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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东虎 男 汉 1978.11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2002.09 初级中学 道德与法治 小学语文 19 4 23 成纪中学

2 邹园园 女 汉 1991.07 本科 应用心理学 2016.02 高级中学 道德与法治 小学语文 10 10 成纪中学

3 李强 男 汉 1977.03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0.09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0 10 曹务初中

4 王艳玲 女 汉 1987.07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4.03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5 5 曹务初中

5 王斌斌 男 汉 1987.10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2012.04 高级中学 道德与法治 小学语文 7 8 15 余湾初中

6 宋双红 女 汉 1978.09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1.09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2 4 16 威戎小学

7 周文娟 女 汉 1982.11 本科 小学教育 2006.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1 12 33 威戎小学

8 胡向华 女 汉 1978.09 本科 汉语言文学 1999.09 小学 科学 小学语文 18 4 22 威戎小学

9 王新瑞 女 汉 1982.05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9.12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4 24 威戎小学

10 高新晓 女 汉 1986.06 本科 小学教育 2011.02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1 12 33 威戎小学

11 梁婷 女 汉 1988.04 本科 小学教育 2014.11 小学 英语 小学语文 25 4 29 威戎小学

12 王亚媚 女 汉 1988.09 本科 化学 2013.02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3 4 17 威戎小学

13 武惠惠 女 汉 1984.10 本科 人文教育 2013.02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3 13 威戎小学

14 王全 男 汉 1979.07 本科 汉语言文学 1998.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2 4 26 威戎学区

15 温婷婷 女 汉 1985.03 本科 小学教育 2009.12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4 22 威戎学区

16 张磊 男 汉 1982.08 本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09.12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8 26 威戎学区

17 杨淑媛 女 汉 1987.1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1.02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30 4 34 威戎学区

18 张咏 女 汉 1982.0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9.02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2 4 26 界石铺学区

19 吴爱芸 女 汉 1988.03 本科 小学教育 2015.12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5 5 界石铺学区

20 苏甲回 女 汉 1984.06 本科 小学教育 2009.12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2 4 26 三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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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吕红霞 女 汉 1983.01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2009.02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18 三合学区

22 吕小东 男 汉 1985.09 本科 体育教育 2011.0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语文 30 12 42 三合学区

23 白斐 女 汉 1989.1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3.11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5 8 33 三合学区

24 逯彦来 女 汉 1987.03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0.11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1 12 23 灵芝学区

25 任小霞 女 汉 1984.10 大专 汉语言文学 2003.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18 原安学区

26 杨芳弟 女 汉 1986.08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0.01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40 4 44 司桥学区

27 李京京 女 汉 1989.10 本科 小学教育（中文与社会方向） 2015.12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3 23 司桥学区

28 马乖能 女 汉 1978.12 本科 政治学 2000.09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1 8 29 城川学区

29 雷三变 女 汉 1980.09 本科 汉语言文学 1998.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4 14 城川学区

30 李宁 男 汉 1983.03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0.11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语文 23 16 39 城川学区

31 聂芳篮 女 汉 1981.06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4.09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5 4 19 古城学区

32 方娟丽 女 汉 1982.04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2008.03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12 30 古城学区

33 胡婧 女 汉 1989.05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9.12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0 12 22 古城学区

34 王和天 男 汉 1988.11 本科 人文教育 2010.11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5 8 23 古城学区

35 王银妹 女 汉 1987.09 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 2012.04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8 26 古城学区

36 景娜梅 女 汉 1986.01 本科 小学教育 2013.02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7 7 古城学区

37 李顺义 女 汉 1980.1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5.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5 4 29 曹务学区

38 代晓玲 女 汉 1982.04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1.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30 4 34 甘沟学区

39 张转红 女 汉 1985.10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6.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5 12 37 甘沟学区

40 吕清丽 女 汉 1988.07 本科 小学教育 2009.12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4 22 甘沟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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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刘红蕊 女 汉 1985.03 大专 英语 2005.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5 8 33 甘沟学区

42 王宠弟 女 汉 1988.10 本科 英语 2013.11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5 5 甘沟学区

43 张政 女 汉 1983.04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1.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6 16 细巷学区

44 马莲莲 女 汉 1984.03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4.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3 16 39 细巷学区

45 陈姣贤 女 汉 1978.1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4.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4 12 36 细巷学区

46 张小生 女 汉 1988.06 本科 小学教育 2013.11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3 23 细巷学区

47 张娜娜 女 汉 1987.05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3.02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5 8 13 细巷学区

48 张娟娟 女 汉 1986.11 本科 美术教育 2004.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5 15 红寺学区

49 邹彩芸 女 汉 1987.07 本科 应用心理学 2011.02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9 19 红寺学区

50 厚海燕 女 汉 1986.04 本科 人文教育 2010.01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3 4 27 红寺学区

51 阎仲弟 女 汉 1989.06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3.11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0 4 24 红寺学区

52 王芳宁 女 汉 1987.01 大专 汉语言文学 2005.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5 4 19 四河学区

53 连霞 女 汉 1987.09 本科 小学教育 2011.11 小学 英语 小学语文 15 15 四河学区

54 张玲霞 女 汉 1979.05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5.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4 22 新店学区

55 吴政发 男 汉 1987.0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2.04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31 8 39 双岘学区

56 王喜调 女 汉 1984.10 大专 汉语言文学 2003.09 小学 语言 小学语文 16 8 24 雷大学区

57 杨瑞平 女 汉 1978.09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4.09 小学 数学 小学语文 29 8 37 雷大学区

58 杜凤玲 女 汉 1979.03 大专 小学教育 2008.03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12 30 雷大学区

59 程克科 男 汉 1987.08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0.10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4 22 雷大学区

60 郝高峰 男 汉 1984.04 本科 化学 2011.02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9 9 雷大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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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李慧慧 女 汉 1991.03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2013.02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3 4 27 余湾学区

62 王顺佳 男 汉 1985.1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0.11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3 8 31 治平学区

63 樊瑞霞 女 汉 1986.0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8.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33 12 45 李店学区

64 薛双娟 女 汉 1987.10 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 2010.11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1 11 李店学区

65 李军霞 女 汉 1987.02 本科 小学教育 2010.11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4 4 28 李店学区

66 郭利利 女 汉 1987.08 本科 小学教育 2011.02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0 20 李店学区

67 梁雪娥 女 汉 1987.11 本科 小学教育 2012.12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0 12 32 李店学区

68 樊梅 女 汉 1984.08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2011.02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0 10 深沟学区

69 王蕾霞 女 汉 1988.08 本科 小学教育 2013.11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6 26 深沟学区

70 陈存笑 女 汉 1980.0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5.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12 30 仁大学区

71 刘苗 女 汉 1984.12 大专 小学教育 2007.09 小学 语言 小学语文 15 16 31 仁大学区

72 李旭旭 男 汉 1984.10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0.11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语文 18 18 仁大学区

73 薛仁君 男 汉 1982.05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3.09 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 28 8 36 贾河学区

74 崔银银 男 汉 1988.06 本科 应用心理学 2011.11 中等职业学校 道德与法治 小学数学 23 16 39 界石铺中学

75 王鹏飞 男 汉 1986.12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2.1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5 12 37 曹务初中

76 郑东焕 女 汉 1982.10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5.09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5 12 17 红寺初中

77 王利红 男 汉 1979.10 本科 物理学 2006.09 初级中学 物理 小学数学 15 15 新华初中

78 周丽娟 女 汉 1986.12 本科 化学 2010.11 高级中学 化学 小学数学 11 8 19 余湾初中

79 任海强 男 汉 1984.10 本科 化学 2010.11 高级中学 化学 小学数学 19 19 白草屲初中

80 卢东强 男 汉 1980.0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1999.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35 4 39 威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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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李婷 女 汉 1985.02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2.03 初级中学 科学 小学数学 15 15 威戎小学

82 张璇 女 汉 1991.08 大专 现代教育技术 2013.02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3 23 威戎小学

83 武彦峰 男 汉 1978.12 本科 小学教育 1999.12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7 12 39 威戎学区

84 马引霞 女 汉 1981.09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2.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8 16 34 威戎学区

85 韩小燕 女 汉 1984.1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3.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35 16 51 威戎学区

86 郭小霞 女 汉 1986.02 本科 人文教育 2010.11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9 8 27 威戎学区

87 柴玉钊 男 汉 1985.01 大专 模具设计与制造 2012.03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8 8 威戎学区

88 戴顺平 男 汉 1980.12 本科 美术教育 2008.03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9 4 33 界石铺学区

89 魏恩鹏 女 汉 1983.0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9.12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数学 38 4 42 界石铺学区

90 李强 男 汉 1986.12 本科 化学 2011.0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9 29 界石铺学区

91 罗婵娟 女 汉 1980.0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1999.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2 12 34 三合学区

92 吕小强 男 汉 1978.01 本科 小学教育 2002.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1 8 29 三合学区

93 王利宁 女 汉 1985.12 本科 小学教育 2011.02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8 4 22 三合学区

94 罗云云 女 汉 1988.10 本科 人文教育 2011.0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8 8 26 三合学区

95 史建树 男 汉 1989.12 本科 小学教育 2012.12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2 22 三合学区

96 朱丽丽 女 汉 1987.09 本科 生物科学 2012.04 高级中学 语言 小学数学 22 4 26 三合学区

97 杜自霞 女 汉 1985.0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5.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6 12 28 灵芝学区

98 伏芳芳 女 汉 1987.02 本科 美术教育 2008.09 小学 语文 小学数学 28 28 灵芝学区

99 郭利息 男 汉 1987.02 本科 行政管理 2005.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9 4 23 原安学区

100 杜亚东 男 汉 1983.01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0.01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8 18 原安学区



获奖
得分

年度考
核得分

合计
任教学科

静宁县2020年城区小学公开选调教师个人业绩得分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文化
程度

所学专业
参加工作

时间
教师资格

种类
申报岗位

个人业绩

所在单位 备注

101 李转龙 女 汉 1984.08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5.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3 13 司桥学区

102 柳亚江 女 汉 1985.03 本科 应用心理学 2009.1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3 13 司桥学区

103 尚耿燕 女 汉 1985.11 本科 化学 2010.01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9 19 司桥学区

104 杨军勤 男 汉 1980.07 大专 汉语言文学 1999.12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45 8 53 城川学区

105 任喜相 男 汉 1982.05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3.09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2 12 34 城川学区

106 杜来平 男 汉 1989.02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2.1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42 12 54 城川学区

107 谢静 女 汉 1988.10 本科 化学 2013.0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3 13 城川学区

108 陈喜红 男 汉 1982.03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9.1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1 16 37 古城学区

109 郑丽娜 女 汉 1988.08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1.11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0 4 14 古城学区

110 张芳朋 女 汉 1988.03 本科 小学教育 2012.04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8 4 12 古城学区

111 党喜龙 男 汉 1986.08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2.04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8 12 30 古城学区

112 张卿飞 男 汉 1978.09 大专 化学教育 2002.09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0 12 32 曹务学区

113 岳总平 男 汉 1979.06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04.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2 12 24 曹务学区

114 王虎兵 男 汉 1987.09 大专 学前教育 2012.03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1 8 29 曹务学区

115 齐鹏举 男 汉 1989.05 本科 地理教育 2012.04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8 16 34 曹务学区

116 张新军 男 汉 1982.0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1.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30 12 42 甘沟学区

117 吕国玲 女 汉 1980.06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6.09 小学 英语 小学数学 33 33 甘沟学区

118 胡鹏伟 男 汉 1979.06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8.03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8 18 甘沟学区

119 张小锋 男 汉 1981.03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8.03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5 4 29 甘沟学区

120 杨宝强 男 汉 1983.01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1.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3 8 21 甘沟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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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朱珍珠 女 汉 1985.07 本科 物理学 2011.11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5 4 19 甘沟学区

122 靳小龙 男 汉 1987.01 本科 小学教育 2011.02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6 8 24 甘沟学区

123 张亚萍 女 汉 1981.02 本科 小学教育 2015.12 小学 英语 小学数学 8 8 甘沟学区

124 吕小王 男 汉 1980.05 本科 教育管理 2001.09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30 30 细巷学区

125 刘江龙 男 汉 1982.07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09.1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4 16 40 细巷学区

126 李轲 男 汉 1982.05 本科 美术教育 2008.03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2 4 26 红寺学区

127 魏巍 男 汉 1979.01 本科 美术教育 2008.03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30 4 34 红寺学区

128 何武强 男 汉 1987.11 本科 化学教育 2012.04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1 4 25 红寺学区

129 李国宁 男 汉 1979.0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0.09 小学 语文 小学数学 15 8 23 四河学区

130 邢小合 男 汉 1984.04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9.1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35 16 51 四河学区

131 王海霞 女 汉 1987.05 大专 初等教育 2009.12 小学 科学 小学数学 19 8 27 四河学区

132 靳海鱼 男 汉 1984.01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0.11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数学 18 12 30 四河学区

133 周晓平 男 汉 1988.10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2.1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8 12 30 四河学区

134 姚喜军 男 汉 1982.06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5.11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数学 18 8 26 新店学区

135 张国社 女 汉 1979.12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6.09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4 8 22 新店学区

136 刘解义 女 汉 1986.09 本科 应用化学 2010.11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3 23 新店学区

137 靳东平 女 汉 1984.06 大专 教育技术 2007.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5 15 双岘学区

138 方百平 男 汉 1984.06 大专 汉语言文学 2004.09 小学 语文 小学数学 19 8 27 雷大学区

139 李莉莉 女 汉 1984.09 本科 教育学（小学教育方向） 2008.03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8 12 30 雷大学区

140 孙立平 男 汉 1983.05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1.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3 12 35 雷大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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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赵彦飞 男 汉 1978.01 本科 政治学 2004.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5 5 雷大学区

142 李小亚 男 汉 1982.10 大专 数学教育 2008.03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5 4 9 雷大学区

143 李立强 男 汉 1985.01 本科 小学教育 2011.02 小学  科学 小学数学 15 12 27 雷大学区

144 王文文 男 汉 1983.10 本科 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理） 2005.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5 15 余湾学区

145 仇雪婷 女 汉 1985.01 本科 人文教育 2009.1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1 4 25 余湾学区

146 王军士 男 汉 1978.05 本科 教育学 2005.09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15 15 治平学区

147 李淑娟 女 汉 1984.10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06.09 初级中学  语文 小学数学 35 8 43 李店学区

148 王喜兰 女 汉 1980.12 本科 化学 2005.09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36 4 40 李店学区

149 王颖慧 女 汉 1985.08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6.09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数学 33 33 深沟学区

150 王慧敏 女 汉 1989.11 大专 金融保险 2014.03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4 4 28 深沟学区

151 李居祥 男 汉 1971.01 大专 小学教育 1990.08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 20 8 28 仁大学区

152 郭霞霞 女 汉 1989.10 本科 小学教育 2014.11 小学 英语 小学数学 10 10 仁大学区

153 高春艳 女 汉 1987.02 本科 英语 2009.12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5 4 19 成纪中学

154 王丽华 女 汉 1982.03 本科 英语 2005.09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3 8 31 甘沟中学

155 王金平 男 汉 1979.09 本科 英语 2005.09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5 4 19 界石铺中学

156 赵丽 女 汉 1987.01 本科 英语 2010.11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5 4 19 灵芝初中

157 张爱鹏 男 汉 1976.09 大专 英语教育 2001.09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1 8 19 原安初中

158 张恒平 男 汉 1980.01 本科 英语 2004.09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5 15 原安初中

159 靳霞 女 汉 1982.09 本科 英语 2008.03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7 7 原安初中

160 王箐 男 汉 1974.04 本科 英语 1997.12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5 15 司桥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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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田娟娥 女 汉 1984.11 本科 英语 2008.09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0 8 28 古城初中

162 蔺志鹏 男 汉 1978.11 本科 英语 2002.09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8 18 曹务初中

163 李红霞 女 汉 1977.08 本科 英语 2000.09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0 10 四河初中

164 包国仰 男 汉 1983.04 本科 英语 2008.09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5 4 19 四河初中

165 王润平 女 汉 1982.02 本科 英语 2005.09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5 25 余湾初中

166 吴艳宏 女 汉 1990.09 本科 英语 2013.11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31 31 威戎小学

167 石建霞 女 汉 1988.10 本科 英语 2015.12 小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3 23 威戎小学

168 徐翻红 女 汉 1988.10 大专 初等教育（英语方向） 2013.11 小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5 8 23 威戎学区

169 李娜 女 汉 1985.02 大专 英语教育 2009.12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5 12 27 界石铺学区

170 李妍 女 汉 1992.02 大专 初等教育（英语方向） 2015.12 小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1 21 界石铺学区

171 戴璐 女 汉 1988.09 大专 英语教育 2014.03 小学 数学 小学英语 5 5 界石铺学区

172 闫召召 女 汉 1987.09 大专 英语教育 2013.02 小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1 8 29 原安学区

173 张静 女 汉 1987.07 大专 英语教育 2013.02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8 18 原安学区

174 高榕 女 汉 1981.09 本科 英语 2008.09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1 4 25 城川学区

175 王娅妮 女 汉 1985.04 本科 英语 2010.11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1 8 29 曹务学区

176 吕亚亚 女 汉 1987.12 本科 英语 2011.02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7 16 33 甘沟学区

177 王随弟 女 汉 1986.12 本科 英语 2014.03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7 27 甘沟学区

178 梁海娟 女 汉 1988.04 大专 英语教育 2015.02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8 18 甘沟学区

179 雷燕燕 女 汉 1983.05 大专 英语 2015.02 小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9 29 细巷学区

180 赵翠翠 女 汉 1989.02 本科 英语 2012.04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0 20 四河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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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王淑艳 女 汉 1987.06 本科 英语 2012.12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8 28 双岘学区

182 张霞章 女 汉 1984.11 本科 英语 2009.12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7 4 11 雷大学区

183 韩娟霞 女 汉 1989.05 本科 英语 2012.12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25 4 29 余湾学区

184 韩新珠 女 汉 1989.10 大专 英语教育 2014.03 初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6 16 余湾学区

185 朱艳艳 女 汉 1987.04 本科 英语 2010.11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5 15 治平学区

186 杨巧巧 女 汉 1989.08 本科 英语 2015.12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5 15 仁大学区

187 雷旭娥 女 汉 1988.06 本科 英语 2013.11 高级中学 英语 小学英语 16 8 24 贾河学区

188 许丽 女 汉 1985.01 本科 音乐学 2011.02 高级中学 音乐 小学音乐 8 8 灵芝初中

189 刘阿婷 女 汉 1989.06 本科 音乐学 2012.04 高级中学 音乐 小学音乐 39 39 威戎小学

190 蒙凤洁 女 汉 1984.08 本科 音乐学 2011.0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音乐 24 24 威戎学区

191 杨玺妍 女 汉 1989.08 本科 音乐学（教师教育方向） 2015.12 高级中学 音乐 小学音乐 8 8 界石铺学区

192 吴家伟 男 汉 1991.01 大专 音乐教育 2015.12 初级中学 音乐 小学音乐 8 8 双岘学区

193 高婉妮 女 汉 1994.06 本科 音乐学 2016.11 高级中学 音乐 小学音乐 16 16 雷大学区

194 张亚娟 女 汉 1993.11 本科 音乐学（教师教育方向） 2015.12 高级中学 音乐 小学音乐 8 8 治平学区

195 李锐锋 男 汉 1986.03 本科 体育教育 2010.09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30 4 34 威戎中学

196 韩涛 男 汉 1986.01 本科 体育教育 2012.04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16 4 20 威戎中学

197 王曙斌 男 汉 1984.03 本科 体育教育 2011.02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2 4 26 成纪中学

198 王付科 男 汉 1989.02 本科 体育教育 2015.12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6 6 仁大中学

199 孙海鹏 男 汉 1992.07 本科 体育 2016.11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1 21 三合初中

200 杨爱红 女 汉 1989.10 本科 体育教育 2014.11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5 25 原安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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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张南川 男 汉 1979.03 本科 体育教育 2002.09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8 28 古城初中

202 张华 女 汉 1980.11 本科 体育教育 2008.09 初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15 15 古城初中

203 刘功 男 汉 1977.09 本科 体育教育 2001.09 初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12 12 祁川初中

204 雷福红 男 汉 1986.02 本科 体育教育 2011.02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37 37 红寺初中

205 张调社 女 汉 1981.05 本科 体育教育 2005.09 初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31 4 35 四河初中

206 王飞 男 汉 1989.10 本科 体育教育 2012.12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16 16 新华初中

207 柴乃霞 女 汉 1984.12 本科 体育教育 2006.09 初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6 4 30 雷大初中

208 祁彦兵 男 汉 1985.03 本科 运动训练 2011.11 初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1 8 29 阳坡初中

209 赵会军 男 汉 1981.11 本科 运动训练 2010.11 初级中学 科学 小学体育 41 4 45 威戎小学

210 周仲斌 男 汉 1983.10 本科 体育教育 2012.04 初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4 24 威戎小学

211 李伟 男 汉 1985.12 本科 体育教育 2010.11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2 22 界石铺学区

212 张小菊 女 汉 1987.01 本科 体育教育 2011.02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2 4 26 界石铺学区

213 王艳艳 女 汉 1990.07 本科 运动训练 2013.05 小学 语言 小学体育 6 6 三合学区

214 靳五平 男 汉 1982.04 本科 体育教育 2007.09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15 15 原安学区

215 刘马喜 男 汉 1981.05 本科 体育教育 2003.09 初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48 8 56 甘沟学区

216 王艳 女 汉 1985.09 本科 体育教育 2011.02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5 4 29 甘沟学区

217 米琼 女 汉 1986.06 本科 社会体育 2012.12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1 21 细巷学区

218 刘涛 男 汉 1981.06 本科 体育教育 2002.09 小学 数学 小学体育 43 4 47 新店学区

219 程亮亮 男 汉 1987.05 大专 小学教育 2007.09 小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5 25 雷大学区

220 马艳龙 男 汉 1988.06 本科 社会体育 2013.11 高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19 19 李店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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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刘天府 男 汉 1989.11 本科 体育教育 2015.12 高级中学 语文 小学体育 13 13 李店学区

222 李喜龙 男 汉 1982.05 本科 体育教育 2008.03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体育 33 4 37 仁大学区

223 张喜强 男 汉 1994.12 本科 体育教育 2013.05 初级中学 体育 小学体育 22 4 26 贾河学区

224 李文平 男 汉 1985.11 本科 美术学 2011.02 高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18 4 22 仁大中学

225 包正荣 男 汉 1989.01 本科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2012.04 高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15 15 仁大中学

226 马妮妮 女 汉 1975.09 本科 美术教育 2000.12 初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23 4 27 司桥初中

227 代伟伟 男 汉 1982.10 本科 美术教育 2002.09 高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21 4 25 红寺初中

228 马仁礼 男 汉 1985.04 本科 美术学 2011.02 初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22 8 30 四河初中

229 白小玲 女 汉 1978.11 本科 美术学 2005.09 高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16 16 双岘初中

230 杨晶晶 女 汉 1987.02 本科 摄影 2014.11 初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8 8 雷大初中

231 吕虹 女 汉 1982.11 本科 美术学 2008.09 高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7 8 15 余湾初中

232 翟永斌 男 汉 1984.10 大专 美术教育 2007.09 初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15 15 贾河初中

233 剡小计 女 汉 1985.09 本科 美术教育 2005.09 小学 美术 小学美术 15 4 19 灵芝学区

234 司红霞 女 汉 1988.09 本科 美术学 2013.11 高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11 11 原安学区

235 李丽 女 汉 1988.10 本科 美术学 2015.1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美术 11 11 城川学区

236 王宽江 男 汉 1986.09 本科 美术学（师范） 2013.11 高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13 4 17 古城学区

237 李艳梅 女 汉 1989.11 本科 绘画 2013.11 初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30 4 34 细巷学区

238 刘可 男 汉 1980.07 本科 美术教育 2008.03 初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19 8 27 红寺学区

239 钱红霞 女 汉 1987.09 本科 美术学 2013.11 高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23 4 27 余湾学区

240 雷红喜 男 汉 1988.09 本科 美术学 2012.12 高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18 8 26 治平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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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刘晓金 女 汉 1992.01 本科 美术学 2015.12 高级中学 美术 小学美术 20 20 仁大学区

242 张小玲 女 汉 1984.12 本科 教育技术学 2012.04 高级中学 信息技术 小学信息技术 13 4 17 威戎中学

243 安芳平 女 汉 1989.05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2012.10 高级中学 信息技术 小学信息技术 10 10 仁大中学

244 张瑞 女 汉 1983.06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08.03 高级中学 信息技术 小学信息技术 20 20 界石铺中学

245 柳亚玲 女 汉 1978.10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00.09 初级中学 信息技术 小学信息技术 15 4 19 七里初中

246 包吉庆 男 汉 1979.12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05.09 初级中学 信息技术 小学信息技术 19 4 23 田堡初中

247 吕莉 女 汉 1985.07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1.02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信息技术 15 8 23 梁马初中

248 张颖 男 汉 1982.03 大专 计算机科学教育 2006.11 初级中学 信息技术 小学信息技术 31 31 余湾初中

249 贾彩云 女 汉 1980.04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08.03 高级中学 数学 小学信息技术 18 4 22 白草屲初中

250 邹周亮 男 汉 1984.03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2.04 高级中学 信息技术 小学信息技术 36 12 48 原安学区

251 杨中学 男 汉 1981.01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05.09 初级中学 信息技术 小学信息技术 19 8 27 古城学区

252 张炜 男 汉 1982.04 大专 计算机科学教育 2008.03 初级中学 数学 小学信息技术 19 19 细巷学区

253 李胜玲 女 汉 1987.04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3.02 高级中学 语言 小学信息技术 10 4 14 雷大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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