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洛南县特设岗位教师招聘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区县 报考学科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1 洛南县 小学语文 杨琳 60022040104   

2 洛南县 小学语文 杨娟 60022040105   

3 洛南县 小学语文 赵月婷 60022040124   

4 洛南县 小学语文 陈凯 60022040125   

5 洛南县 小学语文 赵向前 60022040127   

6 洛南县 小学语文 代景怡 60022040131   

7 洛南县 小学语文 庾倩倩 60022040132   

8 洛南县 小学语文 熊琦 60022040139   

9 洛南县 小学语文 董文倩 60022040142   

10 洛南县 小学语文 吴沛佩 60022040148   

11 洛南县 小学语文 董含笑 60022040152   

12 洛南县 小学语文 胡菲斐 60022040156   

13 洛南县 小学语文 马阳 60022040157   

14 洛南县 小学语文 王绒珍 60022040160   

15 洛南县 小学语文 闫秀 60022040164   

16 洛南县 小学语文 罗琪 60022040168   

17 洛南县 小学语文 邵乐乐 60022040183   

18 洛南县 小学语文 邢芬 60022040184   

19 洛南县 小学语文 刘燕 60022040185   

20 洛南县 小学语文 朱盼 60022040186   



21 洛南县 小学语文 李配环 60022040188   

22 洛南县 小学语文 苏静 60022040189   

23 洛南县 小学语文 黄莉婷 60022040192   

24 洛南县 小学语文 张洋洋 60022040197   

25 洛南县 小学语文 王妮 60022040198   

26 洛南县 小学语文 鹿飒 60022040201   

27 洛南县 小学语文 张璇 60022040216   

28 洛南县 小学语文 广菊怡 60022040221   

29 洛南县 小学语文 刘金锋 60022040224   

30 洛南县 小学语文 任军霞 60022040227   

31 洛南县 小学语文 李思懿 60022040230   

32 洛南县 小学语文 李丹萍 60022040232   

33 洛南县 小学语文 郭力萌 60022040233   

34 洛南县 小学语文 袁茜茜 60022040240   

35 洛南县 小学语文 陶绪清 60022040246   

36 洛南县 小学语文 段振宁 60022040256   

37 洛南县 小学语文 田琛 60022040267   

38 洛南县 小学语文 苏娟 60022040270   

39 洛南县 小学语文 全普凡 60022040273   

40 洛南县 小学语文 谈淼 60022040291   

41 洛南县 小学语文 陈玉婷 60022040298   

42 洛南县 小学语文 姚欢 60022040305   

43 洛南县 小学语文 杨雨桐 60022040220 递补 



44 洛南县 小学数学 陈露 60022050030   

45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冀昱阳 60022050032   

46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张馨月 60022050038   

47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常钰栋 60022050045   

48 洛南县 小学数学 闫祎 60022050048   

49 洛南县 小学数学 李庆红 60022050049   

50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刘静 60022050053   

51 洛南县 小学数学 乔静 60022050057   

52 洛南县 小学数学 李明 60022050058   

53 洛南县 小学数学 何斌 60022050060   

54 洛南县 小学数学 罗兰欣 60022050061   

55 洛南县 小学数学 解茜 60022050062   

56 洛南县 小学数学 郝梦瑶 60022050063   

57 洛南县 小学数学 李娜 60022050064   

58 洛南县 小学数学 李娜 60022050066   

59 洛南县 小学数学 韩玉涛 60022050070   

60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刘楠 60022050071   

61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徐倩婷 60022050076   

62 洛南县 小学数学 田美娟 60022050077   

63 洛南县 小学数学 郭馨杨 60022050078   

64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刘琳 60022050080   

65 洛南县 小学数学 雷潇 60022050081   

66 洛南县 小学数学 陈环环 60022050087   



67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张碾 60022050089   

68 洛南县 小学数学 白楠 60022050091   

69 洛南县 小学数学 郭浩 60022050095   

70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刘源 60022050098   

71 洛南县 小学数学 户红霞 60022050099   

72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张亚楠 60022050100   

73 洛南县 小学数学 樊云 60022050101   

74 洛南县 小学数学 陈茜茜 60022050104   

75 洛南县 小学数学 王力丹 60022050105   

76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张娟 60022050106   

77 洛南县 小学数学 李园园 60022050107   

78 洛南县 小学数学 王敏 60022050108   

79 洛南县 小学数学 廉胜南 60022050110   

80 洛南县 小学数学 马培杰 60022050082 递补 

81 洛南县 小学英语 王茜 60022060039   

82 洛南县 小学英语 肖宏梅 60022060040   

83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唐子怡 60022060044   

84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张锦昊 60022060046   

85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张怡 60022060047   

86 洛南县 小学英语 闫江妮 60022060048   

87 洛南县 小学英语 赵楠 60022060049   

88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刘一 60022060050   

89 洛南县 小学英语 贺李圆 60022060054   



90 洛南县 小学英语 焦春红 60022060055   

91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姚雨 60022060057   

92 洛南县 小学英语 赵倩 60022060058   

93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彭玲 60022060062   

94 洛南县 小学英语 杨雪雅 60022060063   

95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孟雪 60022060064   

96 洛南县 小学英语 赵艳 60022060067   

97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卢佳妮 60022060068   

98 洛南县 小学英语 殷盘盘 60022060070   

99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吕夏彤 60022060074   

100 洛南县 小学英语 赵叶 60022060076   

101 洛南县 小学英语 贺雨柔 60022060078   

102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吴谦 60022060080   

103 洛南县 小学英语 陈洋 60022060082   

104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张荣 60022060083   

105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宋娜 60022060084   

106 洛南县 小学英语 郝沙沙 60022060086   

107 洛南县 小学英语 贾红霞 60022060087   

108 洛南县 小学英语 闵玄烨 60022060091   

109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冯盼科 60022060093   

110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徐丹红 60022060038 递补 

111 洛南县 小学英语 杨帆 60022060056 递补 

112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史仙仙 60022060059 递补 



113 洛南县 小学英语 张乐洋 60022060075 递补 

114 洛南县 小学英语 程秋霞 60022060085 递补 

115 洛南县 小学信息技术 杨阳 60022170004   

116 洛南县 小学信息技术 余建安 60022170005   

117 洛南县 小学信息技术 姜丹 60022170006   

118 洛南县 小学信息技术 刘婷 60022170007   

119 洛南县 小学信息技术 罗志强 60022170009   

120 洛南县 小学信息技术 卢娇娇 60022170011   

121 洛南县 小学科学 张海锋 60022170043   

122 洛南县 小学科学 李晋豫 60022170044   

123 洛南县 小学科学 刘枭 60022170045   

124 洛南县 小学科学 屈林 60022170046   

125 洛南县 小学科学 王会会 60022170048   

126 洛南县 小学科学 陈旭 60022170050   

127 洛南县 小学体育 王婷 60022130043   

128 洛南县 小学体育 李亚男 60022130044   

129 洛南县 小学体育 刘江 60022130045   

130 洛南县 小学体育 李明霞 60022130047   

131 洛南县 小学体育 陈潘潘 60022130048   

132 洛南县 小学体育 张冰 60022130050   

133 洛南县 小学体育 张力 60022130054   

134 洛南县 小学体育 张瑛 60022130055   

135 洛南县 小学体育 席建龙 60022130056   



136 洛南县 小学体育 田龙龙 60022130057   

137 洛南县 小学体育 董伟伟 60022130058   

138 洛南县 小学体育 樊涛 60022130060   

139 洛南县 小学体育 彭丹丹 60022130061   

140 洛南县 小学体育 王妮妮 60022130064   

141 洛南县 小学体育 刘妃 60022130065   

142 洛南县 小学体育 刘肖肖 60022130066   

143 洛南县 小学体育 余静 60022130067   

144 洛南县 小学体育 周欢 60022130068   

145 洛南县 小学体育 焦新月 60022130071   

146 洛南县 小学体育 董苗苗 60022130072   

147 洛南县 小学体育 石隆基 60022130074   

148 洛南县 小学音乐 李茜 60022140016   

149 洛南县 小学音乐 胡妍 60022140017   

150 洛南县 小学音乐 王泺锟 60022140018   

151 洛南县 小学音乐 周方圆 60022140022   

152 洛南县 小学音乐 王丹阳 60022140023   

153 洛南县 小学音乐 党苗 60022140024   

154 洛南县 小学音乐 闫熙蕾 60022140025   

155 洛南县 小学音乐 袁娟娟 60022140026   

156 洛南县 小学音乐 王娜 60022140027   

157 洛南县 小学美术 冯奎 60022150031   

158 洛南县 小学美术 周艳 60022150034   



159 洛南县 小学美术 冀翠 60022150036   

160 洛南县 小学美术 刘艳 60022150039   

161 洛南县 小学美术 解玉 60022150040   

162 洛南县 小学美术 杨柳 60022150042   

163 洛南县 小学美术 李霙 60022150044   

164 洛南县 小学美术 乐笑 60022150045   

165 洛南县 小学美术 张伟泓 60022150048   

166 洛南县 小学美术 郝萌 60022150050   

167 洛南县 小学美术 何勇 60022150052   

168 洛南县 小学美术 刘卿媛 60022150054   

169 洛南县 小学美术 谭洋洋 60022150055   

170 洛南县 小学美术 王莉 60022150057   

171 洛南县 小学美术 王琳 60022150059   

172 洛南县 小学美术 张盈 60022150062   

173 洛南县 小学美术 史可 60022150069   

174 洛南县 小学美术 焦柯 6002215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