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寿县2020年特岗计划教师招聘面试人员名单

温馨提示：上午面试人员8月26日7:00前报到，下午面试人员8月26日12:00前报到。

序号 乡镇 姓名 性别 学科 准考证号 分上下午

1 常宁小学学区 王琨 男 小学体育 63052130007 上午

2 常宁小学学区 高嫄 女 小学音乐 63052140009 上午

3 店头小学学区 李超 男 小学体育 63052130013 上午

4 店头小学学区 王晨曦 女 小学音乐 63052140011 上午

5 甘井小学学区 乔彬 男 小学体育 63052130006 上午

6 甘井小学学区 陈倩 女 小学体育 63052130010 上午

7 甘井小学学区 赵涵 女 小学音乐 63052140005 上午

8 甘井小学学区 赵甜甜 女 小学音乐 63052140003 上午

9 甘井小学学区 袁梦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62 上午

10 甘井小学学区 郭佳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77 上午

11 马坊小学学区 来佳伟 男 小学体育 63052130003 上午

12 马坊小学学区 张兴 男 小学体育 63052130011 上午

13 马坊小学学区 李晨 男 小学音乐 63052140004 上午

14 马坊小学学区 郑东东 男 小学音乐 63052140012 上午

15 马坊小学学区 杨文文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59 上午

16 马坊小学学区 赵梅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73 上午

17 马坊小学学区 刘妍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47 上午

18 马坊小学学区 魏倩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02 上午

19 马坊小学学区 吕萌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20 上午

20 马坊小学学区 王凤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68 上午

21 上邑小学学区 武对对 女 小学音乐 63052140008 上午

22 永太九年制学校 王朵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53 上午

23 永太九年制学校 段雪蕾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09 上午

24 永太九年制学校 李倩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39 上午

25 永太九年制学校 何诗媛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79 上午

26 永太九年制学校 胡月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14 上午

27 永太九年制学校 邵明涛 男 小学英语 63052060069 上午

28 御驾宫小学学区 李丹丹 女 小学音乐 63052140013 上午

29 常宁小学学区 秦莹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01 下午

30 常宁小学学区 杨静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23 下午

31 常宁小学学区 田美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51 下午



永寿县2020年特岗计划教师招聘面试人员名单

温馨提示：上午面试人员8月26日7:00前报到，下午面试人员8月26日12:00前报到。

序号 乡镇 姓名 性别 学科 准考证号 分上下午

32 常宁小学学区 王姣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49 下午

33 常宁小学学区 徐云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27 下午

34 常宁小学学区 韩明明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13 下午

35 常宁小学学区 房海兰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34 下午

36 店头小学学区 薛金花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25 下午

37 店头小学学区 续文娟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15 下午

38 店头小学学区 张叶子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05 下午

39 店头小学学区 苏琼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36 下午

40 豆家小学学区 高利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29 下午

41 豆家小学学区 李鑫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11 下午

42 豆家小学学区 王星 男 小学美术 63052150004 下午

43 豆家小学学区 杨串串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28 下午

44 豆家小学学区 蒙冬冬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61 下午

45 甘井小学学区 师潼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23 下午

46 甘井小学学区 张建宁 男 小学美术 63052150020 下午

47 甘井小学学区 高雪姣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07 下午

48 马坊小学学区 姚嘉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22 下午

49 马坊小学学区 谢露芳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27 下午

50 马坊小学学区 何刚 男 小学美术 63052150009 下午

51 上邑小学学区 李瑞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17 下午

52 上邑小学学区 曹冲 男 小学美术 63052150026 下午

53 上邑小学学区 孙国宇 男 小学美术 63052150010 下午

54 上邑小学学区 吴群群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10 下午

55 上邑小学学区 张旭 男 小学英语 63052060012 下午

56 上邑小学学区 韩雪艳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63 下午

57 御驾宫小学学区 杨肖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12 下午

58 御驾宫小学学区 桂珍 女 小学美术 63052150013 下午

59 御驾宫小学学区 赵婷婷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30 下午

60 御驾宫小学学区 张娜娜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25 下午

61 御驾宫小学学区 夏元元 女 小学英语 63052060024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