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证号 报考岗位 报考学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学历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20200508001 高中地理 黄岩中学 曹小虎 男 1990-12-15本科 地理科学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508002 高中地理 黄岩中学 陈鹏 男 1993-01-17本科 地理信息科学 安徽农业大学

20200508003 高中地理 黄岩中学 陈庭宇 男 1997-12-07本科 地理科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08004 高中地理 黄岩中学 郭艺迪 女 1993-06-19研究生 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05 高中地理 黄岩中学 贺鑫 女 1995-05-29研究生 第四纪地质学 兰州大学

20200508006 高中地理 黄岩中学 胡金长 男 1994-05-03研究生 学科教学（地理） 福建师范大学

20200508007 高中地理 黄岩中学 林佳慧 女 1997-07-23本科 地理科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08 高中地理 黄岩中学 邱佳 女 1994-03-27本科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508009 高中地理 黄岩中学 杨灵英 女 1997-06-23本科 地理科学 宁波大学

20200508010 高中地理 黄岩中学 赵卓怡 男 1997-01-12本科 地理科学 淮阴师范学院

20200508011 高中地理 宁溪中学 戴宇欣 女 1998-01-01本科 地理科学 曲靖师范学院

20200508012 高中地理 宁溪中学 冯赛男 女 1993-07-26本科 地理科学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508013 高中地理 宁溪中学 应乐怡 女 1997-09-11本科 地理科学 安庆师范大学

20200508014 高中地理 院桥中学 崔瑾 女 1995-08-01本科 地理科学 曲靖师范学院

20200508015 高中地理 院桥中学 柳海涛 男 1994-10-15研究生 地质工程（本科：地质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508016 高中地理 院桥中学 伍莹莹 女 1994-04-22本科 地理科学 湖北师范大学

20200508017 高中地理 院桥中学 徐晓利 女 1997-08-22本科 地理科学 赣南师范大学

20200508018 高中地理 院桥中学 周凯 女 1993-02-18研究生 学科教学（地理） 佳木斯大学

20200508019 高中历史 黄岩二高 陈悠悠 女 1992-10-17本科 历史学 华南师范大学

20200508020 高中历史 黄岩二高 何佳晨 女 1998-11-05本科 人文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21 高中历史 黄岩二高 李娜 女 1989-11-25本科 历史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508022 高中历史 黄岩二高 王春婷 女 1997-04-03本科 历史学 浙江大学

20200508023 高中历史 黄岩二高 王梦雅 女 1993-11-03本科 历史学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024 高中历史 黄岩二高 徐磊 男 1995-02-07研究生 历史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508025 高中历史 黄岩二高 张娜 女 1990-01-22研究生 历史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508026 高中历史 黄岩二高 郑惠虹 女 1994-03-15研究生 中国史 暨南大学

20200508027 高中历史 金清中学 曹振华 男 1990-04-23研究生 世界史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508028 高中历史 金清中学 陈玄玄 女 1996-06-30本科 历史学 湖州师范学院

20200508029 高中历史 金清中学 黄蓉 女 1997-02-24本科 历史学 湖州师范学院

20200508030 高中历史 金清中学 李梦婷 女 2001-02-18本科 历史学 湖州师范学院

20200508031 高中历史 金清中学 梁英巧 女 1990-09-24本科 人文教育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032 高中历史 金清中学 吕俊辉 男 1998-03-30本科 历史 重庆师范大学

20200508033 高中历史 金清中学 王红力 女 1998-04-02本科 历史学 湖州师范学院

20200508034 高中历史 金清中学 夏美丽 女 1994-09-12本科 历史 重庆师范大学

20200508035 高中历史 金清中学 杨静虹 女 1997-12-09本科 历史学 湖州师范学院

20200508036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陈宣竹 女 1991-02-25研究生 学科教学（英语）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37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丁涵 女 1997-01-13本科 英语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00508038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葛晓斐 女 1994-12-27本科 英语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039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何欣栩 女 1998-01-03本科 英语 台州学院

20200508040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黄丽丽 女 1998-02-14本科 英语 丽水学院

20200508041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金淑敏 女 1995-11-13本科 英语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042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李丹妮 女 1993-10-10研究生 学科教学（英语）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43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李海珍 女 1992-05-13本科 英语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44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梁露升 女 1997-08-06本科 英语 河南科技学院

20200508045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林丹妮 女 1996-02-22研究生 学科教学（英语）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46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林梦艳 女 1995-05-22研究生 英语教学 英国爱丁堡大学

20200508047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罗闰 女 1995-10-19本科 英语 台州学院

20200508048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祁嘉倩 女 1994-12-16本科 英语 周口师范学院

20200508049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邱晓杨 女 1994-06-26本科 英语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50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裘雪丰 男 1997-12-03本科 英语 温州大学

20200508051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屈虹迪 女 1993-10-25研究生 学科教学（英语）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508052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陶陈颖 女 1998-08-24本科 英语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508053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陶洁 女 1997-10-08本科 英语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054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陶莹莹 女 1997-07-30本科 英语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055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汪耀 女 1997-12-19本科 英语 淮南师范学院

20200508056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王佳益 女 1995-08-18本科 英语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057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王於妮 女 1998-10-01本科 英语 苏州科技大学

20200508058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王雨婷 女 1997-07-01本科 英语 台州学院

20200508059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吴晨馨 女 1992-01-10本科 英语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60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徐亚妮 女 1993-10-14本科 英语 宁波大学

20200508061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薛宁 女 1999-03-29本科 英语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062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杨洋 女 1995-02-07研究生 英语语言文学 扬州大学

20200508063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叶梦婷 女 1998-07-12本科 英语 温州大学

20200508064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应晨肖 女 1994-03-07本科 英语 通化师范学院

20200508065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俞快 女 1998-07-05本科 英语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66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张新新 女 1993-01-01研究生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大连海事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20200508067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张怡倩 女 1998-01-17本科 英语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068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张紫薇 女 1998-07-24本科 英语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069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郑佳佳 女 1997-06-16本科 英语 温州大学

20200508070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郑舒影 女 1994-05-03本科 英语 台州学院

20200508071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郑玺 女 1996-04-30本科 英语 嘉兴学院

20200508072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周梦园 女 1995-07-30本科 英语 温州大学

20200508073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朱倩 女 1994-12-07本科 英语 浙江外国语学院

20200508074 高中英语 黄岩二高 朱文瑶 女 1992-11-01本科 英语教育 井冈山大学

20200508075 高中语文 宁溪中学 陈梦媛 女 1994-04-12研究生 学科教学（语文） 温州大学

20200508076 高中语文 宁溪中学 陈旭燕 女 1997-03-11本科 汉语言文学 南通大学

20200508077 高中语文 宁溪中学 金丹妮 女 1997-08-24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078 高中语文 宁溪中学 李思美 女 1995-03-16本科 汉语言文学 丽水学院

20200508079 高中语文 宁溪中学 应海超 女 1997-09-18本科 汉语言文学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508080 高中语文 宁溪中学 郑羽佳 女 1998-05-16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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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8081 高中语文 宁溪中学 周芷伊 女 1998-01-06本科 汉语言文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82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曹晓浩 男 1997-06-29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20200508083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陈珂琪 女 1996-11-02本科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84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郭益鑫 男 1997-12-29本科 物理学 温州大学

20200508085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洪倩男 女 1990-10-31本科 通信工程 南昌航空大学

20200508086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胡晨蕾 女 1997-09-29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宁波财经学院

20200508087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蒋臣臣 女 1996-09-11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湖州师范学院

20200508088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梁峰 男 1991-01-25本科 自动化 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

20200508089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林晓东 男 1997-02-01本科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90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骆朝捷 男 1994-11-17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20200508091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马伟跃 男 1991-12-09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 天津理工大学

20200508092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潘蕾伊 女 1998-09-05本科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093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沈岗元 男 1995-07-16本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西华大学

20200508094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张丽芳 女 1990-04-06研究生 机械工程 河南科技大学

20200508095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章禹祺 男 1997-02-09本科 自动化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096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郑炳雯 男 1995-04-08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508097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郑文远 男 1996-09-17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20200508098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朱江杰 男 1997-09-18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嘉兴学院

20200508099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陈奔腾 女 1993-08-19研究生 凝聚态物理 温州大学

20200508100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陈凌超 男 1995-10-16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 浙江万里学院

20200508101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陈颖 女 1995-06-01研究生 学科教学（物理） 苏州大学

20200508102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方巧丽 女 1992-12-26本科 信息工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200508103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何介凡 女 1994-05-09本科 物理学 西南大学

20200508104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李佳倩 女 1995-02-05本科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105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李佳遥 女 1995-12-11本科 机械电子工程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20200508106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刘辰基 男 1989-10-09研究生 通信与信息系统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508107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罗娇阳 女 1993-10-08本科 物理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108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罗伟进 男 1995-08-10本科 自动化 浙江科技学院

20200508109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泮一平 男 1993-01-27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20200508110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钱璐璐 女 1993-03-20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20200508111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沈亚军 男 1990-11-27研究生 电子与通信工程 武汉大学

20200508112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陶醉 男 1991-11-13本科 车辆工程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508113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王宁 女 1991-03-30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20200508114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王小敏 女 1998-05-06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115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夏倩 女 1994-06-19本科 物理 台州学院

20200508116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项梦静 女 1991-09-04本科 通信工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200508117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徐超 男 1992-07-29本科 自动化 沈阳工程学院

20200508118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徐茜敏 女 1997-06-13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20200508119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许挺 男 1995-10-01本科 物理学 温州大学

20200508120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杨柳清 女 1998-04-15本科 通信工程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20200508121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杨巧姬 女 1996-10-15本科 物理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122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叶静怡 女 1998-01-07本科 机械 湖州师范学院

20200508123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叶永兴 男 1997-03-03本科 机电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124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应剑豪 男 1997-02-07本科 机电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125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章超超 男 1994-07-12本科 机械工程 红河学院

20200508126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郑立好 男 1996-02-02研究生 机械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508127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郑强 男 1991-11-10研究生 机械电子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128 通用技术 台州一中 周梦莎 女 1996-12-06本科 机械工程 温州大学

20200508129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鲍如意 女 1998-05-05本科 小学教育 湖北科技学院

20200508130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陈灵法 男 1994-04-28研究生 数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131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陈玲洁 女 1998-07-17本科 小学教育 衢州学院

20200508132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陈梦佳 女 1998-01-22本科 小学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133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陈依璐 女 1994-07-29本科 数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134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陈赞 女 1998-01-16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135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戴智杭 女 1997-11-24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136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方洁华 女 1998-11-15本科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137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何巧霞 女 1992-11-23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浙江外国语学院

20200508138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胡玥 女 1990-08-17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139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郏伟汝 女 1996-07-17本科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温州大学

20200508140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金彬茜 女 1998-10-12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141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金敏利 女 1991-11-23本科 小学教育（数学）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508142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李玲玲 女 1993-09-14本科 小学教育 宁波大学

20200508143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李娜 女 1994-11-25本科 小学教育 衢州学院

20200508144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李晴雪 女 1996-12-27本科 小学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145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李一冉 女 1998-06-21本科 小学教育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146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李迎超 女 1997-10-15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曲靖师范学院

20200508147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卢吉 男 1998-09-04本科 小学教育 丽水学院

20200508148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缪赞赞 女 1997-10-21本科 小学教育 温州大学

20200508149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潘怡宁 女 1995-11-12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150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阮宏远 女 1995-10-23本科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丽水学院

20200508151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阮志茂 男 1995-09-07本科 小学教育 荆楚理工学院

20200508152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尚诗宇 女 1997-07-02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153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施可怡 女 1998-05-28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154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施晓晨 女 1998-03-27本科 小学教育（数学） 丽水学院

20200508155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苏薇壬 女 1996-11-02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156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汪紫嫣 女 1998-03-24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衢州学院

20200508157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王晨 女 1997-12-20本科 小学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158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王凯 男 1993-07-18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159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王夏晨 女 1997-02-08本科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温州大学

20200508160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王智超 女 1998-06-26本科 小学教育 佳木斯大学

20200508161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徐陈杰 男 1997-08-05本科 小学教育（数学） 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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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8162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徐显博 男 1998-10-30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20200508163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杨倩倩 女 1997-04-29本科 小学教育 丽水学院

20200508164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杨钦雯 女 1998-01-28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165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杨宇婷 女 1998-06-14本科 小学教育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508166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叶梦雅 女 1998-03-19本科 小学教育 嘉兴学院

20200508167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叶群超 女 1994-03-23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168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叶晓倩 女 1994-11-25本科 小学教育 佳木斯大学

20200508169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张梦雅 女 1996-06-13本科 小学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170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张婷婷 女 1995-04-10本科 数学与用用数学 衢州学院

20200508171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张伟龙 男 1997-10-03本科 小学教育 江苏理工学院

20200508172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张钰婷 女 1998-02-08本科 小学教育（数学） 衢州学院

20200508173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张志恒 男 1993-12-06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08174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赵玉婷 女 1994-02-28本科 小学教育 佳木斯大学

20200508175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郑安妮 女 1996-10-16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176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周海玲 女 1997-07-02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湖北工程学院

20200508177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周娓伊 女 1997-11-16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丽水学院

20200508178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周霄涌 男 1996-10-15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大庆师范学院

20200508179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周宇霞 女 1998-07-10本科 小学教育（理科）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180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周芝珊 女 1998-01-31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181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朱慧虹 女 1997-05-07本科 小学教育 湖北师范大学

20200508182 小学数学 月湖小学 朱佳欣 女 1998-05-26本科 小学教育 温州大学

20200508183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陈思迪 男 1996-11-26本科 体育教育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184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陈勇 男 1992-11-12本科 民族传统体育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185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陈姿惠 女 1996-07-02本科 运动训练 南京体育学院

20200508186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池文轩 男 1996-06-28本科 体育教育 天津体育学院

20200508187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范纯楠 男 1997-08-07本科 体育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188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韩爽 男 1996-02-10本科 体育教育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200508189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江心雨 女 1998-11-23本科 体育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190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蒋东煜 男 1997-03-31本科 体育教育 泉州师范学院

20200508191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林露娜 女 1996-12-24本科 体育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192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林真宇 男 1995-11-28本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20200508193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陆楚楚 女 1997-02-26本科 运动训练 江苏师范大学

20200508194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欧子珂 男 1993-11-11本科 社会体育 湖北科技学院

20200508195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潘姝薇 女 1996-09-18本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20200508196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沈嫣莹 女 1998-08-01本科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与管理 南京体育学院

20200508197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孙亚楠 女 1996-11-06本科 体育教育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198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王法轲 男 1997-10-26本科 体育教育 丽水学院

20200508199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王磊 男 1997-08-06本科 体育教育 温州大学

20200508200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王念 女 1994-03-24研究生 体育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08201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王启民 男 1998-02-02本科 体育教育 宁波大学

20200508202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徐妙茶 男 1996-10-22本科 体育教育 怀化学院

20200508203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许庆雅 女 1998-01-12本科 体育教育 温州大学

20200508204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颜丹峰 男 1998-01-04本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北京体育大学

20200508205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杨欣 女 1998-08-31本科 运动训练 吉林体育学院

20200508206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叶利民 男 1996-10-31研究生 体育教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207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张斌港 男 1997-04-16本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20200508208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张乃渊 女 1997-06-26本科 体育教育 运城学院

20200508209 小学体育 月湖小学 周晨艳 女 1996-12-24本科 运动训练 井冈山大学

20200508210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鲍嘉敏 女 1997-06-03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11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查虹雷 女 1993-05-24本科 小学教育 滁州学院

20200508212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陈凌墨尚 女 1997-11-02本科 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丽水学院

20200508213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陈诗贝琳 女 1998-12-05本科 小学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214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陈雯雯 女 1997-12-19本科 汉语言文学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215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陈霞 女 1996-11-22本科 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乐山师范学院

20200508216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陈晓婷 女 1998-07-11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17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陈艳 女 1998-09-12本科 小学教育（语文） 怀化学院

20200508218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陈依妮 女 1996-12-17本科 小学教育 许昌学院

20200508219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陈宇婷 女 1997-10-08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20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冯贝贝 女 1996-11-04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221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郭雯欣 女 1997-02-27本科 小学教育 湖北师范大学

20200508222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郭奕沁 女 1998-06-11本科 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浙江省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223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何露依 女 1996-01-26本科 汉语言文学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224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黄丹萍 女 1996-02-07本科 小学教育 温州大学

20200508225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黄琳芝 女 1997-10-22本科 汉语言文学 运城学院

20200508226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黄灵霞 女 1998-12-03本科 小学教育 井冈山大学

20200508227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黄宁桉 女 1998-08-13本科 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台州学院

20200508228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黄巧怡 女 1997-08-11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29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黄哲涵 女 1998-06-23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30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惠子婕 女 1998-02-13本科 汉语言文学 盐城师范学院

20200508231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江妮珊 女 1998-02-14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232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蒋伊蕴 女 1995-08-08研究生 汉语国际教育 云南大学

20200508233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李丹敏 女 1997-04-07本科 小学教育（语文） 丽水学院

20200508234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梁喜斌 女 1997-02-07本科 汉语言文学 内江师范学院

20200508235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林超英 女 1997-01-02本科 汉语言文学 曲靖师范学院

20200508236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林琪琪 女 1998-07-23本科 汉语言文学 内江师范学院

20200508237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林倩倩 女 1995-04-26本科 小学教育 井冈山大学

20200508238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林伟杰 男 1998-10-04本科 汉语言文学 宜宾学院

20200508239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林颖 女 1998-07-29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240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陆怡婷 女 1998-03-10本科 小学教育 井冈山大学

20200508241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罗敏 女 1996-06-25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42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莫雅妮 女 1996-05-30本科 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嘉兴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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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8243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潘安 女 1997-09-12本科 汉语言文学 衢州学院

20200508244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潘鸿杰 男 1997-11-14本科 汉语言文学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20200508245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彭宇莹 女 1998-01-01本科 汉语言文学 湖北理工学院

20200508246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苏文玲 女 1997-08-21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247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孙丹阳 女 1998-02-24本科 汉语言文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08248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镡银银 女 1993-10-21研究生 中国现当代文学 兰州大学

20200508249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陶梦依 女 1997-07-18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50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陶赛赛 女 1997-08-07本科 小学教育 湖州师范学院

20200508251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王慧慧 女 1996-08-15本科 汉语言文学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252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王玲玲 女 1997-05-19本科 小学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253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王茜 女 1998-06-30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254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王倩 女 1997-12-03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55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王汝烨 女 1998-09-21本科 汉语言文学 运城学院

20200508256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王神巧 女 1998-10-31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257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王霞 女 1998-02-19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58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王晓娴 女 1996-01-23本科 小学教育 许昌学院

20200508259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王怡 女 1999-01-25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60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王珍珍 女 1997-06-05本科 汉语言文学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261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吴珍婷 女 1995-05-01本科 小学教育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262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徐嘉培 女 1997-11-13本科 小学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263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徐梦晨 女 1997-07-26本科 汉语言文学 延边大学

20200508264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徐梦瑶 女 1998-02-12本科 汉语言文学 池州学院

20200508265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徐燕飞 女 1994-04-12本科 小学教育 衢州学院

20200508266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徐殷茵 女 1996-05-24本科 小学教育 井冈山大学

20200508267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徐银鸿 女 1997-02-24本科 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丽水学院

20200508268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颜晶 女 1996-09-25本科 汉语言文学 温州大学

20200508269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杨丹峰 女 1995-11-24本科 小学教育（语文） 江西萍乡学院

20200508270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杨璐瑶 女 1997-06-20本科 小学教育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200508271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杨雨晨 女 1998-04-12本科 汉语言文学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272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叶婷婷 女 1994-10-05本科 小学教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508273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张琳 女 1998-03-05本科 人文教育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274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赵汇娅 女 1995-04-25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75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郑嘉晗 女 1994-08-25本科 汉语言文学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276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郑萍 女 1995-08-16本科 小学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20200508277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郑琪琪 女 1997-03-20本科 汉语言文学 台州学院

20200508278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周羽柔 女 1996-06-02研究生 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279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周子韵 女 1998-04-08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280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朱娅媚 女 1998-11-04本科 小学教育 台州学院

20200508281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朱珠 女 1995-09-10本科 汉语国际教育 德州学院

20200508282 小学语文 月湖小学 庄素素 女 1998-06-22本科 汉语言文学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508283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戴嘉姿 女 1996-03-18大专 学前教育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0200508284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高珠峰 女 1995-02-06研究生 学前教育 宁波大学

20200508285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管俏伊 女 1997-08-16本科 学前教育 曲靖师范学院

20200508286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黄琳 女 1990-10-22本科 学前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20200508287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李燕燕 女 1995-10-21本科 学前教育 白城师范学院

20200508288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梁雨馨 女 1997-01-04本科 学前教育 温州大学

20200508289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林一平 女 1998-07-22本科 学前教育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20200508290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汤梦瑶 女 1998-05-24本科 学前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291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项家豪 女 1996-10-27大专 学前教育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0200508292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章乙心 女 1997-01-28大专 学前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508293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朱音晓 女 1994-06-12本科 学前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