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旬阳县2019年特岗教师招聘考试体检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段 学科 准考证号

1 晏绪姣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9081040872

2 张雅萍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9081040873

3 华娜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9081040876

4 牛原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9081040878

5 刘阳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9081050374

6 金磊 男 初中 初中数学 69081050376

7 胡星星 男 初中 初中数学 69081050385

8 李咪咪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9081050386

9 杨茜茜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9081050387

10 祝楠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9081060695

11 雷娟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9081060696

12 朱娅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9081060703

13 曹远苗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9081060706

14 谌贵棋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69081100513

15 王莉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69081100514

16 王绪尚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69081100515

17 梁汝水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69081100520

18 杨欢 男 初中 初中化学 69081110161

19 蔡旭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69081120329

20 陈远良 男 初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69081070027

21 周娜 女 初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69081070040

22 余成良 男 初中 初中历史 69081080219

23 屈引明 男 初中 初中历史 69081080221

24 齐普松 男 初中 初中地理 69081090108

25 杨基聪 男 初中 初中音乐 69081140556

26 杜仁行 男 初中 初中音乐 69081140557

27 施东 男 初中 初中体育 69081130467

28 宋达传 男 初中 初中体育 69081130477

29 冯忠娇 女 初中 初中美术 69081150301

30 梁永龙 男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69081170536

31 杨伦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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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丁学平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301

33 许玉瑛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302

34 谢丹丹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304

35 王梦媛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307

36 杜茹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308

37 张璟哲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322

38 朱良艳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323

39 余文莉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329

40 程珊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337

41 张静娅 女 小学 小学语文1 69082043359

42 屈娟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14

43 夏玉玺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19

44 陈雪梅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25

45 李娜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32

46 王芳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37

47 朱彩玲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45

48 梁瑜茹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51

49 贺艳丽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67

50 孙文凤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69

51 刘琳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79

52 曾娇 女 小学 小学语文2 69082043581

53 孙苗苗 女 小学 小学数学1 69082051758

54 刘密 女 小学 小学数学1 69082051759

55 黄金 男 小学 小学数学1 69082051761

56 石英英 女 小学 小学数学1 69082051774

57 罗莹 女 小学 小学数学1 69082051777

58 侯竹 女 小学 小学数学1 69082051780

59 解娅茹 女 小学 小学数学1 69082051785

60 刘小红 女 小学 小学数学1 69082051789

61 姜明娟 女 小学 小学数学2 69082051820

62 陈志琴 女 小学 小学数学2 69082051821

63 汪倩茹 女 小学 小学数学2 69082051823

64 蔡觐妍 女 小学 小学数学2 6908205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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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杨倩 女 小学 小学数学2 69082051825

66 刘涛 男 小学 小学数学2 69082051828

67 王兆丽 女 小学 小学数学2 69082051852

68 孙金丽 女 小学 小学数学2 69082051857

69 董良琴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82062529

70 谭菁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82062532

71 何川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82062537

72 王萌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82062548

73 刘世娟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82062551

74 刘敏花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82062559

75 陶晔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82062560

76 鲁丕芳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82062565

77 王保菊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82062573

78 朱敏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82062574

79 李晓丹 女 小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69082071356

80 隆万芳 女 小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69082071360

81 汪敏 女 小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 69082071372

82 陈玥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82142203

83 付国娟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82142204

84 周世云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82142205

85 赵敏慧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82142206

86 康印印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82142207

87 王宝琴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82142208

88 王才林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69082132061

89 龚华冲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69082132084

90 吴红蕊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69082132085

91 张强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69082132088

92 郭伟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69082132090

93 时明武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69082132092

94 柯珊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9082151204

95 曾密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9082151205

96 赵广娇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9082151219

97 冯雪花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9082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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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易辉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9082151231

99 雍金伟 男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82172159

100 张静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82172161

101 方治学 男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82172162

102 成晓琪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69082170952

103 阮琰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69082170954

104 冉春苗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69082170955

105 李雪 女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9082132146

106 崔滢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1 69083163958

107 武婷婷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1 69083163960

108 王刘慧子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1 69083163968

109 杨苗苗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1 69083163970

110 骆娜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1 69083163974

111 刘亚宇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1 69083163975

112 胡娟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1 69083163976

113 曹斯咏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1 69083163981

114 徐培培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1 69083163983

115 焦裕瑾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1 69083163989

116 马镇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2 69083164157

117 张朝芳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2 69083164159

118 兰茜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2 69083164164

119 王溪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2 69083164167

120 赵荣焕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2 69083164168

121 王喆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2 69083164170

122 李艳艳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2 69083164173

123 刘娇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2 69083164174

124 吉祥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2 69083164181

125 刘安梅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2 69083164183

126 赵暄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3 69083164351

127 任爱兰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3 69083164352

128 刘燊 男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3 69083164353

129 程宝珍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3 69083164354

130 温华丽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3 6908316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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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谭显姣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3 69083164356

132 罗珣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3 69083164360

133 邓昌梅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3 69083164367

134 贺春雷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3 69083164371

135 曹寿莎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3 69083164384

136 孟凡芳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4 69083164453

137 刘扬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4 69083164454

138 刘依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4 69083164468

139 薛居花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4 69083164469

140 柴廷沙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4 69083164471

141 王丽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4 69083164475

142 刘欢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4 69083164479

143 马婕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4 69083164483

144 秦亚茹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4 69083164485

145 潘新梦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4 6908316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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