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考号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1 汲长瑶 20200003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2 黄美玉 20200006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3 王俊 20200022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物理教师
4 杜宇鑫 20200027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物理教师
5 李亚静 20200024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物理教师
6 孙继智 20200028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物理教师
7 杨艾琳 20200023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物理教师
8 田文智 20200119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历史教师
9 王尔兴 20200113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历史教师
10 裴旭源 20200123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生物教师
11 刘洋 20200136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生物教师
12 王旭 20200154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生物教师
13 闫鹤 20200125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生物教师
14 李婷 20200420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英语教师
15 任静 20200403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英语教师
16 张帆 20200356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英语教师
17 谭春蕾 20200331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英语教师
18 刘书仲 20200446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英语教师
19 王雪宁 20200396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英语教师
20 刘良缘 20200416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英语教师
21 孙达理 20200347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英语教师
22 张媛媛 20200352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英语教师
23 赵悦 20200467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24 彭丽月 20200472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25 王希铭 20200465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26 徐婉婷 20200471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27 王小鱼 20200473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28 丛月 20200731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心理教师
29 梁燕 20200728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心理教师
30 张雨 20200715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心理教师
31 朱颖儒 20200259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化学教师
32 邓建雪 20200256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化学教师
33 穆昕宇 20200263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化学教师
34 王雨 20200470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35 李茺 20200469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36 刘佳馨 20200474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37 宋博文 20200515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语文教师
38 张晓萌 20200566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语文教师
39 张惠文 20200548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语文教师
40 李玥 20200576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语文教师
41 董岩清 20200274 牡丹江市第三高级中学 美术教师
42 常镡月 20200316 牡丹江市第三高级中学 美术教师
43 黄莹莹 20200288 牡丹江市第三高级中学 美术教师
44 赵首文 20200707 牡丹江市第三高级中学 心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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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齐冰 20200706 牡丹江市第三高级中学 心理教师
46 高雯昕 20200732 牡丹江市第三高级中学 心理教师
47 任航 20200142 牡丹江市第四中学 生物教师
48 王鑫垚 20200126 牡丹江市第四中学 生物教师
49 高悦 20200457 牡丹江市第四中学 地理教师
50 张欣睿 20200598 牡丹江市第四中学 语文教师
51 田茉 20200601 牡丹江市第四中学 语文教师
52 李璐璐 20200140 牡丹江市第五高级中学 生物教师
53 王玉 20200157 牡丹江市第五高级中学 生物教师
54 侯月阳 20200124 牡丹江市第五高级中学 生物教师
55 王金檬 20200468 牡丹江市第五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56 国欣妍 20200462 牡丹江市第五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57 王秋实 20200674 牡丹江市第五高级中学 音乐教师
58 汤昊 20200660 牡丹江市第五高级中学 音乐教师
59 王佳 20200667 牡丹江市第五高级中学 音乐教师
60 郭珏杉 20200072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数学教师
61 张馨月 20200090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数学教师
62 蔡美玉 20200045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数学教师
63 李思璇 20200139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生物教师
64 于海涛 20200143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生物教师
65 曹雪 20200341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英语教师
66 李金玲 20200351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英语教师
67 黄薪荟 20200370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英语教师
68 闫钰 20200406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英语教师
69 李慧颖 20200390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英语教师
70 赵萌 20200333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英语教师
71 魏福俊 20200526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语文教师
72 冯媛 20200638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语文教师
73 王晨 20200646 牡丹江市第六中学 语文教师
74 程婉琪 20200395 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英语教师
75 张佩弦 20200359 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英语教师
76 吕姗珊 20200441 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英语教师
77 李玉梅 20200007 牡丹江市实验中学 政治教师
78 崔梓慧 20200015 牡丹江市实验中学 政治教师
79 刘美娟 20200017 牡丹江市实验中学 政治教师
80 王维国 20200038 牡丹江市实验中学 数学教师
81 周子玉 20200099 牡丹江市实验中学 数学教师
82 王滢 20200040 牡丹江市实验中学 数学教师
83 孙嘉琳 20200607 牡丹江市第十一中学 语文教师
84 刘璐 20200494 牡丹江市第十一中学 语文教师
85 姜宏睿 20200540 牡丹江市第十一中学 语文教师
86 杨秋月 20200622 牡丹江市第十一中学 语文教师
87 张佳琪 20200484 牡丹江市第十一中学 语文教师
88 李颖 20200612 牡丹江市第十一中学 语文教师
89 邢喆 20200600 牡丹江市第十一中学 语文教师
90 王思琦 20200488 牡丹江市第十一中学 语文教师
91 马雨婷 20200483 牡丹江市第十一中学 语文教师
92 刘恩来 20200148 牡丹江市第十二中学 生物教师
93 周雅涵 20200121 牡丹江市第十二中学 生物教师
94 任红飞 20200170 牡丹江市第十二中学 信息技术教师
95 刘庆彬 20200158 牡丹江市第十二中学 信息技术教师



96 朱英哲 20200172 牡丹江市第十二中学 信息技术教师
97 陈明悦 20200722 牡丹江市第十二中学 心理教师
98 高晗 20200710 牡丹江市第十二中学 心理教师
99 张志强 20200723 牡丹江市第十二中学 心理教师
100 王钰莹 20200087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数学教师
101 孙明月 20200064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数学教师
102 董春蕾 20200106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数学教师
103 李东辉 20200068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数学教师
104 李会敏 20200074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数学教师
105 贾国越 20200033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数学教师
106 梁明昱 20200114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历史教师
107 马新宇 20200109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历史教师
108 翁雪梅 20200111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历史教师
109 赵宁 20200145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生物教师
110 王森 20200354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英语教师
111 孙悦 20200375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英语教师
112 王家琦 20200455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英语教师
113 候思雨 20200591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语文教师
114 张一 20200657 牡丹江市第十四中学 语文教师
115 高歌 20200427 牡丹江市第十五中学 英语教师
116 袁诗雯 20200401 牡丹江市第十五中学 英语教师
117 葛新悦 20200426 牡丹江市第十五中学 英语教师
118 佐家文 20200492 牡丹江市第十五中学 语文教师
119 李佳笑 20200606 牡丹江市第十五中学 语文教师
120 刘佳琦 20200594 牡丹江市第十五中学 语文教师
121 马薇 20200502 牡丹江市第十五中学 语文教师
122 于晴 20200486 牡丹江市第十五中学 语文教师
123 白爽 20200636 牡丹江市第十五中学 语文教师
124 张颖 20200011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政治教师
125 周佳琳 20200005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政治教师
126 高赫 20200004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政治教师
127 李美玲 20200014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政治教师
128 曹晨 20200010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政治教师
129 陈静 20200001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政治教师
130 毛为珉 20200069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数学教师
131 李英博 20200050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数学教师
132 钮金祥 20200049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数学教师
133 王雪 20200060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数学教师
134 周新宇 20200091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数学教师
135 解曼 20200105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数学教师
136 郭欣欣 20200043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数学教师
137 陈阳 20200036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数学教师
138 刘雯哲 20200078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数学教师
139 赵耀 20200120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历史教师
140 陈慧欣 20200117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历史教师
141 铁宇航 20200112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历史教师
142 陈子怡 20200150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生物教师
143 秦梓鑫 20200138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生物教师
144 李爽 20200122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生物教师
145 吴英林 20200141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生物教师
146 熊一林 20200159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信息技术教师



147 崔妍 20200180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信息技术教师
148 毛媛媛 20200166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信息技术教师
149 张宇婷 20200231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化学教师
150 代文婷 20200252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化学教师
151 刘方鑫 20200235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化学教师
152 李伟力 20200334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英语教师
153 杜瑛 20200372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英语教师
154 赵如意 20200386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英语教师
155 柳雪娇 20200518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56 赵宇楠 20200504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57 庞慧雯 20200592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58 寇琪 20200490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59 张美欣 20200641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60 陈佳 20200584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61 施璐 20200649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62 尹雪 20200626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63 孙诗涵 20200513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64 曹宇 20200589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65 高云赫 20200653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66 张琪 20200613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67 许静怡 20200640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68 康雨 20200499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69 王力宁 20200524 牡丹江市第十六中学 语文教师
170 张丹 20200197 牡丹江市第十七中学 体育教师
171 于淼 20200203 牡丹江市第十七中学 体育教师
172 侯露露 20200191 牡丹江市第十七中学 体育教师
173 李伟鹏 20200460 牡丹江市第十七中学 地理教师
174 夏美玲 20200461 牡丹江市第十七中学 地理教师
175 金景龙 20200267 牡丹江市第二十中学 化学教师
176 张学谦 20200253 牡丹江市第二十中学 化学教师
177 唐洋洋 20200238 牡丹江市第二十中学 化学教师
178 靳宇航 20200030 牡丹江市第二十一中学 物理教师
179 刘同玉 20200021 牡丹江市第二十一中学 物理教师
180 张振伟 20200025 牡丹江市第二十一中学 物理教师
181 倪悦涵 20200388 牡丹江市第二十一中学 英语教师
182 欧雪梅 20200373 牡丹江市第二十一中学 英语教师
183 王霁萱 20200179 牡丹江市第二十二中学 信息技术教师
184 孙宁 20200169 牡丹江市第二十二中学 信息技术教师
185 白冰冰 20200168 牡丹江市第二十二中学 信息技术教师
186 曲冠霖 20200184 牡丹江市第二十二中学 体育教师
187 王博文 20200202 牡丹江市第二十二中学 体育教师
188 张艺达 20200213 牡丹江市第二十二中学 体育教师
189 路晓倩 20200464 牡丹江市第二十二中学 地理教师
190 邵丽丽 20200670 牡丹江市第二十二中学 音乐教师
191 王筠婷 20200693 牡丹江市第二十二中学 音乐教师
192 赵国昕 20200686 牡丹江市第二十二中学 音乐教师
193 臧雨欣 20200400 牡丹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英语教师
194 刘会敏 20200419 牡丹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英语教师
195 徐诗源 20200421 牡丹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英语教师
196 康祥伟 20200617 牡丹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语文教师
197 王珊 20200614 牡丹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语文教师



198 李楠 20200485 牡丹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语文教师
199 常莘 20200716 牡丹江市朝鲜族中学 心理教师
200 刘思彤 20200729 牡丹江市朝鲜族中学 心理教师
201 张雯宇 20200725 牡丹江市朝鲜族中学 心理教师
202 张永鑫 20200222 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体育教师
203 姜宁 20200188 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体育教师
204 陈美龙 20200187 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体育教师
205 侯绘然 20200696 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音乐教师
206 张红帅 20200676 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音乐教师
207 谷佳旭 20200698 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音乐教师
208 魏甜甜 20200743 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播音主持教师
209 唐鹤嘉 20200742 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播音主持教师
210 关俊含 20200740 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播音主持教师
211 姜文硕 20200061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数学教师
212 徐婷婷 20200032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数学教师
213 徐丽 20200063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数学教师
214 周双 20200054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数学教师
215 郭宁 20200092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数学教师
216 王春蕾 20200044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数学教师
217 赵立秀 20200207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体育教师
218 陈昊 20200217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体育教师
219 马依阳 20200210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体育教师
220 张尧 20200315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美术教师
221 任天姝 20200276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美术教师
222 李铭 20200273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美术教师
223 于智铮 20200397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英语教师
224 关秀贤 20200407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英语教师
225 戚磊 20200364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英语教师
226 邵晨晨 20200431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英语教师
227 卢全宇 20200445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英语教师
228 夏悦 20200414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英语教师
229 杨宇 20200623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30 王画 20200506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31 蒋晴 20200501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32 王靖蕊 20200480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33 张茜 20200530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34 夏阳阳 20200505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35 李想 20200635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36 姜婉仪 20200604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37 张文静 20200572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38 温家欣 20200595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39 石峻嘉 20200615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40 李鑫 20200482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241 吕鉴霏 20200697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音乐教师
242 刘杭 20200678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音乐教师
243 刘雅境 20200659 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音乐教师
244 巩慧欣 20200073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数学教师
245 张文娟 20200096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数学教师
246 李佳芙 20200071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数学教师
247 杨蔚然 20200039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数学教师
248 汪洋 20200035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数学教师



249 王博文 20200100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数学教师
250 张郁馨 20200183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体育教师
251 司金瞻 20200194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体育教师
252 黄禹铭 20200195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体育教师
253 杨纯曦 20200304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美术教师
254 郝超 20200298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美术教师
255 田蓉 20200287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美术教师
256 白月 20200528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57 周小萱 20200549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58 武雨薇 20200487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59 李若飞 20200618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60 杨月 20200525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61 于淼 20200503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62 唐思雯 20200497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63 于佳盈 20200593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64 田潇琳 20200582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65 丁淑贤 20200522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66 高岩 20200581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67 单信 20200654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68 李雪佳 20200481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69 胥丽雅 20200476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70 李慧玲 20200619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71 张雪 20200655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72 姜佳鑫 20200495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73 张琪 20200509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语文教师
274 贾博文 20200683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音乐教师
275 张悦 20200673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音乐教师
276 韩荣蓉 20200663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音乐教师
277 沈旭旸 20200690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音乐教师
278 于瑞嘉 20200703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音乐教师
279 张佳楠 20200684 牡丹江市长安小学 音乐教师
280 张丽娜 20200165 牡丹江市东华小学 信息技术教师
281 刘彦利 20200164 牡丹江市东华小学 信息技术教师
282 李宏雪 20200230 牡丹江市东华小学 体育教师
283 冷瑞 20200211 牡丹江市东华小学 体育教师
284 韩东阳 20200190 牡丹江市东华小学 体育教师
285 杨洁 20201050 牡丹江市幼儿教育中心 幼儿教师
286 朱禹 20200927 牡丹江市幼儿教育中心 幼儿教师
287 郗茜 20200747 牡丹江市幼儿教育中心 幼儿教师
288 刘涵玉 20200757 牡丹江市幼儿教育中心 幼儿教师
289 付坤 20200981 牡丹江市幼儿教育中心 幼儿教师
290 生金枝 20200891 牡丹江市幼儿教育中心 幼儿教师
291 陈嘉雯 20200972 牡丹江市教育实验幼儿园 幼儿教师
292 刘帅 20201044 牡丹江市教育实验幼儿园 幼儿教师
293 赵怡迪 20200973 牡丹江市教育实验幼儿园 幼儿教师
294 谭佳娃 20200818 牡丹江市教育实验幼儿园 幼儿教师
295 张雨薇 20200970 牡丹江市教育实验幼儿园 幼儿教师
296 王沪宁 20200849 牡丹江市教育实验幼儿园 幼儿教师
297 丛虹宇 20200879 牡丹江市教育第三幼儿园 幼儿教师
298 李佳 20200872 牡丹江市教育第三幼儿园 幼儿教师
299 平海璐 20200996 牡丹江市教育第三幼儿园 幼儿教师



300 宇玲 20200762 牡丹江市教育第三幼儿园 幼儿教师
301 李彦睿 20200756 牡丹江市教育第三幼儿园 幼儿教师
302 许春娜 20200809 牡丹江市教育第三幼儿园 幼儿教师
303 张杰 20200997 牡丹江市教育第五幼儿园 幼儿教师
304 李欣阁 20200765 牡丹江市教育第五幼儿园 幼儿教师
305 曹琪 20200799 牡丹江市教育第五幼儿园 幼儿教师
306 徐婷 20201015 牡丹江市教育第五幼儿园 幼儿教师
307 丁莹 20200966 牡丹江市教育第五幼儿园 幼儿教师
308 赵彩昀 20201023 牡丹江市教育第五幼儿园 幼儿教师
309 沙莎 20201177 牡丹江市教育第六幼儿园 幼儿教师
310 程静 20201013 牡丹江市教育第六幼儿园 幼儿教师
311 王鼎琪 20200820 牡丹江市教育第六幼儿园 幼儿教师
312 岳晓璇 20200752 牡丹江市教育第六幼儿园 幼儿教师
313 王博 20201009 牡丹江市教育第六幼儿园 幼儿教师
314 王一惠 20201008 牡丹江市教育第六幼儿园 幼儿教师
315 李娜 20200907 牡丹江市江南教育幼儿园 幼儿教师
316 乔雪琪 20200759 牡丹江市江南教育幼儿园 幼儿教师
317 李佳蓉 20200837 牡丹江市江南教育幼儿园 幼儿教师
318 张蕾 20201134 牡丹江市江南教育幼儿园 幼儿教师
319 张颖 20200767 牡丹江市江南教育幼儿园 幼儿教师
320 李晓婷 20201189 牡丹江市江南教育幼儿园 幼儿教师
321 任广岫 20201049 牡丹江市江南教育幼儿园 幼儿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