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    校 小计

G01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 1

G02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4

G03 上海市嘉定区第二中学 4

G05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高级中学 3

G07 上海市嘉定区封浜高级中学 2

G08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 6

G09 上海市嘉定区嘉一实验高级中学 7

A09 上海市嘉定区迎园中学 1

A10 上海市嘉定区启良中学 1

A11 上海市嘉定区丰庄中学 1

A13 上海市嘉定区震川中学 2

A18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1

A21 上海市嘉定区外冈中学 1

A22 上海市嘉定区疁城实验学校 4

A25 上海市嘉定区苏民学校 2

A26 交大附中附属嘉定德富中学 4

A28 上海市嘉定区华亭学校 1

A29 上海外国语大学嘉定外国语学校 4

A33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中学 3

A34 上海市嘉定区练川实验学校 1

A35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5

A36 上海市嘉定区华江中学 2

A37 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 3

A38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中学 2

A39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中学 6

A42 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 9

A44 上海市嘉定区嘉一实验初级中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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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徐云洁  物理：王萌萌  化学：陈琴  生命科学：宋时丽  历史：李亚涵  地理：周洁  体育：田广

语文：孙鑫  英语：唐朝  道法：朱韵菲  音乐：郭晓娜  美术：张柯  心理：赵有璐
体育：沈梦璐、陈雨婷

心理：杨燕

心理：黄燕  道法：孟令芹

英语：毕婷婷

2022学年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第二批）拟录用人员名单（中学）

中学小计

历史：杨萌

语文：崔天月  体育：傅悦  化学：姚崇超、王建楠

英语：贺婷  地理：刘冰  化学：钱逸琦  道法：彭薇

语文：沈晨  物理：罗凤丽  英语：丁羽飞

数学：章凤琴、赵莉

语文：韩笑  数学：刘安美  英语：吴敏、张思齐  历史：田雨丰  道法：张雪丽

英语：王佳晨

道法：舒彩云

物理：韩知勇

语文：管敏丞  数学：周依依、薛莹、杨诗韵

语文：吴锘  道法：刘瑞敏

数学：曾荔晶  化学：夏怡  物理：梁艳丽  音乐：邓耀灵

英语：仇曹颖

信息科技：丁青  物理：张贺  化学：周可欣  科学：顾倩雯

数学：乔丽倩  英语：王瑞琪  音乐：蒋海燕

道法：王卢易

语文：付荣荣  数学：肖飒、高铭栩  英语：李晶  体育：杜守猛

音乐：王一丹  体育：陈少丽

拟录用人员

语文：杨芸  历史：耿会丽  体育：刘晨

数学：汪晶晶  历史：田诗绎

语文：鲁纯洁  数学：李欣、冯丽娜  物理：魏玉萍、张聪  音乐：郜淑云

数学：江丽峰、童林曦  语文：王敏、周颖  英语：余晓珍  历史：申金霞  道法：陈雅倩
信息科技：王晓磊  体育：姚猛



序号 学    校 小计

B01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小学 2

B02 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 3

B03 上海市嘉定区迎园小学 1

B04 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小学 6

B05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小学 2

B06 上海市嘉定区清水路小学 2

B07 上海市嘉定区真新小学 2

B08 上海市嘉定区绿地小学 4

B0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小学 3

B10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小学 1

B12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 3

B13 上海市嘉定区紫荆小学 2

B14 上海市嘉定区方泰小学 7

B15 上海同济黄渡小学 7

B16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小学 5

B17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小学 1

B18 上海市嘉定区曹王小学 1

B19 上海市嘉定区外冈小学 5

B21 上海市嘉定区封浜小学 3

B22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小学 15

B23 上海市嘉定区金鹤小学 5

B24 上海市嘉定区华江小学 1

B25 上海市嘉定区古猗小学 3

B26 上海市嘉定区成佳学校 6

B27 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小学 7

B28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4

B29 上海市嘉定区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 3

B30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13

B31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小学 3

B32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 4

B33 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 14

B34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小学北水湾分校 4

语文：王爱国

语文：汤泽灏、李佳  数学：岳文静  英语：杜兀  体育：魏旖、宋文云  自然：邵昕奕

语文：高珍、杨苏  音乐：寇珍

英语：况思云

2022学年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第二批）拟录用人员名单（小学）

语文：张昊  体育：刘越

语文：何柳璇  数学：顾铮阳、蒋春茹  体育：王媛媛

英语：周许诺

拟录用人员

语文：徐仁杰、张蔓  英语：邓笑微、严洁奕  音乐：李航  体育：秦勤

数学：徐笛、刘湘怡

数学：周妤婵  英语：吴天群  体育：王国鹏

语文：吴蕾、孙思嘉

语文：杜欣彤  体育：李健、惠候艳

英语：铁燕楠  美术：吉雯瑾

语文：赵薇、王悦  数学：肖笛  英语：张丽娇、程程  美术：蔡春雨  自然：熊莹  

美术：宗铭玥  数学：王利芳

语文：张莹  数学：李雪丽  英语：张雨晨

语文：李菲菲、吕莉莉  数学：金荷越、姚偲懿  英语：毛子卉  体育：常军、王琦

语文：连洁  英语：陈裕婷  美术：王依婷  体育：王源、倪恺

数学：陆雅倩

语文：黄文卿  数学：黄心怡  英语：徐薇

特殊教育：崔浩睿、瞿林丽  数学：方婷  信息科技：赵迪、刘飞元  音乐：高干婷

语文：徐虹洁  数学：唐佳玉  体育：戴嘉睿  美术：马婧

体育：李会、李立莎、俞俊华、穆丽秀  数学：刘莉莎、王艺璇

英语：胡鸽鸽、芦亚韦、牛晓晴、蔡玉娟、袁媛  音乐：滕奕  自然：任吉君

语文：朱忆瑶  英语：王风生  美术：孙亚楠

语文：夏园园、杨凡  英语：陶君君  心理：雷珠  体育：宁佳俊

语文：赵陈希  数学：陆云晨  美术：杨碧君

语文：程聪慧、王瑞琪、黄欣慧、夏奕伶  数学：宛育哲
英语：钱亚男、孙玲、颜悦宁、庄娇娇、王钟村、罗哲卿

音乐：徐靖、奚佳  美术：韦琳  体育：赵珊珊

语文：孙封迪、王雨芝  英语：徐雨阳  美术：王姝文  心理：程利芝

数学：孙梦婕

语文：陈诗旖、王丽雅  英语：赵楠  体育：洪语婧

体育：朱云杰、欧成兵  数学：张晶静、陈家琦、虞静华  英语：沈晓彤、胡艺璇

语文：谢梦洁、乔豫、杨雨晴、尹金林  音乐：刘蕊  自然：王艺莹、何喜珍

语文：徐倩瑜、赵立莎  体育：冯永振、陈素素



B35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11

B36 上海市安亭师范附属小学 5

B37 上海市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 5

B38 同济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小学 3

B39 上海市嘉定新城实验第二小学 23

B40 上海市嘉定新城普通第二小学 16

B41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嘉定云翔小学 16

B42 上海市嘉定区春申小学 8

A19 上海市嘉定区金鹤学校 2

A20 上海市嘉定区嘉二实验学校 7

A25 上海市嘉定区苏民学校 4

A28 上海市嘉定区华亭学校 1

A29 上海外国语大学嘉定外国语学校 4

A34 上海市嘉定区练川实验学校 1

A40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五嘉定实验学校 1

A43 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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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小计

C01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幼儿园 1

C03 上海市嘉定区桃园幼儿园 1

C05 上海市嘉定区梅园艺术幼儿园 2

C07 上海市嘉定区菊园幼儿园 1

C08 上海市嘉定区红石路幼儿园 1

C09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幼儿园 1

C12 上海市嘉定区百合花幼儿园 1

C13 上海市嘉定区小蜜蜂幼儿园 1

C14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幼儿园 1

C17 上海市嘉定区朱桥幼儿园 1

C19 上海市嘉定区新翔幼儿园 1

C20 上海市嘉定区宝翔幼儿园 3

C22 上海市嘉定区新源幼儿园 1

C24 上海市嘉定区黄渡幼儿园 2

C25 上海市嘉定区黄渡莱茵幼儿园 1

俞敏

金燕

丁静媛

张歆旖

语文：李李、徐春爽  数学：黄爱波  体育：夏新光

语文：王学萍、朱晨婷、樊佳怡、冯舒怡、朱怡玲、施智颖、金郅冰、周丹艳

数学：陆依迪、毛恺林、封禹、韩双  英语：潘绮君、赵璐欢、徐诗韵、朱怡婷
体育：黄长城、李慧、王俊  音乐：王一壬、秦贝妮  美术：赵红伟  信息科技：许娟

小学小计

2022学年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第二批）拟录用人员名单（幼儿园）

语文：孙媛媛、陈俊怡、苏萌  数学：李亚娟  英语：李智、王博浩  美术：刘小红

语文：解丽红、周晨、刘金枝、郑缘、任菲、汪若梅、潘磊磊、彭艳霞

数学：邵庆悦、葛亚丽、陈雯雯、潘家叆、李迎春  信息科技：张经霞
英语：李玮、茅佳豪、向诗雨、陈欢、邵帅、李丽莎  美术：陈文洁  自然：张立娟、周佳怡

体育：狄永州、朱嘉涛、吴大政、董珊珊、吴红霞  音乐：周玉、周梦婷

顾昊

拟录用人员

语文：沈星妤、李爽、丁益梅、关慧静  数学：盛瑞、何欣瑜、王雨红  英语：吴天舒、龙梦莹、王沁怡
美术：张慧慧、安彦励  体育：张文宁  音乐：陆碧波、李晓露  自然：江昳瑶

语文：杨卉芬、孟祥楠、俞佳燕、程宏、陶婷、王杨  数学：贾俏俏、郁诗怡
英语：李婷婷、徐卓、陆婷、张佳妮、常怡琼  道法：支虹元  美术：丁芳、钱培丽

语文：马榕璟  音乐：张艳华  自然：康佳

体育：包顺一  心理：陈怡文

语文：朱璐瑶  英语：李国威  体育：李寅豪  美术：黄昊翔

语文：龚叶、李莹莹、吕倩倩、秦雯雯、李艳  数学：陈怡琳、宋代英  英语：王妍琳

体育：周嘉瑶  美术：汤洁  音乐：王璐佳

语文：胡丽娜  英语：黎洁  音乐：董文倩  体育：吴珍林  数学：刘彩迪

语文：潘佳怡  英语：闫晗、刘敏  数学：邹秀丽  道法：孙慧榕

语文：孙苏婷  数学：马勇、马国芳  英语：黄雅婷、朱业玲  音乐：张蔚玮  美术：吴绮诺
体育：熊如燕

语文：严一舟

体育：王漪宁

数学：王培丽

周诗婕

樊佳倩

卢思雯

金娜、杨文蓁

李丹艺

沈丹妮、施佳敏

姚琳娜

戴晨曦

徐斌、郁晓懿、姚雨歧

王义蔓



C26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以仁幼儿园 3

C27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智慧幼儿园 3

C28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幼儿园 1

C31 上海市嘉定区外冈幼儿园 2

C34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幼儿园 1

C36 上海市嘉定区星华幼儿园 2

C39 上海市嘉定区嘉城幼儿园 1

C41 上海市嘉定区金鹤幼儿园 1

C45 上海市嘉定区东方瑞仕幼儿园 6

C47 上海市嘉定区鹤栖路幼儿园 1

C48 上海市嘉定区华江幼儿园 1

C49 上海市嘉定区葛隆幼儿园 1

C50 上海市嘉定区新徐幼儿园 1

C51 上海市嘉定区中国福利会新城幼儿园 2

C52 上海市嘉定区怀少幼儿园 1

C53 上海市嘉定区浩翔幼儿园 1

C54 上海市嘉定区黄家花园幼儿园 4

C55 上海市嘉定新城实验幼儿园 1

C56 上海市嘉定区北水湾幼儿园 2

C58 上海市嘉定区云翔幼儿园 1

C59 上海市嘉定区白银路幼儿园 2

C60 上海市嘉定区海波幼儿园 4

C61 上海市嘉定区春申幼儿园 3

C62 上海市嘉定区震川幼儿园 4

C63 上海市嘉定区天华艺术幼儿园 3

C64 同济大学附属嘉定幼儿园 3

C65 上海市嘉定区汇源路幼儿园 5

C66 上海市嘉定新城崇教幼儿园 6

C67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新镇第一幼儿园 1

C68 上海市嘉定新城云谷路幼儿园 2

C69 上海市嘉定新城远香湖幼儿园 1

C70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新镇第二幼儿园 7

C71 上海市嘉定新城伊宁幼儿园 6

C72 上海市嘉定新城德富幼儿园 7

C73 上海市嘉定新城崇慧幼儿园 4

C74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幼儿园 5

C75 上海市嘉定区博翔幼儿园 8

C76 上海市嘉定区咏竹幼儿园 8

C77 上海市嘉定区领峯幼儿园 6

C78 上海市嘉定区嘉一幼儿园 9

C79 上海市嘉定区树屏幼儿园 8

C80 上海市嘉定区鹤芳幼儿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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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莹莹、曹严匀、钱彦君、徐怡婷、谢燕迪

殷紫薇、顾倩宜、刘仁鹏、李欣宇、陆莹、沈璐、瞿菲菲、王丽红

赵莹莹、丁元品、陈锐、陈凌希、佟雪熙、朱苡蕊、徐紫琼、陈怡蕾

林怡君、宋金玲、张雨洁、巴晓婷、陆婷婷、朱诗芸、叶梦雯

牧露露、李欣怡、蒋欣、江颖、南芳芳、赵文慧

阙依敏、赵雯琪

周颖青

陆文婷

殷风、刘珏、楼佳、朱欢平

范昕玮、魏丽芳、张小梅

武孙兵、唐胜凌、张敏宇

胡欣宇、仝佳鹭、葛敏月、张琬蓉、任思融、王杰

李印莹、周晔、徐婷、袁悦、宣芷欣、顾仕韩、杜欣怡、赵伟灿、徐振英

徐君、周肖胤、顾佳裕、闵芯依、陆圣姣、陶春红、严永芳、刘鑫

幼儿园小计

许莹

樊晓晖、严玲娜

李怡雯、杨凌敏、谢利萍、王依菲、姚依伶、潘朱燕、刘兰芳

吴佳妮、李洁逸、庄婧暄、章紫馨、赵怡频、毛莹莹、陈胜男

黄蔷、庞觉慧、管迪、林怡雯

王乐怡、朱小茜、曲丽文

陈倩、傅怀艳

郭滢妤

陈沁悦

张月竹

杨子璇、陈诗雨、江思芸、陆雅洁

骆阳芬

王晓敏、张颖洁

张倩玉、宣嘉怡、张奕婷、彭玲意

王娅婷、戴诗瑶、谷茜

陈慧敏、刘晖、曹璎、沈玲洁、周涛

赵琪、张燕、王尚瑾、林宇歆、羊洁颖、韩迪

封婷

朱怡然、张美

盛佳妮

唐国婷、江曼、张昊天

潘静

程思敏

夏依婷

吴霖、肖忆忆

陈佳莉、欧阳叶子、王钱艺、黄静燕、刘文文、余寿娟

秦妤婕

陈茹韫



序号 学    校 小计

D15 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学院 3

3

序号 学    校 小计

D16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

2

序号 学    校 小计

D20、D21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 8

8

序号 学    校 小计

A40 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珠峰中学) 4

4

全区合计: 548

中专数学：王靖雯  中专语文：张瑜雯  中专英语：宋云  珠峰数学：王晶

劳技：曹立  科研：何彦雨  师训：宋东升

小计

2022学年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第二批）拟录用人员名单（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计

弦乐：韩僮  乐队指挥：宋重阳

语文：曹晓娟、李启泓  物理：崔敏  道法：吴清逸  大数据：袁自卿

物联网：张媛媛  机械：李聪  艺术：杜文强

2022学年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第二批）拟录用人员名单（大众工业学校）

小计

2022学年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第二批）拟录用人员名单
  行政管理学校（珠峰中学）

小计

拟录用人员

拟录用人员

2022学年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第二批）拟录用人员名单（教育学院）

拟录用人员

拟录用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