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宁阳县公开招聘教师进入体检人员名单

报考职位 姓名 准考证号

高中语文教师-301 祁舒然 050100106

高中语文教师-301 郭克霞 050100103

高中语文教师-301 朱守贞 050100111

高中语文教师-301 王芹 050100101

高中数学教师-302 解洪帅 050100605

高中数学教师-302 杜福国 050100603

高中英语教师-303 杜珊 050101002

高中英语教师-304 邱桂燕 050101005

高中物理教师-305 郝猛 050101602

高中物理教师-305 郑坤杰 050101601

高中生物教师-306 王奉强 050102303

高中生物教师-306 杨雪 050102314

高中生物教师-306 徐芮 050102325

高中生物教师-306 刘芳 050102315

高中政治教师-307 郭瑞琪 050102607

高中政治教师-307 赵敏 050102601

高中政治教师-308 王春桃 050102613

高中历史教师-309 任祥燕 050102902

高中历史教师-309 王志杰 050102918

高中历史教师-309 孙伟 050102903

高中地理教师-310 王鑫 050103217

高中地理教师-310 侯秀秀 050103205

高中地理教师-310 董贝 050103207

高中体育教师-311 王顺 050103703

初中语文教师-312 赵松青 050100210

初中语文教师-312 郭爽 050100212

初中语文教师-312 宋欣 050100330

初中语文教师-312 于卫卫 050100230

初中语文教师-312 张泽琪 050100317

初中语文教师-312 许思思 050100329

初中语文教师-312 付丽 050100319

初中语文教师-312 李潇 050100305

初中语文教师-312 刘月秀 050100208



初中语文教师-312 金芝羽 050100220

初中语文教师-312 张胜君 050100318

初中语文教师-312 时宇 050100306

初中语文教师-312 冯希 050100213

初中语文教师-312 何玉凤 050100327

初中语文教师-312 姜峰 050100321

初中语文教师-312 王亚楠 050100222

初中语文教师-312 李霜 050100211

初中语文教师-312 徐新慧 050100216

初中语文教师-313 贾荣 050100430

初中语文教师-313 王雯雯 050100423

初中语文教师-313 张艺慧 050100517

初中语文教师-313 纪钰莹 050100518

初中语文教师-313 荣然然 050100429

初中语文教师-313 高文婷 050100509

初中语文教师-313 姜梦菲 050100512

初中语文教师-313 王兰梅 050100505

初中语文教师-313 田丰 050100404

初中语文教师-313 李娅 050100519

初中语文教师-313 付琳 050100511

初中语文教师-313 方国强 050100428

初中语文教师-313 李玉 050100416

初中语文教师-313 宋先念 050100405

初中语文教师-313 孔晓菲 050100413

初中语文教师-313 杨飞飞 050100503

初中语文教师-313 石尉囡 050100408

初中语文教师-313 王玉雪 050100502

初中数学教师-314 田晓昕 050100625

初中数学教师-314 刘昱 050100630

初中数学教师-314 井维芳 050100705

初中数学教师-314 李慧 050100608

初中数学教师-314 胡振海 050100718

初中数学教师-314 吕英 050100612

初中数学教师-314 白瞳瞳 050100706

初中数学教师-314 王道超 050100629

初中数学教师-314 张伟光 050100623

初中数学教师-314 吴百元 050100607



初中数学教师-314 闫莉 050100701

初中数学教师-314 丁庆宾 050100711

初中数学教师-314 孔瑞雪 050100624

初中数学教师-314 苑茜茜 050100721

初中数学教师-315 孙晓凤 050100824

初中数学教师-315 范无非 050100807

初中数学教师-315 于世江 050100722

初中数学教师-315 尹文敬 050100813

初中数学教师-315 彭修娜 050100808

初中数学教师-315 时启猛 050100816

初中数学教师-315 张诗文 050100803

初中数学教师-315 桑胜楠 050100901

初中数学教师-315 刘丽媛 050100809

初中数学教师-315 田叶 050100814

初中数学教师-315 韩孝星 050100815

初中数学教师-315 魏子博 050100906

初中数学教师-315 贾清格 050100804

初中英语教师-316 赵鑫璐 050101127

初中英语教师-316 刘亚冬 050101320

初中英语教师-316 洪峰峰 050101117

初中英语教师-316 柯美玲 050101129

初中英语教师-316 林婷婷 050101212

初中英语教师-316 杨晓宁 050101321

初中英语教师-316 彭炜豪 050101304

初中英语教师-316 孟瑞瑞 050101219

初中英语教师-316 纪红娟 050101503

初中英语教师-316 刘佳 050101121

初中英语教师-316 吴凤珍 050101112

初中英语教师-316 侯倩 050101424

初中英语教师-316 杜慧 050101125

初中英语教师-316 郭冠军 050101120

初中英语教师-316 秦梅 050101217

初中英语教师-316 张文婧 050101313

初中英语教师-316 张雪 050101330

初中英语教师-316 程清 050101106

初中英语教师-316 张静 050101228

初中英语教师-316 许浩君 050101312



初中物理教师-317 韩建霞 050101612

初中物理教师-317 郭艳蕊 050101625

初中物理教师-317 杨现利 050101609

初中物理教师-317 刘鹏 050101610

初中物理教师-317 王金銮 050101618

初中物理教师-317 刘坤 050101627

初中物理教师-317 张振 050101617

初中物理教师-317 张政 050101608

初中物理教师-317 周聪 050101626

初中化学教师-318 于辉 050101807

初中化学教师-318 杨梅 050101802

初中化学教师-318 关祥碧 050101805

初中化学教师-318 段会燕 050101828

初中化学教师-318 王健 050101804

初中化学教师-318 张超 050101827

初中化学教师-318 秦肖 050101813

初中化学教师-318 胡令孝 050102001

初中化学教师-318 耿鹏 050101916

初中化学教师-318 牛如明 050102018

初中化学教师-318 张伟 050101808

初中化学教师-318 刘宗香 050101803

初中化学教师-318 彭晓晴 050102112

初中生物教师-319 冯立华 050102416

初中生物教师-319 陈曦 050102501

初中生物教师-319 贾红 050102404

初中生物教师-319 桑庆赢 050102421

初中政治教师-320 秦勇 050102701

初中政治教师-320 高义霞 050102808

初中政治教师-320 彭柳杨 050102722

初中政治教师-320 闫艳 050102726

初中政治教师-320 劳红 050102716

初中政治教师-320 王晓慧 050102703

初中政治教师-320 牛群 050102711

初中政治教师-320 吴振锋 050102802

初中政治教师-320 李子凤 050102723

初中历史教师-321 方纯杰 050103021

初中历史教师-321 阚瑾一 050103020



初中历史教师-321 陈蕊 050102929

初中历史教师-321 屈永恒 050103009

初中历史教师-321 平文杰 050102930

初中历史教师-321 付翔宇 050103014

初中历史教师-321 王亚利 050102922

初中历史教师-321 续连鑫 050103027

初中历史教师-321 聂年年 050103006

初中地理教师-322 张雪慧 050103301

初中地理教师-322 孟振东 050103310

初中地理教师-322 张明星 050103302

初中地理教师-322 包维彪 050103303

初中地理教师-322 范晓敏 050103313

初中地理教师-322 宋银凤 050103316

初中地理教师-322 李晓霞 050103222

初中地理教师-322 张晶 050103312

初中音乐教师-323 徐思瑶 050103504

初中音乐教师-323 陈福亮 050103423

初中音乐教师-323 殷龙 050103508

初中音乐教师-323 孔雯雯 050103401

初中音乐教师-323 宁力 050103419

初中体育教师-324 孙潇 050103808

初中体育教师-324 张芳芳 050103807

初中体育教师-324 程志 050103718

初中体育教师-324 张海杰 050103729

初中体育教师-324 张宁宁 050103720

初中体育教师-324 侯岩 050103813

初中体育教师-324 赵凯 050103724

初中美术教师-325 曹珍珍 050104108

初中美术教师-325 王晓 050103921

初中美术教师-325 刘年虎 050103906

小学语文教师-326 朱悦 050105404

小学语文教师-326 孔腾腾 050104813

小学语文教师-326 肖革 050104915

小学语文教师-326 刘迁迁 050104628

小学语文教师-326 周旋 050105115

小学语文教师-326 程静 050104607

小学语文教师-326 薛腾 050105027



小学语文教师-326 王永琼 050104412

小学语文教师-326 陈娜 050104311

小学语文教师-326 高盟盟 050104726

小学语文教师-326 田晓伟 050104927

小学语文教师-326 许慧 050105013

小学语文教师-326 郁晓丽 050104408

小学语文教师-326 李献鸽 050105306

小学语文教师-326 靳艳芳 050105125

小学语文教师-327 姚然 050104417

小学语文教师-327 李璐璐 050104608

小学语文教师-327 郭晓 050104322

小学语文教师-327 杜清 050104604

小学语文教师-327 程美丽 050105421

小学语文教师-327 薛艳茹 050105429

小学语文教师-327 郭晓菲 050105009

小学语文教师-327 胡玉珠 050105428

小学语文教师-327 公秀云 050104404

小学语文教师-327 周欣悦 050105417

小学数学教师-328 董婷婷 050106402

小学数学教师-328 高雅 050105919

小学数学教师-328 高田玲 050105522

小学数学教师-328 徐兵 050106617

小学数学教师-328 颜芬 050105815

小学数学教师-328 娄爱凤 050106218

小学数学教师-328 狄珊珊 050106117

小学数学教师-328 于飞 050106725

小学数学教师-328 陈磊 050105609

小学数学教师-328 李刚 050105806

小学数学教师-328 张丁丁 050106230

小学数学教师-328 王辰辰 050106104

小学数学教师-328 孙慧娟 050106427

小学数学教师-328 路晓静 050106026

小学数学教师-329 卢宗琦 050106101

小学数学教师-329 闫秀秀 050105708

小学数学教师-329 周凤杰 050105825

小学数学教师-329 黄倩 050105721

小学数学教师-329 周艳玲 050106327



小学数学教师-329 孔晓倩 050107025

小学数学教师-329 张颖颖 050105717

小学数学教师-329 王钰 050106406

小学数学教师-329 刘玉芳 050105618

小学数学教师-329 马冉冉 050106622

小学数学教师-329 张丽 050105829

小学数学教师-329 张红艳 050106116

小学数学教师-329 桑雪芬 050105830

小学英语教师-330 许建华 050107209

小学英语教师-330 李婷 050107305

小学英语教师-330 张婷 050107208

小学英语教师-330 程青 050107205

小学英语教师-330 卞琳琳 050107114

小学英语教师-330 于文文 050107210

小学英语教师-330 万雪 050107224

小学英语教师-330 林甜甜 050107121

小学英语教师-330 秦红 050107301

小学英语教师-330 李彤 050107329

小学英语教师-330 马美杰 050107326

小学英语教师-330 李真珍 050107115

小学英语教师-330 徐春晓 050107404

小学英语教师-330 邵娜 050107228

小学英语教师-330 苏兰 050107212

小学英语教师-330 刘雪婷 050107408

小学体育教师-331 黄小龙 050107514

小学体育教师-332 柳庆旭 050107507

幼儿园教师-333 夏晶 050107728

幼儿园教师-333 王美菊 050107727

幼儿园教师-333 张娜 050107707

幼儿园教师-333 赵闻 050107917

幼儿园教师-333 徐腾 050107822

幼儿园教师-333 姚真茹 050107817

幼儿园教师-333 田星昊 050107614

幼儿园教师-333 张浩然 050107721

幼儿园教师-333 刘佳蕾 050107719

幼儿园教师-333 公丕英 050107804

幼儿园教师-333 邵鲁华 050107828



幼儿园教师-334 马晓杰 050108104

幼儿园教师-334 任雪莲 050108309

幼儿园教师-334 周广芹 050108806

幼儿园教师-334 任会贞 050108008

幼儿园教师-334 杜海燕 050108029

幼儿园教师-334 郝珊珊 050108227

幼儿园教师-334 宁娜 050108704

幼儿园教师-334 殷鑫 050108308

幼儿园教师-334 魏红 050108130

幼儿园教师-334 张曼曼 050108823

幼儿园教师-334 任达 050108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