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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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号 

 

关于公布南京市六合区中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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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经六合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评审通过，陈澄等 66 人具备中小学（幼儿园）一级教师
资格，毛子月等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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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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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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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陈澄 普通教师 

2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陈芳明 普通教师 

3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申爱伟 普通教师 

4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俞行健 普通教师 

5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朱晓玲 普通教师 

6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叶佳杏 普通教师 

7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张凌悦 普通教师 

8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毕炜 普通教师 

9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孙石林 普通教师 

10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屠德娣 普通教师 

11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棠城分校 詹晓惠 普通教师 

12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棠城分校 袁德刚 普通教师 

13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棠城分校 杨欣 普通教师 

14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棠城分校 吴金纯子 普通教师 

15 南京市六合区励志学校 李少春 普通教师 

16 南京市六合区双语小学 黄元英 普通教师 

17 南京市六合区双语小学 赵桂宏 普通教师 

18 南京市六合区双语小学 李玲 普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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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姓  名 类  别 

19 南京市六合区双语小学 糜嫦娥 普通教师 

20 南京市六合区双语小学 王晨晨 普通教师 

21 南京市六合区双语小学 张小芳 普通教师 

22 南京市六合区双语小学 叶珊珊 普通教师 

23 南京市六合区双语小学 丁萍萍 普通教师 

24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棠城分校 李涛 普通教师 

25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棠城分校 丁海慧 普通教师 

26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棠城分校 何晓莉 普通教师 

27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棠城分校 夏文娟 普通教师 

28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棠城分校 张俊 普通教师 

29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棠城分校 鲁嘉萱 普通教师 

30 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江婷 普通教师 

31 南京市六合区广益小学 邢参 普通教师 

32 南京市六合区广益小学 潘岚怡 普通教师 

33 南京市六合区广益小学 王蓓 普通教师 

34 南京市六合区广益小学 林丽青 普通教师 

35 南京市六合区广益小学 朱秋菊 普通教师 

36 南京市六合区蒋湾小学 孙晓 普通教师 

37 南京市六合区蒋湾小学 高军 普通教师 

38 南京市六合区第一幼儿园 吴婷 普通教师 

39 南京市六合区第一幼儿园 丁烨琇 普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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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姓  名 类  别 

40 南京市六合区第一幼儿园 芦琳 普通教师 

41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高级中学 袁艺 普通教师 

42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高级中学 陆荣 普通教师 

43 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唐晓敏 普通教师 

44 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葛露 普通教师 

45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小学部 石朋娟 普通教师 

46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小学部 张飞燕 普通教师 

47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杨婧 普通教师 

48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小学部 孙影影 普通教师 

49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小学部 吴家文 普通教师 

50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小学 周雪 普通教师 

51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小学 杨敏 普通教师 

52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小学 陈延飞 普通教师 

53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小学 潘小燕 普通教师 

54 南京市六合区励志学校 卞璟玉 普通教师 

55 南京市六合区励志学校 杨  根 普通教师 

56 南京市六合区第一幼儿园 吴正兰 普通教师 

57 南京市六合区六城中心幼儿园 余金花 普通教师 

58 南京市六合区石林幼儿园 汪玉敏 普通教师 

59 南京市六合区复兴路幼儿园 王芹 普通教师 

60 南京市六合区复兴路幼儿园 柏爱霞 普通教师 



 

— 5 — 

序号 单  位 姓  名 类  别 

61 南京市六合区复兴路幼儿园 陈蓉 普通教师 

62 南京市六合区复兴路幼儿园 杨丽 普通教师 

63 南京市六合区清华实验幼儿园 李杰 普通教师 

64 南京市六合区文馨花苑幼儿园 郭建云 普通教师 

65 南京市六合区龙湖茉莉幼儿园 骆慧萍 普通教师 

66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实验幼儿园 张丽 普通教师 

67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高级中学 毛子月 乡村教师 

68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高级中学 宫翠晴 乡村教师 

69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初级中学 蒋南枝 乡村教师 

70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中心小学 董文 乡村教师 

71 南京市六合区瓜埠初级中学 薛超 乡村教师 

72 南京市六合区瓜埠幼儿园 屠丽娟 乡村教师 

73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中心小学 陈德申 乡村教师 

74 南京市六合区成贤街小学龙池分校 邰美丽 乡村教师 

75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中心幼儿园 寇骁骁 乡村教师 

76 南京市六合区龙袍中心小学 刘巧 乡村教师 

77 南京市六合区龙袍中心小学 张超 乡村教师 

78 南京市六合区龙袍中心小学 周荧 乡村教师 

79 南京市六合区东沟幼儿园 郭晓芸 乡村教师 

80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学 曹丹 乡村教师 

81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学 徐晓程 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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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姓  名 类  别 

82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学 马成林 乡村教师 

83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小学 狄文宇 乡村教师 

84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小学 张士伦 乡村教师 

85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小学 孙婷婷 乡村教师 

86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小学 王婷 乡村教师 

87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朱林红 乡村教师 

88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中心幼儿园 阮文会 乡村教师 

89 南京市六合区马鞍中心幼儿园 林雪 乡村教师 

90 南京市六合区马鞍幼儿园 徐文娟 乡村教师 

91 南京市六合区马鞍中心小学 葛黄荣 乡村教师 

92 南京市六合区马鞍中心小学 高姜楠 乡村教师 

93 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道黄岗小学 项大明 乡村教师 

94 南京市六合区马鞍学校 丁娅娴 乡村教师 

95 南京市六合区马鞍学校 陈晨 乡村教师 

96 南京市六合区城西学校 蒋云凤 乡村教师 

97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中心幼儿园 宰存芳 乡村教师 

98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中心幼儿园 上官珊珊 乡村教师 

99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初级中学 倪月娥 乡村教师 

100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民族小学 凌文慧 乡村教师 

101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民族中学 熊寿宏 乡村教师 

102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中心幼儿园 陈庆燕 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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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姓  名 类  别 

103 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中心小学 严悦 乡村教师 

104 南京市六合区樊集中科希望小学 徐美铃 乡村教师 

105 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中心幼儿园 何娜 乡村教师 

106 南京市六合区长山幼儿园 徐伟 乡村教师 

107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横塘幼儿园 邬佳红 乡村教师 

108 南京市六合区城东新苑幼儿园 张竺敏 乡村教师 

109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中心幼儿园 侍华荣 乡村教师 

110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实验幼儿园 朱晓慧 乡村教师 

111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实验幼儿园 张桂珍 乡村教师 

112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实验幼儿园 韩萍 乡村教师 

113 南京市六合区龙袍中心幼儿园新桥分园 谢玉玲 乡村教师 

114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周蓉蓉 乡村教师 

115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孙燕 乡村教师 

116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张桂香 乡村教师 

117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丁少红 乡村教师 

118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张燕 乡村教师 

119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石海英 乡村教师 

120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朱玲 乡村教师 

121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刘霞 乡村教师 

122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王月 乡村教师 

123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王燕 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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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姓  名 类  别 

124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中心幼儿园 朱美霞 乡村教师 

125 南京市六合区城西幼儿园 唐庆花 乡村教师 

126 南京市六合区大圣幼儿园 周云霞 乡村教师 

127 南京市六合区马鞍中心幼儿园 许文红 乡村教师 

128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中心幼儿园 侯巧云 乡村教师 

129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中心幼儿园 孙丽梅 乡村教师 

130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中心幼儿园 苏明琴 乡村教师 

131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中心幼儿园 赵培青 乡村教师 

132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民族第一幼儿园 仇红艳 乡村教师 

133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中心幼儿园 
金磁办园点 周云 乡村教师 

134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中心幼儿园 
金磁办园点 胡彩彩 乡村教师 

135 南京市六合区长山幼儿园 
 

任秀红 乡村教师 

136 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中心幼儿园 郝莲英 乡村教师 

137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初级中学 戴世武 乡村教师 

138 南京市六合区马集初级中学 许若辉 乡村教师 

139 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中心小学 王思文 乡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