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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宁职称办〔2020〕42 号 

 

关于公布南京市溧水区中小学（幼儿园） 
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评审结果的通知 
  
溧水区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经溧水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评审通过，薛丹等 84 人具备中小学（幼儿园）一级教师
资格，周春芳等 64 人具备中小学（幼儿园）一级教师（乡村）
资格，现予公布。 

上述人员取得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的时间自 2020 年 10
月 24 日起算。 
 
    附件：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0 日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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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类别 

1 溧水区工交幼儿园 薛丹 普通教师 

2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幼儿园 朱毅静 普通教师 

3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幼儿园 刘婷婷 普通教师 

4 溧水区永阳幼儿园 袁宁 普通教师 

5 溧水区永阳中心幼儿园 孙彩霞 普通教师 

6 溧水区商业幼儿园 樊南 普通教师 

7 溧水区商业幼儿园 张清莲 普通教师 

8 溧水区商业幼儿园 孙晨 普通教师 

9 溧水区商业幼儿园 许丹 普通教师 

10 溧水区机关幼儿园 周小田 普通教师 

11 溧水区状元坊幼儿园 杨苏丹 普通教师 

12 溧水区机关幼儿园 尹竹霞 普通教师 

13 溧水区机关幼儿园 李小红 普通教师 

14 溧水区学前教育管理中心 栾清玲 普通教师 

15 溧水区学前教育管理中心 王刘维 普通教师 

16 溧水区学前教育管理中心 吴良婷 普通教师 

17 南京市溧水区交通幼儿园 芮文秀 普通教师 

18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学 郑巧生 普通教师 



 

— 3 — 

序号 单位 姓名 类别 

19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学 牛瑞秀 普通教师 

20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学 杨慧 普通教师 

21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学 袁洋 普通教师 

22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学 王万云 普通教师 

23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徐立萍 普通教师 

24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孙晔 普通教师 

25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杨孝茜 普通教师 

26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孙永晨 普通教师 

27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陆凡 普通教师 

28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徐霞 普通教师 

29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李慧娟 普通教师 

30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芮桂芳 普通教师 

31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刘平 普通教师 

32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陶虹霞 普通教师 

33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周婉霞 普通教师 

34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李瑾 普通教师 

35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邓树清 普通教师 

36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徐兰琴 普通教师 

37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陈秀晴 普通教师 

38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孙惠 普通教师 

39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汤小扣 普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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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类别 

40 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 王悦 普通教师 

41 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 金叶 普通教师 

42 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 张玲玲 普通教师 

43 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 范铃敏 普通教师 

44 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 吴  丹 普通教师 

45 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 孙晶晶 普通教师 

46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中心小学 邰玲玲 普通教师 

47 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 程庭 普通教师 

48 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 汪文军 普通教师 

49 溧水区状元坊小学 孙玉巍 普通教师 

50 溧水区状元坊小学 陈婷婷 普通教师 

51 溧水区状元坊小学 葛文婷 普通教师 

52 溧水区状元坊小学 魏娟 普通教师 

53 溧水区状元坊小学 徐骁翔 普通教师 

54 溧水区状元坊小学 张鹏 普通教师 

55 溧水区状元坊小学 张红艳 普通教师 

56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鲁思婷 普通教师 

57 金陵中学溧水分校 鲍远梅 普通教师 

58 金陵中学溧水分校 杨慧 普通教师 

59 金陵中学溧水分校 孙春红 普通教师 

60 金陵中学溧水分校 郭瑞 普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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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类别 

61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顾晓琼 普通教师 

62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谢艳 普通教师 

63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郑树蕾 普通教师 

64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朱旭 普通教师 

65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朱海燕 普通教师 

66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诸青青 普通教师 

67 南京市溧水区白马中学 刘安新 普通教师 

68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溧水分校 杨娇 普通教师 

69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溧水分校 冒红艳 普通教师 

70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溧水分校 郭海彬 普通教师 

71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溧水分校 魏晓晓 普通教师 

72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新区小学 陈瑶 普通教师 

73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新区小学 徐然 普通教师 

74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新区小学 姚志昂 普通教师 

75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新区小学 李佶 普通教师 

76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新区小学 朱莉 普通教师 

77 溧水区第三小学 易露 普通教师 

78 溧水区第三小学 徐文娟 普通教师 

79 溧水区第三小学 夏秋彤 普通教师 

80 溧水区第三小学 张宝花 普通教师 

81 溧水区第三小学 陶青青 普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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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类别 

82 溧水区第三小学 岑珊 普通教师 

83 溧水区第三小学 王卉 普通教师 

84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孙寅 普通教师 

85 溧水区开发区乌山幼儿园 周春芳 乡村教师 

86 溧水区洪蓝街道中心幼儿园 任菊兰 乡村教师 

87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幼儿园 徐姗 乡村教师 

88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幼儿园 丁群 乡村教师 

89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幼儿园 曹雨果 乡村教师 

90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幼儿园 俞桂芳 乡村教师 

91 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中心幼儿园 路爱琳 乡村教师 

92 溧水区石湫街道中心幼儿园 姜苏 乡村教师 

93 溧水区白马镇中心幼儿园 陈安云 乡村教师 

94 溧水区白马镇中心幼儿园 朱义姣 乡村教师 

95 溧水区白马镇中心幼儿园 乐平美 乡村教师 

96 溧水区晶桥镇中心幼儿园 曹和香 乡村教师 

97 溧水区晶桥镇中心幼儿园 郑金丽 乡村教师 

98 溧水区晶桥镇中心幼儿园 徐正娣 乡村教师 

99 溧水区晶桥镇中心幼儿园 张白采 乡村教师 

100 溧水区晶桥镇中心幼儿园 徐爱芳 乡村教师 

101 溧水区学前教育管理中心 毛亚婷 乡村教师 

102 溧水区学前教育管理中心 解承燕 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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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类别 

103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学 戴晴 乡村教师 

104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学 黄玉婷 乡村教师 

105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陈丽娟 乡村教师 

106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胡文香 乡村教师 

107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李婷 乡村教师 

108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曹华婧 乡村教师 

109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史昊 乡村教师 

110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林宗娟 乡村教师 

111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陈宝杏 乡村教师 

112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冯姗姗 乡村教师 

113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赵文海 乡村教师 

114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杭睿 乡村教师 

115 南京市溧水洪蓝中心小学 曹慧清 乡村教师 

116 溧水区晶桥中心小学 陈丽莉 乡村教师 

117 溧水区晶桥中心小学 魏玉琴 乡村教师 

118 溧水区晶桥中心小学 袁娟 乡村教师 

119 溧水区晶桥初级中学 黄书艺 乡村教师 

120 溧水区东庐初级中学 王晓雨 乡村教师 

121 溧水区东庐小学 史甜 乡村教师 

122 溧水区东庐初级中学 官同云 乡村教师 

123 溧水区东庐初级中学 姜丹丹 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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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类别 

124 溧水区东庐初级中学 杜振文 乡村教师 

125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中心小学 耿丽丽 乡村教师 

126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中心小学 张洋洋 乡村教师 

127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中心小学 张伟 乡村教师 

128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中心小学 朱玉芳 乡村教师 

129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中心小学 潘明芳 乡村教师 

130 溧水区孔镇中学 赵文亚 乡村教师 

131 溧水区和凤中心小学 陈小琴 乡村教师 

132 溧水区和凤中心小学 张樊雅 乡村教师 

133 溧水区和凤中心小学 彭涛 乡村教师 

134 溧水区和凤中心小学 周岭 乡村教师 

135 溧水区和凤中心小学 徒海月 乡村教师 

136 溧水区和凤中心小学 孙青 乡村教师 

137 溧水区和凤中心小学 刘玉珍 乡村教师 

138 溧水区和凤中心小学 胡彩霞 乡村教师 

139 溧水区石湫中学 李海 乡村教师 

140 溧水区石湫中学 李高峰 乡村教师 

141 溧水区石湫中学 葛蓉 乡村教师 

142 溧水区东屏中学 丁康伟 乡村教师 

143 溧水区东屏中学 何维同 乡村教师 

144 南京市溧水区云鹤初级中学 孙荣浩 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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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类别 

145 溧水区明觉初级中学 王秀红 乡村教师 

146 溧水区明觉初级中学 
 

孙德翠 乡村教师 

147 溧水区白马中心小学 马珍花 乡村教师 

148 溧水区白马中心小学 张慜 乡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