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靖边县2022年特岗教师拟聘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段 学科 准考证号

1 刘小利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7041044650

2 刘汉成 男 初中 初中语文 67041042968

3 申凯文 男 初中 初中语文 67041040457

4 冀倩楠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7041042846

5 朱小惠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7041043804

6 贺花花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7041044301

7 殷艳霞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7041041034

8 高于婷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7041046495

9 白宇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7041046165

10 苏艳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7041046352

11 刘佳妮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7041050094

12 任妍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7041053166

13 张文妹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7041052007

14 田春艳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7041056665

15 管健坊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7041058082

16 胡静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7041050139

17 赵楠楠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7041050136

18 康小焕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7041054822

19 王姣姣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7041054876

20 白帅 男 初中 初中数学 67041053940

21 王安娜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7041063031

22 马俪娜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7041063502

23 杨倩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7041067013

24 张院院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7041064297

25 艾肖肖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7041066045

26 李花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7041062108

27 王艺蓉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7041064415

28 宁一姣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7041066835

29 李娜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7041064308

30 梁阐斤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7041064376

31 陈儒儒 女 初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67041072857

32 林兴宇 女 初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6704107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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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妮妮 女 初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67041075012

34 姚茹 女 初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67041071328

35 黄乐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67041082046

36 卢正娟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67041086861

37 王雅杰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67041082122

38 林娜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67041087216

39 贺凤波 男 初中 初中地理 67041096404

40 冯静静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67041097796

41 吕娜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67041092005

42 刘一 男 初中 初中地理 67041090316

43 刘瑶瑶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67041106536

44 葛凯飞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67041107459

45 齐娜娜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67041101630

46 屈田田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67041103441

47 张宏德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67041106765

48 吴文慧 女 初中 初中化学 67041116882

49 张艳 女 初中 初中化学 67041115146

50 张謇 男 初中 初中化学 67041115612

51 白海艳 女 初中 初中化学 67041111086

52 冯东东 男 初中 初中生物 67041123152

53 王晓利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67041125441

54 张榕榕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67041122213

55 段凯妮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67041126374

56 李红丽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1755

57 朱丹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4285

58 梁阐磷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2053

59 高春霄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3165

60 杨天天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6064

61 王春月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6753

62 李娜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1947

63 陈雪雪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2185

64 杨娜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5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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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姬淼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5745

66 刘慧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4911

67 胡静静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1962

68 郭蓉蓉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4081

69 侯秀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6867

70 田赛赛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2458

71 张瑜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4739

72 王瑶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1846

73 张倩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1528

74 王小慧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3517

75 贾茜贝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1472

76 周熙雅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4655

77 王晶晶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6937

78 高娟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7254

79 李鹏 男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3735

80 魏静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0463

81 狄璐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1117

82 高向茹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4367

83 边倩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7770

84 赵茹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6819

85 白坤玲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7042044657

86 乔苗苗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1350

87 朱健宁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0063

88 贺鱼霞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3056

89 郝振婷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0864

90 朱文靖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2843

91 李妮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2010

92 刘茸茸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5055

93 任娜娜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7487

94 邢娜娜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0102

95 曹玉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4236

96 刘佳鑫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7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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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王彦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1986

98 高光荣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2342

99 白慧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7934

100 朱雨欣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3320

101 马霞霞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5361

102 王玲玲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1254

103 庞生龙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6558

104 王晓娜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4679

105 吴培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4765

106 冯苗苗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5091

107 拓海霞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6796

108 杨晓晓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7846

109 李晓晓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7950

110 马娅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0060

111 苗晓晓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0239

112 白淑贤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3638

113 冯娜娜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5868

114 白羽倩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7612

115 陈浩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67042057953

116 刘茹茹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7042061600

117 李娇娇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7042063812

118 李朵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7042064463

119 党向慧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7042062294

120 姬辽辽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7042064598

121 张利蓉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7042068285

122 武晓梦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7042064513

123 苏羽羽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7042060543

124 谢毛毛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7042065419

125 苗泽妮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67042067304

126 方瑞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67042132039

127 贾露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67042133576

128 曹兴民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6704213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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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曹智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67042135795

130 高粉花 女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7042134414

131 姜哲 女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7042131752

132 田英英 女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7042134377

133 张云 女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7042132234

134 赵春艳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7042146670

135 徐吉多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7042142630

136 刘乐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7042145945

137 白琳阅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7042140191

138 何彩茹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7042151214

139 薛金茹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7042153371

140 刘婷婷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7042152142

141 周文虎 男 小学 小学美术 67042152461

142 高雅欣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7042177362

143 赵亚利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7042172577

144 杨月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7042172971

145 张凤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7042171445

146 张芳芳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2413

147 白荣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1720

148 石宇宁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7715

149 谢妍慧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8328

150 封静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0918

151 胡荣芳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1676

152 张雯雯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8103

153 刘亚荣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2058

154 贺雅楠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7065

155 武亚莉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7190

156 戴雅丹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7920

157 万书颖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6105

158 刘静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3587

159 白妮妮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4300

160 李蕊 女 小学（学前班方向） 学前教育 6704316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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