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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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号 

 

关于公布南京市高淳区中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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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经高淳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评审通过，邹瑜等 23 人具备中小学（幼儿园）一级教师
资格，史亚琴等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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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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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 2 — 

附件 

 

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申报类别 

1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邹瑜 普通教师 

2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胡慧娟 普通教师 

3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游亚文 普通教师 

4 南京高淳外国语学校 徐光茂 普通教师 

5 南京高淳外国语学校 雷庆玲 普通教师 

6 高淳区第一中学 王芹 普通教师 

7 金陵汇淳学校 童丽 普通教师 

8 金陵汇淳学校 刘保花 普通教师 

9 高淳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张颖 普通教师 

10 高淳区淳溪中心小学 柏月琴 普通教师 

11 高淳区淳溪中心小学 孙科 普通教师 

12 南京武家嘴实验学校（小学部） 陈月红 普通教师 

13 南京武家嘴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荷花 普通教师 

14 高淳区实验幼儿园 孙治珍 普通教师 

15 高淳区实验幼儿园 孔春梅 普通教师 

16 高淳区宝塔幼儿园 邢霞 普通教师 

17 高淳区宝塔幼儿园 唐莉婷 普通教师 

18 高淳区砖墙幼儿园 唐杏 普通教师 

19 高淳区淳溪幼儿园 陈娟 普通教师 

20 高淳区淳溪幼儿园 江春霞 普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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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申报类别 

21 高淳区固城幼儿园 陈云花 普通教师 

22 南京武家嘴幼儿园 唐娟 普通教师 

23 高淳区阳江幼儿园 卞维瑶 普通教师 

24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史亚琴 乡村教师 

25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孙晓萍 乡村教师 

26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杨秀梅 乡村教师 

27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杨绍林 乡村教师 

28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吴振华 乡村教师 

29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陈月 乡村教师 

30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崔文君 乡村教师 

31 高淳区固城中学 赵伟伟 乡村教师 

32 南京市红太阳桠溪中学 吕庆明 乡村教师 

33 南京市红太阳桠溪中学 杨少云 乡村教师 

34 高淳区漆桥中学 陈瑶 乡村教师 

35 高淳区砖墙中学 李长慧 乡村教师 

36 高淳区永丰中学 赵善青 乡村教师 

37 高淳区东坝中心小学 杨诚 乡村教师 

38 高淳区东坝中心小学 王晓峰 乡村教师 

39 高淳区固城中心小学 陈晨 乡村教师 

40 高淳区固城中心小学 唐乐乐 乡村教师 

41 高淳区固城中心小学 钱叶云 乡村教师 

42 高淳区桠溪中心小学 管甜甜 乡村教师 

43 高淳区桠溪中心小学 陈一欣 乡村教师 

44 高淳区桠溪中心小学 邢梅 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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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申报类别 

45 高淳区漆桥中心小学 毛海燕 乡村教师 

46 高淳区漆桥中心小学 赵一翔 乡村教师 

47 高淳区漆桥中心小学 宫璐雯 乡村教师 

48 高淳区古柏中心小学 袁媛 乡村教师 

49 高淳区古柏中心小学 胡夕瑶 乡村教师 

50 高淳区砖墙中心小学 蒋云 乡村教师 

51 高淳区砖墙中心小学 施琼慧 乡村教师 

52 高淳区阳江中心小学 陈敏 乡村教师 

53 高淳区阳江中心小学 韩星 乡村教师 

54 高淳区阳江中心小学 夏春燕 乡村教师 

55 高淳区阳江中心小学 徐红 乡村教师 

56 高淳区砖墙幼儿园 王小敏 乡村教师 

57 高淳区古柏幼儿园 孙佳佳 乡村教师 

58 高淳区古柏幼儿园 陈云娣 乡村教师 

59 高淳区古柏幼儿园 马淑贞 乡村教师 

60 高淳区固城幼儿园 张璐 乡村教师 

61 高淳区东坝幼儿园 李新梅 乡村教师 

62 高淳区桠溪幼儿园 傅孝霞 乡村教师 

63 高淳区桠溪幼儿园 邢燕娟 乡村教师 

64 高淳区桠溪幼儿园 虞佩佩 乡村教师 

65 高淳区桠溪幼儿园 李超 乡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