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区县 乡镇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学段 学科
招聘
人数

资格复审
结果

备注

1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40003 黄移娜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2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40016 王悦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3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40021 陈影珠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不合格 放弃

4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40024 赵李娜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5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40026 王庆雪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不合格 递补放弃

6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40027 李洋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7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40035 高芝茜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8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40039 胡孟倩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递补

9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50088 卢晶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10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50091 吴典朋 男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11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50092 韩乔乔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递补

12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50094 郭艳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不合格 放弃

13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50097 胡美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14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50098 范旋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15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50104 李敬彦 男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16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60141 王兰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17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60146 杨甜甜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18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60148 刘薇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19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60157 徐倩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20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60183 郭凡琪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21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60191 沈亚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22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70253 魏三科 女 初中
初中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3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70261 魏香香 女 初中
初中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4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70263 余平 女 初中
初中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5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80269 赵石碾 男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26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80276 李慧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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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80279 陈玲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28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80284 张娟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29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80288 张瑞琪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30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80303 来雯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31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80306 王凯丽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32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80310 周霞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33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80315 陈艳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34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90343 任佩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合格

35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90347 尚京圆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合格 递补

36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90350 谭佳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合格

37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90352 康靖芸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不合格 放弃

38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90353 严照 男 初中 初中地理 合格

39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90354 赵姗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合格

40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90355 刘霞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合格 递补

41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090360 李润萌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合格

42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00386 吴霞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合格 递补

43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00387 曾兆华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合格

44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00389 薛锐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不合格 放弃

45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00392 雍涛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合格

46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00394 韩辉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合格

47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00396 杨延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合格

48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00404 朱盟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不合格 放弃

49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00405 徐桐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合格 递补

50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10423 邱富霞 女 初中 初中化学 不合格 放弃

51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10430 屈雅雅 女 初中 初中化学 合格

52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10441 孙源泽 男 初中 初中化学 合格

53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10449 任海月 女 初中 初中化学 合格

2

2

2

2



序号 区县 乡镇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学段 学科
招聘
人数

资格复审
结果

备注

54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10453 付宇豪 男 初中 初中化学 合格

55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10455 任璇 女 初中 初中化学 合格 递补

56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10475 杨阿荣 女 初中 初中化学 合格

57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20480 张志琴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合格

58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20490 贺帆帆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合格

59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20492 郑秀娟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合格

60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20497 侯金宝 男 初中 初中生物 合格

61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20498 黄晨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合格

62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20499 付彤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合格

63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20505 卜祝锐 男 初中 初中生物 合格

64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30523 刘夏群 男 初中 初中体育 合格

65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30535 贾厦飞 男 初中 初中体育 合格

66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30538 史彬峰 男 初中 初中体育 合格

67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40564 秦铭徽 女 初中 初中音乐 合格

68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40568 康灵华 女 初中 初中音乐 合格

69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40574 常盼盼 女 初中 初中音乐 合格

70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50590 王家琦 女 初中 初中美术 合格

71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50598 班玥 女 初中 初中美术 合格

72 蓝田县 山岭地区初中 61011150614 刘白羽 女 初中 初中美术 合格

7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638 潘蕾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7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643 董娜娜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7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647 陈毛毛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7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648 张娇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7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653 唐渊渊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7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661 平院婷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7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682 唐佳豪 男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8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686 李璇 男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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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687 苏芮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8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699 林拨慧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8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03 陈媛媛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8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11 王姣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8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14 李倩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8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17 康彦景 男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8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18 耶香香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不合格 放弃

8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19 褚思曼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8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21 黄静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29 程亚亚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32 李瑞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35 张珂凡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37 郭钰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44 刘煜烨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45 张妍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53 张娟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58 侯函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62 潘妍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65 金倩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0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72 穆浪浪 男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0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73 孙妮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0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87 慕利娜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0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91 杨毅萍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0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792 曹永飞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0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03 张敏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0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05 段婉莹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0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11 郑婷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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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18 刘娜娜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0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19 侯淑珍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不合格 放弃

11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26 孔萌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1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40 刘俊 男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1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44 曹释玉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1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48 闫雪茹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1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55 邓静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1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63 耿璇扬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1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74 王秀伟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1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40881 陈点言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1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64 赵珺萌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1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66 梁静琦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2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67 李璐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2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68 曹创举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递补

12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69 王远馨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2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70 周睿迪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2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71 张娇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2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74 赵静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2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77 许怡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2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78 邓雨微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递补

12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79 李明哲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2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80 何花妍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放弃

13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81 李佳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83 李颖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84 毛文娟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85 康蝶蝶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86 陈瑾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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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87 刘秋霞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放弃

13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88 肖玲玲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89 赵亚蓉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90 韩苗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92 任沛洁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4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94 方苗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4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95 李冬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不合格

14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96 段钰蒙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递补

14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097 张洁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4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00 马飞燕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递补

14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01 王云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4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02 赵瑞昕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4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03 徐春慧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4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04 兴韵华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放弃

14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06 杨婵婵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递补放弃

15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08 祁媛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5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11 耿玉洁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5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12 王会会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放弃

15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13 柳芳红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5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18 贺可鑫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5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19 孙盼盼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5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21 杜宇鹏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5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24 王悠阳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5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26 魏艳玲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放弃

15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27 樊伊楠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放弃

16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29 樊萍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6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30 罗凤凤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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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51131 高颖达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6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10 王显钰 男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6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17 贾晓青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6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23 杜伟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6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26 景婷婷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6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35 马腾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6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46 刘小杰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6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51 郭倩倩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7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53 薛佳欢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7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55 魏玲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7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56 王凤凤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7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67 宋小斌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7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75 杨晓凤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7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76 黄艳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7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79 王府璐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7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86 何丹丹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7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88 刘悦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7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89 梁盼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91 贺丹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94 姜钰茹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296 魏毅波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01 张佳辰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不合格 放弃

18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04 唐巧妮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05 黄瑾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06 王旭彤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18 魏聪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21 雷贤莹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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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23 龚利平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25 陈佳丽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29 白玉莹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30 石鑫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37 王胡胡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38 王娟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46 李姣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52 马秀娟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62 盛欣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67 王若男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395 魏晨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0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61404 蒋连晶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0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62 杨蓓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0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63 韩欢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0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67 齐甜甜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0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68 惠金霞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0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71 杜瑞红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0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76 张倩倩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0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81 王羊羊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递补

20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83 谢秋剑 男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不合格 放弃

20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84 吕静茹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1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85 李康霞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1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89 王玉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1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90 贾卓欢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1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91 任俊龙 男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1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92 王旭航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1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93 尹慧慧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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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071595 李霞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
法治

合格

21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25 李苗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1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28 吕玉龙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1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29 阮正勇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2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32 张弛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2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33 王世鹏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2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35 杜佳茗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2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37 曹旭阳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不合格 递补放弃

22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38 杨维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不合格 放弃

22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40 陈泽民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递补

22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41 刘叶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2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42 吴宣庆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2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43 路文浩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不合格 放弃

22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48 王兵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3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52 李丘陵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递补

23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53 高豪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递补

23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59 卫浩博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递补

23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64 王璇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3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66 牛拓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3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73 薛婧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3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81 白龙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不合格 放弃

23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84 陈涛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3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85 孙雷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3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89 陈远林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递补

24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94 刘畅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递补

24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695 宋凯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4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01 宁梓鹏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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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03 杨朗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不合格 放弃

24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04 朱荣宝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4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08 史宝鹏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4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15 李潇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不合格 递补放弃

24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17 周宏星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4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21 胡琦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不合格 放弃

24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22 刘顺杰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5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23 刘建伟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5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24 陈明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递补

25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25 高婷婷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5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27 刘佳音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5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30 李润泽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5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31733 杨航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5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777 陈云飞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递补

25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779 杨姮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5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792 白婷婷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5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796 张艺旋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6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799 张娟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不合格 放弃

26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03 杨雨露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6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18 赵文波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6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25 李红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6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30 王婧蓉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6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34 巩永珍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6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41 张敏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6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42 冯韵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6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44 张雅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6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64 闫瑞琴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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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67 刘悦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7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68 马艺柔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7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75 王鑫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递补

27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78 闫丽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7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83 郭朝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7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85 张嘉玲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7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92 梁霞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7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93 王佳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7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896 孙涛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7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901 冯馨庆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8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902 李晓茹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8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903 何婷婷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8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907 王思颖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8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912 崔晓霞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8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913 孙晓云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8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918 杨娇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8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919 刘彩霞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8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921 王晶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递补

28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41925 王恩德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28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1969 梅艳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9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1971 孙昊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9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1974 刘毅 男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9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1975 张鑫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9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1985 张雪萍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9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1992 王岚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9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05 王宁姣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9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08 王非凡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0

10



序号 区县 乡镇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学段 学科
招聘
人数

资格复审
结果

备注

29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15 郭亚珍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9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26 寇姣姣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9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28 叶胜利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0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39 王若男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0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73 乔烁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0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74 岳旭光 男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0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77 谢雯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0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78 贺涛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0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80 马朝霞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0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087 高亚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0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01 崔静怡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0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16 曹姣姣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0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27 苏柯柯 男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1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41 韩文 男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1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42 陈星宇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1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48 张晶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1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49 常静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1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58 王霞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1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60 舒金荣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1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61 杨雨凡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1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65 徐欣欣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1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52180 窦欢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31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09 王倩倩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合格

32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10 张艳宇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合格

32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11 李英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合格 递补

32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12 马建明 男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不合格 递补放弃

32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13 谭晨曦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不合格 递补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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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14 姚炳玺 男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不合格 递补放弃

32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16 高青青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合格 递补

32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18 何颖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合格

32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19 张超 男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合格

32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22 王小雨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合格

32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23 罗玉洁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合格

33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24 柳晗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不合格 放弃

33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25 马刚 男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不合格 放弃

33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26 常阳阳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

术
合格

33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46 邵帅 男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33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48 魏雷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33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51 张晗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33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52 李林遥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33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53 张玉杰 男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33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62 董颖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33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67 梁雅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340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70 刘凤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341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73 樊月华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递补

342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75 邓启航 男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递补

343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78 周之卓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不合格 递补放弃

344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79 王菲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345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82 王珂樊 男 小学 小学科学 不合格 放弃

346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83 段蓉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347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84 杨寒沛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不合格 放弃

348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89 吕能文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不合格 递补放弃

349 蓝田县 山岭中心学校 61012172390 王沙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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