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洛宁县中小学一级教师任职资格评委
会评审通过人员名单公示

     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申报专业

1 董新丽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生物

2 吉柔风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生物

3 黄欣慧 洛宁县第一实验中学 生物

4 段粉粉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生物

5 段向杉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中学） 物理

6 金燕燕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化学

7 杜永波 洛宁县东宋镇中心学校（中学） 化学

8 崔建飞 洛宁县兴华镇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数学

9 代雄伟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学数学

10 杨春燕 洛宁县第一实验中学 中学数学

11 王冬冬 洛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中学数学

12 尚素姣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学数学

13 司睿楠 洛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中学数学

14 王伟锋 洛宁县涧口乡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数学

15 高铁牛 洛宁县高级中学 中学数学

16 卫利娟 洛宁县高级中学 中学数学

17 司应锋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数学

18 杨宁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数学

19 梁建伟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数学

20 代小岩 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 中学数学

21 马松霞 洛宁县高级中学 地理

22 郑玉玺 洛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地理

23 韦净净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政治

24 贾剑珺 洛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政治

25 贺龙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政治



26 李少波 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 历史

27 张永飞 洛宁县高级中学 历史

28 张粉粉 洛宁县高级中学 历史

29 杨丽云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中学） 历史

30 高智勇 洛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中学语文

31 杨燕燕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语文

32 杨绯红 洛宁县城关镇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语文

33 邱昕 洛宁县第一实验中学 中学语文

34 王慧利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语文

35 张彩丽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语文

36 郭青青 洛宁县城关镇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语文

37 刘新峰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语文

38 崔军治 洛宁县东宋镇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语文

39 宋占勇 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 中学语文

40 李念钊 洛宁县底张乡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语文

41 贺卓松 洛宁县小界乡中心学校（中学） 中学语文

42 赵文文 洛宁县兴华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43 郭建榜 洛宁县东宋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44 刘萌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45 王小丽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46 李婷婷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47 郭翠宁 洛宁县城关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48 任金鸽 洛宁县涧口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49 黄保玲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50 张月英 洛宁县城关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51 曲利英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52 吴静静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53 张巧宁 洛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54 赵惠惠 洛宁县马店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55 孙丽萍 洛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56 程小丽 洛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57 陈维维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58 马粉宁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59 程传鸽 洛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60 朱花民 洛宁县小界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61 杨芳 洛宁县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62 张晓霞 洛宁县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63 宋金波 洛宁县东宋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64 张应芳 洛宁县上戈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65 高秀红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66 吉军红 洛宁县底张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67 王红霞 洛宁县河底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68 张书平 洛宁县景阳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69 郭汉卿 洛宁县河底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70 王杰霞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71 魏百芍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72 贾静静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73 贺芳芳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74 冯军波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75 李青萍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76 侯琳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77 任小宁 洛宁县故县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78 赵金鸽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79 张桂英 洛宁县城关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80 李绍阁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81 张嫩霞 洛宁县城关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82 杨希乐 洛宁县涧口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83 梁兵兵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84 闫芬芬 洛宁县涧口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85 王会宗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86 司丽娜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87 吉小妮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88 李润鸽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89 张彩萍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90 张治辉 洛宁县河底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91 张静云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92 郭利伟 洛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93 张欣欣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94 张平 洛宁县河底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95 丁玉洁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96 马义玺 洛宁县马店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97 程线锋 洛宁县东宋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98 宋百涛 洛宁县小界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99 孙海霞 洛宁县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100 王红芳 洛宁县底张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01 蒋晶晶 洛宁县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102 杨淑娟 洛宁县景阳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03 孔相亚 洛宁县东宋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04 赵治军 洛宁县小界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05 刘金香 洛宁县上戈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06 谢娟 洛宁县特殊教育学校 （小学） 小学语文

107 代丽娥 洛宁县涧口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08 赵笑容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09 金寸芳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音乐



110 陈英文 洛宁县罗岭乡初级中学 音乐

111 赵小娟 洛宁县涧口乡中心学校（小学） 音乐

112 胡维维 洛宁县第一实验中学 音乐

113 宋豆豆 洛宁县下峪镇中心学校（中学） 音乐

114 张俏丽 洛宁县高级中学 音乐

115 张一波 洛宁县马店镇中心学校（中学） 音乐

116 师效杰 洛宁县赵村镇中心学校（中学） 音乐

117 韦晓丽 洛宁县第一实验小学 音乐

118 亢理乐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中学） 体育

119 毛文娟 洛宁县长水镇中心学校（小学） 体育

120 张晓晓 洛宁县小界乡中心学校（中学） 体育

121 王谦 洛宁县马店镇中心学校（小学） 美术

122 张乙飞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美术

123 张阳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美术

124 张志欣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中学） 美术

125 白延辉 洛宁县底张乡中心学校（小学） 美术

126 薛小杨 洛宁县上戈镇中心学校（小学） 美术

127 杜东东 洛宁县底张乡中心学校（小学） 美术

128 张冬冬 洛宁县东宋镇中心学校（中学） 信息技术

129 王园园 洛宁县直幼儿园 幼儿教育

130 马美杰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外语

131 赵秀景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小学） 外语

132 王国梁 洛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外语

133 孙小鸽 洛宁县高级中学 外语

134 杨小慧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中学） 外语

135 黄燕霞 洛宁县马店镇中心学校（中学） 外语

136 司玉婷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外语

137 任冰怡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外语



138 赵丽萍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外语

139 詹利霞 洛宁县河底镇中心学校（小学） 外语

140 赵若男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外语

141 张芳芳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中学） 外语

142 焦芳芳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外语

143 杨利芳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外语

144 黄小丽 洛宁县回族镇中心学校（中学） 外语

145 李俊玲 洛宁县马店镇中心学校（中学） 外语

146 张礼堂 洛宁县赵村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147 韦六生 洛宁县陈吴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

148 韩志敏 洛宁县城郊乡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49 张丛姣 洛宁县河底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50 何志云 洛宁县赵村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51 李胡锁 洛宁县东宋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152 李丽君 洛宁县景阳镇中心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