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师宗县2021年中小学教师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名单(76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申报资格
1 师宗县五龙民族中学 梁桃利 一级教师
2 师宗县者黑中学 白杨 一级教师

3 师宗县第一中学 王静 一级教师

4 师宗县第四中学 邱慧 一级教师
5 师宗县高良民族中学 孔露冬 一级教师
6 师宗县大舍中学 曹俊 一级教师
7 师宗县第一中学 张跃春 一级教师
8 师宗县龙甸中学 杨玲芬 一级教师
9 师宗县龙庆民族中学 殷丽梅 一级教师
10 师宗县者黑中学 刘倩 一级教师
11 师宗县五龙民族中学 张星辉 一级教师
12 师宗县龙庆民族中学 岳丹 一级教师
13 师宗县第一中学 杨丽波 一级教师

14 师宗县第四中学 崔丽 一级教师

15 师宗县龙庆民族中学 李蕊娇 一级教师
16  师宗县高良民族中学 李小兰 一级教师
17 师宗县第四中学 朱桂花 一级教师
18 师宗县高良民族中学 谢红青 一级教师
19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王海莲 一级教师
20 师宗县第一中学 岳云 一级教师
21 师宗县第四中学 岳宏伟 一级教师
22 曲靖市师宗职业技术学校 俞满花 一级教师
23 师宗县丹凤漾月街道中心学校 王敬国 一级教师
24 师宗县彩云镇中心学校 陈绕琼 一级教师
25 师宗县丹凤完全小学 姜美惠 一级教师
26 师宗县丹凤完全小学 袁斌 一级教师
27 师宗县丹溪小学 刘艳 一级教师
28 师宗县丹溪小学 杨江静 一级教师
29 师宗县凤山小学 范志艳 一级教师
30 师宗县葵山镇中心学校 王春花 一级教师
31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陈云冬 一级教师
32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李保忠 一级教师
33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李将林 一级教师
34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孟正兴 一级教师
35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邵丽霞 一级教师
36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孙艺婷 一级教师
37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张玲 一级教师
38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赵会玲 一级教师
39 师宗县五龙壮族乡中心学校 金文艳 一级教师
40 师宗县五龙壮族乡中心学校 阮然 一级教师
41 师宗县五龙壮族乡中心学校 吴吉平 一级教师
42 师宗县五龙壮族乡中心学校 杨东玥 一级教师
43 师宗县五龙壮族乡中心学校 杨靖 一级教师
44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柏青青 一级教师

45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陈艳梅 一级教师

46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姜正琴 一级教师
47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卢丽芳 一级教师
48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马梦月 一级教师
49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俞翠红 一级教师



50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张礼文 一级教师
51 师宗县竹基镇中心学校 张坤孝 一级教师
52 师宗县竹基镇中心学校 赵霞 一级教师
53 师宗县丹凤完全小学 陈祖胜 一级教师
54 师宗县大同街道中心学校 何燕 一级教师
55 师宗县大同街道中心学校 张永锁 一级教师
56 师宗县丹凤完全小学 谭海琴 一级教师
57 师宗县葵山镇中心学校 徐娅 一级教师
58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付翠芬 一级教师
59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梁琼方 一级教师
60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王露美 一级教师
61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杨慧 一级教师
62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姚菊丽 一级教师
63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俞志辉 一级教师
64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中心学校 张玉 一级教师
65 师宗县五龙壮族乡中心学校 陈静 一级教师
66 师宗县五龙壮族乡中心学校 杨自刚 一级教师
67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李吴 一级教师
68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刘格利 一级教师
69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刘惠 一级教师
70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刘秋艳 一级教师
71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王倩 一级教师
72 师宗县雄壁镇中心学校 王巧 一级教师
73 师宗县竹基镇中心学校 柏金秀 一级教师
74 师宗县竹基镇中心学校 秦博英 一级教师
75 师宗县丹溪幼儿园 颜榕 一级教师
76 师宗县丹溪幼儿园 周慧 一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