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吉县 2019 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根据《浙江省安吉县 2019 年招聘教师公告（第 2 号）》的既定规

则，经资格复审，以下人员确定为面试对象，现将名单予以公布。面

试时间、地点及要求详见《安吉县 2019 年公开招聘教师面试通知书》，

不再另行通知！如有疑问请与安吉县教育局组织人事科联系，联系电

话：0572-5188805。

安吉县教育局

2019 年 4 月 29 日



安吉县 2019 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岗位 报考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序号 报考岗位 报考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1 岗位一 语文 19040007 朱政恺 31 岗位二 语文 19040111 诸晓惠

2 岗位一 语文 19040003 陈梓恒 32 岗位二 语文 19040011 陈佳佳

3 岗位一 语文 19040005 沈思遥 33 岗位二 语文 19040020 樊理洋

4 岗位一 语文 19040006 余健波 34 岗位二 语文 19040032 李婧

5 岗位一 语文 19040002 陈世超 35 岗位二 语文 19040097 张韬钰

6 岗位一 语文 19040004 吕舟 36 岗位二 语文 19040026 黄文娟

7 岗位二 语文 19040049 莫敏 37 岗位二 语文 19040074 王建萍

8 岗位二 语文 19040072 王聪慧 38 岗位二 语文 19040075 王珺

9 岗位二 语文 19040025 管惠芬 39 岗位二 语文 19040043 凌金霞

10 岗位二 语文 19040019 狄倩宇 40 岗位二 语文 19040050 潘嘉昀

11 岗位二 语文 19040102 赵男 41 岗位二 语文 19040087 杨帆

12 岗位二 语文 19040057 裘光裕 42 岗位二 语文 19040028 季玉洁

13 岗位二 语文 19040079 王媛娜 43 岗位二 语文 19040044 刘依娜

14 岗位二 语文 19040046 陆舒园 44 岗位二 语文 19040063 沈宇慧

15 岗位二 语文 19040084 徐杭静 45 岗位二 语文 19040092 余心洁

16 岗位二 语文 19040086 薛晶茹 46 岗位二 语文 19040051 潘胜楠

17 岗位二 语文 19040031 黎蓓 47 岗位二 语文 19040060 沈欢

18 岗位二 语文 19040052 潘亚红 48 岗位一 数学 19040132 张坤

19 岗位二 语文 19040076 王美萍 49 岗位一 数学 19040117 姜虎

20 岗位二 语文 19040023 方甜怡 50 岗位一 数学 19040121 李俊迪

21 岗位二 语文 19040024 高洁 51 岗位一 数学 19040112 陈彬

22 岗位二 语文 19040037 李王燕 52 岗位一 数学 19040127 苏欣

23 岗位二 语文 19040071 汪迎霞 53 岗位一 数学 19040113 陈天琪

24 岗位二 语文 19040110 诸宁宁 54 岗位一 数学 19040122 刘云

25 岗位二 语文 19040016 陈依然 55 岗位一 数学 19040124 邱浩

26 岗位二 语文 19040054 裴照云 56 岗位一 数学 19040129 吴斌

27 岗位二 语文 19040058 任业倩 57 岗位一 数学 19040120 李斌

28 岗位二 语文 19040089 杨雅文 58 岗位一 数学 19040125 任苍龙

29 岗位二 语文 19040041 林倩霞 59 岗位一 数学 19040128 田辉

30 岗位二 语文 19040073 王凤萍 60 岗位一 数学 19040130 夏涛



安吉县 2019 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岗位 报考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序号 报考岗位 报考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61 岗位一 数学 19040114 陈学帆 91 岗位二 英语 19040341 王诗卉

62 岗位二 数学 19040135 蔡飞 92 岗位二 英语 19040378 周波

63 岗位二 数学 19040137 陈静 93 岗位二 英语 19040385 周臻

64 岗位二 数学 19040176 凌莉 94 岗位二 英语 19040275 高琦

65 岗位二 数学 19040148 何春燕 95 岗位二 英语 19040348 吴琳燕

66 岗位二 数学 19040247 朱慧玲 96 岗位一 信息技术 19040568 周云鹏

67 岗位二 数学 19040232 张迪 97 岗位二 信息技术 19040571 廖婷霄

68 岗位二 数学 19040233 张丽萍 98 岗位二 信息技术 19040574 王玲娟

69 岗位二 数学 19040175 凌丽娟 99 岗位二 信息技术 19040573 孙族云

70 岗位二 数学 19040229 叶亚琴 100 岗位二 信息技术 19040572 沈思敏

71 岗位二 数学 19040197 尚丽萍 101 岗位二 信息技术 19040575 郑万慧

72 岗位二 数学 19040200 孙文欣 102 岗位一 科学 19040394 陈泽恺

73 岗位二 数学 19040179 刘聪 103 岗位一 科学 19040403 王鼎

74 岗位二 数学 19040188 裴青云 104 岗位一 科学 19040390 安超平

75 岗位二 数学 19040230 余青蔚 105 岗位一 科学 19040405 许振宁

76 岗位二 数学 19040250 竺梦奇 106 岗位一 科学 19040393 陈鑫鑫

77 岗位二 数学 19040168 李勤 107 岗位一 科学 19040395 丁艺超

78 岗位二 数学 19040169 李荣君 108 岗位一 科学 19040399 马伟明

79 岗位二 数学 19040205 童富芸 109 岗位一 科学 19040407 朱伟

80 岗位二 数学 19040226 叶波 110 岗位一 科学 19040406 杨振

81 岗位二 音乐 19040451 陈奕宁 111 岗位一 科学 19040392 陈龙

82 岗位二 音乐 19040459 欧阳雪 112 岗位二 科学 19040448 周淑芸

83 岗位二 音乐 19040472 张艳秋 113 岗位二 科学 19040414 郭施文

84 岗位二 音乐 19040452 丁淑佳 114 岗位二 科学 19040411 褚玮雯

85 岗位二 音乐 19040478 周洲 115 岗位二 科学 19040447 周庆枝

86 岗位二 音乐 19040464 王梓莹 116 岗位二 科学 19040412 董若平

87 岗位二 音乐 19040475 郑静雯 117 岗位二 科学 19040418 林喆萍

88 岗位二 英语 19040271 费栎颖 118 岗位二 科学 19040419 刘凌

89 岗位二 英语 19040259 陈晓琪 119 岗位二 科学 19040422 吕文珍

90 岗位二 英语 19040273 冯微淇 120 岗位二 科学 19040425 庞丽洁



安吉县 2019 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岗位 报考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序号 报考岗位 报考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121 岗位二 科学 19040427 沈春燕 151 岗位二 康复教育 19040590 史婷婷

122 岗位二 科学 19040444 郑先晖 152 岗位二 康复教育 19040596 郑建凤

123 岗位二 科学 19040430 王蕾 153 岗位二 电子商务 19040598 黄益玲

124 岗位二 科学 19040449 朱慧婷 154 岗位二 电子商务 19040604 张雪丹

125 岗位二 科学 19040445 钟丹敏 155 岗位二 电子商务 19040603 杨妃

126 岗位二 美术 19040501 陈梦 156 岗位一 学前教育 19040605 王航

127 岗位二 美术 19040502 陈梦 157 岗位一 学前教育 19040611 张成璞

128 岗位二 美术 19040555 张伊凡 158 岗位一 学前教育 19040607 杨寅生

129 岗位二 美术 19040538 沈映均 159 岗位一 学前教育 19040612 张峰

130 岗位二 美术 19040557 郑梦雅 160 岗位一 学前教育 19040606 杨康平

131 岗位二 美术 19040498 蔡唐菲 161 岗位一 学前教育 19040613 邹梦达

132 岗位一 体育 19040488 王鑫鑫 162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87 周嘉欢

133 岗位一 体育 19040486 吕子龙 163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21 杨晨啸

134 岗位一 体育 19040485 陆英健 164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06 徐静

135 岗位一 体育 19040481 包晨辉 165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36 姚梦莎

136 岗位一 体育 19040489 赵俞杰 166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75 赵娅萃

137 岗位一 体育 19040484 李琛 167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11 潘玫含

138 岗位二 体育 19040492 顾悦燕 168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25 璩航

139 岗位二 体育 19040491 丁晟 169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739 井诗卉

140 岗位二 体育 19040496 朱家欢 170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82 翁明慧

141 岗位二 体育 19040490 陈浩 171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1012 邹梦

142 岗位二 体育 19040495 章恒 172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665 丁月枫

143 岗位二 体育 19040494 郑怡 173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677 费卓睿

144 岗位一 康复教育 19040578 张晓杰 174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778 凌巍

145 岗位一 康复教育 19040576 陈建飞 175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619 蔡梦婷

146 岗位一 康复教育 19040577 邵林 176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50 王丹

147 岗位二 康复教育 19040593 许周逸 177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99 朱露露

148 岗位二 康复教育 19040592 王歆瑶 178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39 殷秀丽

149 岗位二 康复教育 19040589 梅艳 179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57 张欢

150 岗位二 康复教育 19040591 唐虹 180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15 泮栩颖



安吉县 2019 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岗位 报考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序号 报考岗位 报考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181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76 王宇柔 190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90 周昳伶

182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671 范李清 191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655 程惠

183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713 黄梦瑶 192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63 王思丹

184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1006 诸钢宇 193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01 谢乔

185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770 梁仁怡 194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680 高菁

186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27 沈丹 195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685 戈青青

187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67 王惜时 196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46 汪秀军

188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03 徐博娴 197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868 王鲜慧

189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46 俞静 198 岗位二 学前教育 19040978 郑霞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