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直属学校“水城优才”优秀青年人才引进                                                                                
进入面试范围人员名单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名称 姓名

1 聊城第一中学 语文教师 王丽娜

2 聊城第一中学 语文教师 曲朋

3 聊城第一中学 语文教师 褚红红

4 聊城第一中学 语文教师 张冉

5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朱菲

6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丁赛男

7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姚志润

8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沙沛然

9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楚宵莹

10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魏亚男

11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李红杰

12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万淑雅

13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宋彦君

14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王雯雯

15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杨丹丹

16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房玮嘉

17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谢英超

18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杜梦捷

19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杜丽雯

20 聊城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 任卞

21 聊城第一中学 物理教师 杨成涛

22 聊城第一中学 物理教师 于健

23 聊城第一中学 物理教师 张金省

24 聊城第一中学 物理教师 张庆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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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王雅新

26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王娇皎

27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高枫宇

28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徐芳

29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蒋涛

30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刘腾飞

31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苗春丽

32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王晓娟

33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刘晨

34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高胜兰

35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付合才

36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巩丽

37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吕晓莹

38 聊城第一中学 生物教师 潘云鹤

39 聊城第三中学 通用技术教师 刘红晨

40 聊城第三中学 通用技术教师 王祥猛

41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计算机教师 杨茜茜

42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教育心理学 教师 马志璇

43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教育心理学教师 王利萍

44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教育心理学教师 杨苗苗

45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教育心理学教师 楚丙华

46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口语教师 秦洋洋

47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美术教师 石常喜

48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美术教师 陶海林



2021年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直属学校“水城优才”优秀青年人才引进                                                                                
进入面试范围人员名单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名称 姓名

49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美术教师 董枫

50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设计教师 刘冰

51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设计教师 焦瀚

52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数学教师 尹悦

53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数学教师 王欢欢

54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音乐教师 曹梦星

55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音乐教师 朱长兴

56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音乐教师 张华丹

57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音乐教师 王童

58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英语教师 王艺涵

59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英语教师 陈亚亚

60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英语教师 楚天舒

61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英语教师 邴慧

62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英语教师 吴秀雯

63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语文教师 类玉洁

64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语文教师 陈冲

65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语文教师 崔海玉

66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语文教师 杨宁

67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政治教师 陈德超

68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数学教师 王婷

69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英语教师 李文霞

70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地理教师 刘田田

71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历史教师 韩东辉

72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历史教师 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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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化学教师 贺文慧

74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化学教师 马新会

75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化学教师 孙倩倩

76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化学教师 杨华

77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化学教师 王文月

78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化学教师 王晓军

79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化学教师 王新

80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化学教师 颜丽华

81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化学教师 赵婷婷

82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化学教师 王珍

83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生物教师 赵淑婷

84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生物教师 张雪

85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体育教师 邵志远

86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体育教师 王婷

87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体育教师 崔心壮

88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体育教师 郭欢

89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美术教师 陈佳男

90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美术教师 韩鲁娜

91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美术教师 聂国慧

92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美术教师 赵佩佩

93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音乐教师 贾路路

94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音乐教师 范延丽

95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音乐教师 韩绪

96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音乐教师 刘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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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音乐教师 王明阳

98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教师 任晓飞

99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教师 张佳艺

100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教师 张琛妍

101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教师 刘天爱

102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教师 薛利霞

103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教师 刘珂昕

104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教师 韩  冰

105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教师 赵国新

106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教师 刘宇涵

107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教师 王慧娟

108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老师 薛亚鑫

109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黄贤秀

110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毛广才

111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王  杰

112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李佳美

113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樊卓益

114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李  宁

115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朱苗苗

116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张楚森

117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陈成真

118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单旭哲

119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李文奇

120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张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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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体育教师 要鑫宇

122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美术教师 刘昊强

123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美术教师 陈  晨

124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美术教师 康金丽

125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美术教师 赵  晗

126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美术教师 姜一鸣

127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 刘晓畅

128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教师 王聪聪

129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教师 黄丹丹

130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教师 宋晓如

131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教师 姚玉晨

132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教师 杨海燕

133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教师 杨鄢萍

134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政治教师 葛  新

135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地理教师 刘  超

136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地理教师 刘  帅

137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教师 王  珂

138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教师 侯云琛

139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教师 商昌敏

140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教师 刘水清

141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教师 高书钦

142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教师 李孟雨

143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初中心理健康教师 郑  猛

144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语文教师 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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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数学教师 杨婉茹

146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数学教师 钟  林

147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数学教师 郭延鹏

148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英语教师 林倩倩

149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英语教师 王金亮

150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英语教师 武晨宇

151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心理健康教师 张燕会

152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心理健康教师 宗舒晓

153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实验教师 张新蕾

154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实验教师 徐丹丹

155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实验教师 谢丽君

156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实验教师 张  凯

157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实验教师 李祥羽

158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实验教师 程亚平

159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实验教师 罗  瑞

160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实验教师 陈婷婷

161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实验教师 路广凯

162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高中化学实验教师 常永斌

163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教辅系列1-图书馆员 王文佳

164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教辅系列1-图书馆员 田  爽

165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 教辅系列2-高中教务员 张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