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新安县2022年高中直招教师线上面试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学科 备注

1 程贝思 男 1995.08 信阳师范学院 物理
2 高雅珂 女 2000.12 信阳师范学院 物理
3 胡瑞 男 1998.06 洛阳师范学院 物理
4 李梦怡 女 1999.08 信阳师范学院 物理
5 司马笑莉 女 1995.02 河南师范大学 物理
6 赵佳鑫 男 1998.07 河南师范大学 物理
7 陈莹 女 2001.03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8 关苏妮 女 2000.01 信阳师范学院 化学
9 李变 女 1994.07 河南师范大学 化学
10 李艳艳 女 1999.02 信阳师范学院 化学
11 牛小利 女 1996.10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12 牛晓萌 女 1996.09 陕西师范大学 化学
13 齐庆铃 女 1998.02 河南师范大学 化学
14 孙悦 女 1999.12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15 王艳华 女 2001.01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16 谢馨影 女 2000.01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17 薛曼曼 女 1995.09 河南师范大学 化学
18 闫佳文 女 1999.12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19 杨文博 女 2000.01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20 杨泽宇 男 2000.09 河南师范大学 化学
21 姚圣洁 女 2000.08 河南师范大学 化学
22 余静依 女 2000.07 安阳师范学院 化学
23 张佳敏 女 2000.03 信阳师范学院 化学
24 张宁丹 女 1996.06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25 张艳冰 女 2001.06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26 张瑜 女 2001.01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27 赵方倩 女 2000.11 安阳师范学院 化学
28 黄珂 女 2000.05 信阳师范学院 生物
29 兰丽娜 女 1996.10 河南师范大学 生物
30 李林灿 男 2000.05 商丘师范学院 生物
31 凌笑迪 女 1999.08 河南师范大学 生物
32 刘格格 女 1999.11 商丘师范学院 生物
33 刘丽盈 女 2000.04 河南师范大学 生物
34 刘甜 女 1998.11 南阳师范学院 生物
35 吕鸽鸽 女 2000.01 洛阳师范学院 生物
36 任素静 女 2000.04 信阳师范学院 生物
37 杨文倩 女 1999.11 信阳师范学院 生物
38 赵梦珂 女 1999.10 洛阳师范学院 生物
39 赵舒可 女 1999.11 商丘师范学院 生物
40 陈美言 女 2000.12 信阳师范学院 数学
41 陈泽坤 女 1999.11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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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党晓静 女 2000.01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43 董慧 女 2000.08 安阳师范学院 数学
44 董静雯 女 2000.01 周口师范学院 数学
45 段雪娅 女 2000.03 南阳师范学院 数学
46 冯丁丁 女 2000.01 河南师范大学 数学
47 冯浩瑞 男 2000.03 河南师范大学 数学
48 侯乃阁 女 2003.02 信阳师范学院 数学
49 胡江徽 女 2000.03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50 黄昕昊 男 1999.04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51 吉一鸣 男 2000.06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52 焦迪 女 1996.08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53 李彩云 女 1996.08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54 李惠琳 女 1999.09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55 李汶校 女 2000.04 安阳师范学院 数学
56 李笑千 女 2000.11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57 李怡冉 女 1999.10 信阳师范学院 数学
58 刘浪 男 1998.11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59 牛志强 男 1998.10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60 秦雪桂 女 1998.03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61 史倩倩 女 2000.10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62 舒龙灵 女 2000.02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63 王碧涛 男 2000.02.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64 王海燕 女 2000.01 河南师范大学 数学
65 王毅博 男 1999.06 周口师范学院 数学
66 徐文静 女 1998.02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67 徐新宇 女 2000.05 安阳师范学院 数学
68 许艺阁 女 1998.08 南阳师范学院 数学
69 杨萌萌 女 2000.02 周口师范学院 数学
70 张丹宁 女 2001.03 信阳师范学院 数学
71 张嘉慧 女 2000.08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72 张静 女 1998.05 商丘师范学院 数学
73 张梦雅 女 2001.01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74 张琦 女 1996.11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75 张晓研 女 1998.03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76 郑曼曼 女 1999.09 河南师范大学 数学
77 周影肖 女 1999.12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78 周钰滢 女 1998.07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79 朱梦瑶 女 2000.10 洛阳师范学院 数学
80 白佳欣 女 1999.07 南阳师范学院 语文
81 柴艳佳 女 1999.12 南阳师范学院 语文
82 陈丹玉 女 2000.05 周口师范学院 语文
83 陈新新 男 2000.02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84 陈亚楠 女 1996.02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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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崔红玉 女 2000.01 信阳师范学院 语文
86 杜娜 女 2000.05 南阳师范学院 语文
87 杜晓阳 女 2000.06 商丘师范学院 语文
88 高淼 女 2000.01 河南师范大学 语文
89 韩嘉琛 女 2000.03 周口师范学院 语文
90 韩雪斐 女 1999.10 周口师范学院 语文
91 韩媛媛 女 1999.10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92 何婷 女 1998.03 河南师范大学 语文
93 胡梦露 女 1997.10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94 姜晓柯 女 2000.05 商丘师范学院 语文
95 李淑兰 女 1998.07 商丘师范学院 语文
96 李晓婉 女 1998.09 信阳师范学院 语文
97 李雅诗 女 2000.07 信阳师范学院 语文
98 李亚楠 女 1999.09 南阳师范学院 语文
99 李怡梦 女 1998.09 商丘师范学院 语文
100 刘婷 女 2000.08 河南师范大学 语文
101 刘英英 女 1996.07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102 卢子慧 女 1999.11 南阳师范学院 语文
103 吕惠南 女 1999.04 河南师范大学 语文
104 孟鸽 女 1999.06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105 孟晓飞 女 2000.03 周口师范学院 语文
106 裴家宁 男 1999.11 河南师范大学 语文
107 裴雅菲 女 2000.06 周口师范学院 语文
108 宋雯博 女 1998.12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109 宋骁阳 男 2000.04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110 王萌萌 女 1999.11 安阳师范学院 语文
111 王雪 女 2000.06 河南师范大学 语文
112 王亚斌 女 1999.10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113 王亚芳 女 2000.05 河南师范大学 语文
114 王艺佳 女 2000.05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115 王振威 男 1997.05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116 吴怡婷 女 2000.05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117 伍雪佳 女 1999.12 商丘师范学院 语文
118 徐家宏 男 1998.12 安阳师范学院 语文
119 颜楠楠 女 1998.06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120 杨鹤 女 2000.04 信阳师范学院 语文
121 杨仲楠 女 1996.02 洛阳师范学院 语文
122 尹俊红 女 1999.02 河南师范大学 语文
123 张梦洁 女 2000.11 商丘师范学校 语文
124 张一帆 女 2000.11 信阳师范学院 语文
125 张志芳 女 1999.04 商丘师范学院 语文
126 赵卓琦 女 2000.01 安阳师范学院 语文
127 朱璇 女 1996.05 信阳师范学院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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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陈露颖 女 1999.01 南阳师范学院 历史
129 范新雨 女 2000.07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
130 郭妍萌 女 1999.03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
131 黄眯 女 1998.01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
132 李亚楠 女 1999.04 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
133 吕家宝 女 2000.04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
134 毛晨璐 女 2000.05 郑州师范学院 历史
135 牛亚辉 男 1997.03 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
136 申汝锋 女 2000.01 周口师范学院 历史
137 水梦瑶 女 1999.12 郑州师范学院 历史
138 王杉 女 2000.08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
139 张洁 女 1999.11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
140 张薇 女 1999.12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
141 郑雯雯 女 1994.10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
142 陈月 女 2001.05 南阳师范学院 体育
143 陈自祥 男 1998.02 信阳师范学院 体育
144 董宇 女 1998.01 洛阳师范学院 体育
145 李裕睿 男 2000.04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
146 林春亮 男 1999.02 洛阳师范学院 体育
147 刘心如 女 2000.06 安阳师范学院 体育
148 卢一昊 男 1999.12 洛阳师范学院 体育
149 宋雨娇 女 2000.05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
150 王志龙 男 1999.07 周口师范学院 体育
151 徐财俊 男 1998.1 洛阳师范学院 体育

152 杨杰 男 2000.03 洛阳师范学院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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