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编制学校 岗位代码 准考证编号 考试科目

苏冉 女 威宁自治县炉山镇平山小学 01 201701037 小学语文

马瑞 女 威宁自治县双龙镇双龙小学 01 201701017 小学语文

高芬 女 威宁自治县小海镇西冲小学 01 201701005 小学语文

崔萍 女 威宁自治县岔河镇结嘎小学 01 201701028 小学语文

徐永俊 男 威宁自治县哲觉镇和平小学 01 201701033 小学语文

谭小义 女 威宁自治县草海镇中海小学 01 201701032 小学语文

付文赴 女 威宁自治县么站镇么站小学 01 201701004 小学语文

赵建能 男 威宁自治县雪山镇建明教学点 01 201701011 小学语文

陈方娅 女 威宁自治县金钟镇院箐小学 01 201701035 小学语文

马玉林 女 威宁自治县秀水镇第二小学 01 201701040 小学语文

刘永超 男 威宁自治县板底乡登底小学 01 201701042 小学语文

李赴 男 威宁自治县石门乡新民教学点 01 201701048 小学语文

马蓉 女 威宁自治县东风镇东风小学 01 201701009 小学语文

王燕 女 威宁自治县牛棚镇牛棚小学 01 201701039 小学语文

刘琴 女 威宁自治县大街中学 01 201701025 小学语文

文晓惠 女 威宁自治县兔街镇兔街小学 01 201701051 小学语文

聂鑫 男 威宁自治县小海镇三河小学 01 201701006 小学语文

李梅 女 威宁自治县龙场第二中学 01 201701018 小学语文

陈后琼 女 威宁自治县石门乡年丰教学点 01 201701049 小学语文

陈梦馨 女 威宁自治县东风镇拱桥小学 01 201701008 小学语文

张剑梅 女 威宁自治县龙场镇龙场小学 01 201701019 小学语文

陈飞 男 威宁自治县海拉镇红辉小学 01 201701003 小学语文

朱翾 女 威宁自治县双龙镇耿家小学 01 201701016 小学语文

马飞龙 男 威宁自治县玉龙镇营寨小学 01 201701021 小学语文

马举秋 女 威宁自治县斗古镇坪子小学 01 201701030 小学语文

施辉毅 男 威宁自治县秀水镇新田小学 01 201701041 小学语文

杨芹 女 威宁自治县双龙镇双龙小学 02 201702068 小学数学

王大辉 女 威宁自治县金钟镇第二小学 02 201702082 小学数学

周兵 男 威宁自治县小海镇小海小学 02 201702061 小学数学

王维 女 威宁自治县炉山镇结里小学 02 201702084 小学数学

寇义 男 威宁自治县羊街镇羊街小学 02 201702090 小学数学

张伟 男 威宁自治县羊街镇兴隆小学 02 201702091 小学数学

威宁自治县2017年简化程序面向本县乡（镇、街道）学校正式教师遴选部分
教师到县直相关学校任教拟调人员名单

第 1 页，共 3 页



姓名 性别 编制学校 岗位代码 准考证编号 考试科目

威宁自治县2017年简化程序面向本县乡（镇、街道）学校正式教师遴选部分
教师到县直相关学校任教拟调人员名单

张茜 女 威宁自治县迤那镇教育管理中心 02 201702059 小学数学

胡传茜 女 威宁自治县盐仓镇施家营小学 02 201702066 小学数学

张家启 男 威宁自治县小海镇七里河小学 02 201702060 小学数学

王怡 女 威宁自治县黑石头镇第二小学 02 201702063 小学数学

聂宗福 男 威宁自治县保家中学 02 201702079 小学数学

王菊 女 威宁自治县炉山镇青竹小学 02 201702083 小学数学

黄先芬 女 威宁自治县二塘镇艾家坪小学 02 201702095 小学数学

陈芳 女 威宁自治县兔街镇兔街小学 02 201702094 小学数学

张洪波 女 威宁自治县迤那镇迤那小学 02 201702058 小学数学

饶祥云 男 威宁自治县中水镇第二小学 02 201702074 小学数学

卯升广 男 威宁自治县岔河镇结嘎小学 02 201702076 小学数学

杨艳丽 女 威宁自治县海拉镇新村小学 02 201702097 小学数学

杨江红 男 威宁自治县麻乍镇坪营小学 02 201702072 小学数学

保翠芬 女 威宁自治县黑石头镇大桥小学 02 201702062 小学数学

徐卫来 男 威宁自治县草海镇前进小学 02 201702078 小学数学

罗丹 女 威宁自治县金钟镇金钟小学 02 201702081 小学数学

何丽 女 威宁自治县观风海镇第二小学 03 201703114 小学英语

孔令娟 女 威宁自治县羊街镇银河小学 03 201703113 小学英语

王会查 女 威宁自治县炉山镇结里小学 03 201703110 小学英语

张春兰 女 威宁自治县牛棚镇新山小学 03 201703111 小学英语

马香梅 女 威宁自治县斗古镇关口小学 03 201703107 小学英语

刘买金 女 威宁自治县龙街镇大寨小学 03 201703103 小学英语

周亚琴 女 威宁自治县中水中学 03 201703106 小学英语

张吉 女 威宁自治县黑石头第二中学 03 201703101 小学英语

吴国先 女 威宁自治县龙场镇龙场小学 03 201703105 小学英语

朱江云 女 威宁自治县龙街镇陆家营小学 04 201704122 小学音乐

王佩 女 威宁自治县黑石头第二中学 04 201704119 小学音乐

张波 女 威宁自治县东风镇拱桥小学 04 201704120 小学音乐

张聃 男 威宁自治县秀水中学 05 201705136 小学体育

江运周 男 威宁自治县金钟第二中学 05 201705135 小学体育

张天岚 女 威宁自治县么站中学 06 201706139 初中语文

刘瑶 女 威宁自治县观风海中学 06 201706154 初中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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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邦辉 男 威宁自治县小海中学 06 201706140 初中语文

叶超燕 女 威宁自治县海拉中学 06 201706157 初中语文

马文义 男 威宁自治县秀水镇秀水小学 06 201706152 初中语文

祖大敏 女 威宁自治县兔街中学 07 201707162 初中数学

顾贵 男 威宁自治县海拉中学 07 201707163 初中数学

李发美 女 威宁自治县东风第二中学 07 201707158 初中数学

李彦邻 女 威宁自治县盐仓中学 08 201708168 初中英语

晏强会 女 威宁自治县草海镇东山小学 08 201708174 初中英语

徐美玲 女 威宁自治县金斗中学 08 201708169 初中英语

冯俩菊 女 威宁自治县羊街第二中学 08 201708177 初中英语

赵群 女 威宁自治县双龙中学 08 201708170 初中英语

杨兴芬 女 威宁自治县炉山第二中学 08 201708176 初中英语

马燕 女 威宁自治县黑石头镇大桥小学 09 201709180 初中物理

赵书申 男 威宁自治县盐仓中学 09 201709181 初中物理

殷亚玲 女 威宁自治县兔街中学 10 201710192 初中美术

陈会东 女 威宁自治县龙街中学 11 201711194 高中语文

李敏 女 威宁自治县么站中学 11 201711193 高中语文

文泽世 男 威宁自治县双龙中学 12 201712206 高中数学

王应丽 女 威宁自治县中水中学 12 201712207 高中数学

韩倩娜 女 威宁自治县牛棚第二中学 12 201712209 高中数学

闻艳群 女 威宁自治县黑石头第二中学 13 201713211 高中英语

余大中 男 威宁自治县迤那中学 13 201713210 高中英语

刘佳艳 女 威宁自治县双龙中学 13 201713212 高中英语

罗军 男 威宁自治县黑土河中学 14 201714219 高中物理

王乾深 男 威宁自治县羊街第二中学 14 201714221 高中物理

聂顺梅 女 威宁自治县金钟中学 15 201715222 高中化学

陈鹏 男 威宁自治县岔河中学 16 201716229 高中政治

罗勇 男 威宁自治县双龙中学 18 201718237 高中体育

余二霸 男 威宁自治县羊街中学 18 201718240 高中体育

第 3 页，共 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