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下半年姑苏区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领证人员名单
（按资格种类、报名号排序，根据申请人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提交的信息确定领取方式，不可随意更改）

排序号 报名号 姓名 申请资格种类 任教学科 领取方式 备注

1 30981259 李宁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自取
2 30981732 徐晓曦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邮寄到付
3 30982496 金盈悦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邮寄到付
4 30984107 陈蕊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自取
5 30984112 蒋莹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自取
6 30984578 陆怡雯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自取
7 30984820 阮臻煊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自取
8 30985607 许愿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自取
9 30985749 钱雨希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自取
10 30986509 朱蓉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自取
11 30988944 周翊雨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邮寄到付
12 30989831 张梦娇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邮寄到付
13 30990243 崔龙凤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自取
14 30990249 胡丹丹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邮寄到付
15 30990537 缪洁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邮寄到付
16 30990729 吴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邮寄到付
17 30996597 金花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邮寄到付
18 30999346 蒋敏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自取
19 30980833 张贝贝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20 30980837 王希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邮寄到付
21 30980876 戴晓清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22 30980939 王孝颖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邮寄到付
23 30980952 吴宁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24 30981039 胡志明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25 30981200 金鑫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26 30981334 沈依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自取
27 30981381 赵英 小学教师资格 体育 邮寄到付
28 30981433 李岳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邮寄到付
29 30981674 黄晨笛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30 30981804 丁意如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31 30981853 张扬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32 30982182 范利茹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33 30982251 蒋安琪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34 30982372 谭依婷 小学教师资格 信息技术 邮寄到付
35 30982431 陈新宇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36 30982949 李刚 小学教师资格 体育 邮寄到付
37 30983054 屠景景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38 30983481 高鸣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39 30983799 朱志远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40 30983938 石莉芳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41 30983972 龚瑶琦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42 30984130 祁佳妮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43 30984182 张笑永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44 30984393 顾淑婷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45 30984689 赵小阳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46 30984730 陈静雯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47 30984767 杭肖兰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48 30984885 李守功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49 30985005 周磊 小学教师资格 体育 自取
50 30985380 李淼淼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邮寄到付
51 30985491 万辰玥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52 30985899 葛玥 小学教师资格 音乐 邮寄到付
53 30985929 朱苏昊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54 30986005 丁维维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55 30986021 张刘双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56 30986100 王恒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57 30986204 葛欣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58 30986441 邵苗苗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59 30986844 王娟娟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邮寄到付
60 30987017 徐蕴韵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61 30987117 安梓岩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62 30987666 沈嘉懿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自取
63 30987973 周梦娇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自取
64 30988169 陈俞宇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自取
65 30988290 汤鼎杰 小学教师资格 体育 邮寄到付
66 30988302 刘跃如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67 30988468 史相约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68 30988547 刘凤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69 30988556 陈心怡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70 30988605 王彦钦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71 30988680 林婕妤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72 30988768 陶泓羽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自取
73 30989286 王充实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74 30989368 胡玉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75 30989875 王佳鑫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76 30990107 康硕 小学教师资格 体育 自取
77 30990176 亓瑞琪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78 30990441 徐小蕴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79 30990914 李苑苑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80 30991143 钱蒙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81 30991489 沈琴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82 30993268 李敏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83 30993892 丁莹 小学教师资格 音乐 自取
84 30994201 张璇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85 30994726 刘净宜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86 30995008 李文迪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87 30995791 邱静怡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88 30996645 王雪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89 30997401 董思思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90 30997870 赵倩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自取
91 30998242 邵平伟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92 30998503 李慧萱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自取
93 31000818 沈佳丽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94 30980847 王艳雨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95 30980989 孙杰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物理 自取
96 30982536 刘文韬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97 30982736 周园园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美术 自取
98 30982897 周雨婷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99 30983137 许佩佩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100 30983437 唐伟强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101 30984187 王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102 30984242 项耘韵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103 30984986 胡秀欣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104 30985501 王一名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105 30985508 闫浩月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106 30985588 赵晓天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107 30985598 王碧莹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108 30985618 李小欢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109 30986068 吴雅丽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信息技术 自取
110 30986357 孙玲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111 30986651 陈蓓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112 30986878 杜敏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113 30987094 梁坤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114 30987196 唐志燕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115 30987277 金雪钰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116 30987408 丁颖颖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117 30988229 张成雅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118 30988952 樊佳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119 30989482 付红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自取
120 30989710 周燕卿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自取
121 30990185 王珍珍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邮寄到付
122 30990232 谢炽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123 30990633 倪天豪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邮寄到付
124 30995140 王碧如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邮寄到付
125 30997547 孙助国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自取
126 30998206 杨陆遥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生物 邮寄到付
127 30985160 许广燕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孕妇，体检后再领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