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兴区2018年公开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拟聘用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招聘学校 招聘职位  

1 金坛云 女 1993.03 安庆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 大学 湖州四中教育集团 初中语文

2 徐彦斐 女 1996.07 首都师范大学 戏剧影视文学 大学 湖州四中教育集团 初中语文

3 俞思佳 女 1995.11 宁波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大学 湖州四中教育集团 初中语文

4 丁嘉诚 男 1994.10 浙江海洋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大学 湖州四中教育集团 初中数学

5 吴花 女 1995.10 盐城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大学 湖州四中教育集团 初中数学

6 乔佳 女 1994.11 湖州师范学院 历史学 大学 湖州四中教育集团 初中历史与社会

7 施梦圆 女 1994.09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训练 大学 湖州四中教育集团 初中体育

8 岳承林 男 1992.02 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大学 湖州十一教育集团 初中数学

9 沈晓雯 女 1995.08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吴兴实验中学 初中语文

10 谢媛秋 女 1995.09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会计 大学 志和中学 初中数学

11 潘耀华 女 1995.01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历史学 大学 志和中学 初中历史与社会

12 陆翰鸣 女 1994.12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英语 大学 织里镇中 初中英语

13 王月飞 女 1994.02 宁波大学 物流管理 大学 织里二中 初中科学

14 杜苹 女 1993.09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大学 上强中学 初中美术

15 王夏鸣 女 1994.0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工商管理（旅游） 大学 环渚学校 初中历史与社会

16 费清雅 女 1994.03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传播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17 莫诗惠 女 1995.06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英语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18 钱一莹 女 1994.04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新闻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19 汤颖冰 女 1993.09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20 徐梦锜 女 1995.11 浙江万里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21 赵爽 女 1994.05 沧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22 朱杰 女 1993.08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英语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23 李晨昊 男 1994.02 宁波工程学院 广告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24 施云平 女 1995.06 台州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25 王芳 女 1995.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数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26 王婕 女 1996.08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经济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27 杨怡 女 1996.04 宁波大学 小学教育（理）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28 毕怡薇 女 1995.03 温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科学

29 李依婧 女 1995.11 浙江工业大学 能源化学工程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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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俞佳成 男 1993.08 湖州师范学院 物理学（师范）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科学

31 周浩铭 女 1994.12 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科学

32 孙巧玲 女 1996.01 湖州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体育

33 顾雪梅 女 1995.07 浙江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常溪小学 小学语文

34 贺诗青 女 1991.10 香港教育大学 中文研究（语文教育） 硕研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常溪小学 小学语文

35 邱扬 女 1992.09 浙江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常溪小学 小学语文

36 沈哲怡 女 1996.02 湖州师范学院 英语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常溪小学 小学语文

37 刘萍 女 1992.10 丽水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鹤和小学 小学语文

38 葛雯瑾 女 1994.10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英语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鹤和小学 小学数学

39 陈岚岚 女 1995.08 杭州师范大学 音乐学 大学 爱山小学教育集团鹤和小学 小学音乐

40 钱靖雯 女 1995.03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大学 湖师附小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41 袁丽雅 女 1993.10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湖师附小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42 李华 女 1993.09 浙江工业大学 旅游管理 大学 湖师附小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43 黄世梅 女 1995.06 绍兴文理学院 音乐学 大学 湖师附小教育集团 小学音乐

44 朱雅蕾 女 1996.01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音乐学 大学 湖师附小教育集团 小学音乐

45 金舒杰 男 1994.08 台州学院 体育教育 大学 湖师附小教育集团 小学体育

46 杨荣杰 男 1994.1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物流管理 大学 湖师附小教育集团 小学体育

47 包健 女 1995.12 长春光华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东风小学 小学语文

48 潘琪 女 1994.09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东风小学 小学语文

49 姚若梅 女 1994.01 宁波工程学院 日语 大学 东风小学 小学语文

50 黄佳 女 1994.01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英语 大学 东风小学 小学语文

51 茹茜茜 女 1993.10 丽水学院 生物科学 大学 东风小学 小学数学

52 许根新 男 1994.10 杭州师范大学 电子商务 大学 东风小学 小学数学

53 郑飞林 男 1995.09 台州学院 小学数学 大学 东风小学 小学数学

54 钟琴红 女 1995.12 温州大学 小学教育 大学 东风小学 小学数学

55 陈高敏 女 1995.09 丽水学院 音乐学 大学 东风小学 小学音乐

56 倪蕾 女 1995.05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月河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57 吴珺瑶 女 1995.09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月河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58 杨颖玉 女 1995.06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月河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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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张盛通 男 1995.10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传播学（网络传播方向） 大学 月河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60 沈红 女 1994.11 赣南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大学 月河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61 沈学文 女 1994.11 丽水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大学 月河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62 潘世炜 男 1994.07 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大学 月河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体育

63 孙圆梦 女 1994.09 浙江外国语学院 美术学（师范） 大学 月河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美术

64 陆晶 男 1995.05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英语 大学 龙泉小学 小学语文

65 金晓凤 女 1993.04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66 李燕 女 1996.04 安庆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67 王子玉 女 1996.03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表演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68 伍毓赟 女 1993.09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69 叶佳 女 1995.01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专业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70 周成 男 1993.10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71 何卫张 男 1995.09 浙江海洋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72 沈洁 女 1994.10 浙江师范大学 财务会计教育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73 汤国芳 女 1995.02 浙江财经大学 应用统计学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74 王瑜 女 1993.10 浙江师范大学 城市规划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75 朱雯华 女 1995.11 浙江万里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76 钱丽 女 1993.11 湖州师范学院 物理学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科学

77 吴晓琦 女 1992.03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科学

78 周立 男 1994.02 浙江师范大学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大学 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信息技术

79 潘韦虹 女 1992.06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英语 大学 吴兴一小 小学语文

80 李依锦 女 1995.06 湖州师范学院 英语 大学 吴兴一小 小学数学

81 徐佳 女 1995.10 丽水学院 小学教育 大学 吴兴一小 小学数学

82 陈立 男 1995.09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大学 吴兴一小 小学体育

83 刘小雨 女 1994.04 新余学院 英语教育 大学 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84 钮琬钦 女 1994.12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英语 大学 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85 钱彩虹 女 1995.12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语文

86 陈俊强 男 1993.06 衢州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 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87 唐怡帆 女 1994.11 台州学院 英语 大学 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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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沈佳瑶 女 1994.10 杭州师范大学 英语（师范） 大学 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英语

89 陈奇能 男 1995.09 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大学 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体育

90 王彧 女 1994.08 苏州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大学 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美术

91 黄圆圆 女 1995.05 湖州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大学 吴兴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92 潘婷 女 1995.04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 吴兴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93 潘育凤 女 1996.02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大学 吴兴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94 姚欢 女 1995.04 湖州师范学院 英语 大学 吴兴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95 赵世阳 女 1996.01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吴兴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96 程雅梅 女 1993.07 太原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 大学 吴兴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97 沈丰燕 女 1993.10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英语 大学 吴兴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98 汤必凯 男 1996.11 湖州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大学 吴兴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

99 朱佳欣 女 1995.02 商丘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大学 吴兴实验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100 吴潇雅 女 1995.08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大学 轧村小学 小学语文

101 戴淑怡 女 1993.12 浙江万里学院 电子商务 大学 轧村小学 小学数学

102 徐春晓 女 1995.01 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学 大学 轧村小学 小学音乐

103 费舒文 女 1994.10 宁波大学 环境设计 大学 轧村小学 小学美术

104 严丽辉 女 1994.09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漾西小学 小学语文

105 卞青青 女 1994.01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大学 太湖小学 小学语文

106 黄晨 女 1994.01 齐齐哈尔大学 汉语言文学 大学 太湖小学 小学语文

107 施留燕 女 1995.10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英语 大学 太湖小学 小学英语

108 朱秋霞 女 1993.08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对外汉语 大学 东林小学 小学语文

109 强思佳 女 1993.10 闽江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大学 东林小学 小学美术

110 傅卓瑶 女 1994.10 浙江海洋大学 汉语言文学 大学 上强小学 小学语文

111 刘雪儿 女 1994.12 江西科技学院 音乐学 大学 上强小学 小学音乐

112 姚勇 男 1993.12 浙江师范大学 市场营销 大学 上强小学 小学体育

113 冷瑜瑕 女 1994.04 丽水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 仁皇山小学 小学语文

114 莫月鑫 女 1994.05 南京航空航天金城学院 金融学 大学 仁皇山小学 小学数学

115 孙俐敏 女 1994.06 宁波大红鹰学院 环境设计 大学 弁南小学 小学语文

116 曹卜凡 女 1993.12 湖州师范学院 音乐表演 大学 弁南小学 小学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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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胡琦炜 男 1993.12 武汉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 大学 城南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

118 陆万城 男 1996.02 绍兴文理学院 体育教育 大学 城南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

119 徐晨 女 1994.10 宁波大学 英语 大学 戴山学校 小学语文

120 周静娴 女 1996.08 衢州学院 学前教育 大专 第一幼儿园 幼儿教育

121 陈秋瑶 女 1989.11 湖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 清河幼儿园 幼儿教育

122 李洁 女 1989.11 湖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 浮玉幼儿园 幼儿教育

123 许姣 女 1986.12 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大专 夹山漾幼儿园 幼儿教育

124 蒋乾敏 女 1995.02 湖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大专 西风漾幼儿园 幼儿教育

125 沈菲 女 1988.04 湖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 王家漾幼儿园 幼儿教育

126 张佩佩 女 1984.10 浙江女子学校 学前教育 大专 王家漾幼儿园 幼儿教育

127 孙佳红 女 1989.06 湖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大专 高新区幼儿园 幼儿教育

128 沈姣 女 1994.01 湖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大专 八里店幼儿园 幼儿教育

129 徐越田 女 1985.12 浙江财经学院 艺术设计 大学 仁皇山幼儿园 幼儿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