科 化学 2013.11 高级中学 化学 初中化学 15 15 田堡初中

65 李俊花 女 汉 1982.01 本科 化学 2006.09 初级中学 化学 初中化学 18 12 30 新店初中

66 吕秀平 女 汉 1979.06 本科 化学 2007.09 初级中学 化学 初中化学 25 20 45 雷大初中

67 聂志德 男 汉 1973.08 本科 生物科学 1996.08 初级中学 生物 初中生物 8 8 威戎中学

68 朱双军 男 汉 1988.01 本科 生物科学 2015.02 高级中学 生物 初中生物 25 25 深沟初中

69 雷小宇 女 汉 1981.11 本科 历史学 2007.09 高级中学 历史 初中历史 20 16 36 甘沟中学

70 吴懂懂 女 汉 1989.03 本科 历史学 2014.03 高级中学 历史 初中历史 5 4 9 深沟初中

71 祁煜 女 汉 1978.02 本科 体育教育 2003.09 高级中学 体育 初中体育 40 8 48 甘沟中学

72 李永红 男 汉 1981.01 本科 体育教育 2006.09 高级中学 体育 初中体育 42 16 58 司桥初中

73 程宏伟 男 汉 1990.03 本科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方向） 2015.12 高级中学 道德与法治 初中体育 10 10 曹务初中

74 杨小莉 女 汉 1978.08 本科 体育教育 2002.09 初级中学 体育 初中体育 46 46 祁川初中

75 任登辉 男 汉 1987.10 本科 体育教育 2015.12 高级中学 体育 初中体育 6 6 四河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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