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陆良县2021年中小学教师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名单(111
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申报资格
1 陆良县第一中学 袁勇兵 一级教师
2 陆良一中蓉峰中学 李文婷 一级教师

3 陆良县第一中学 汤琪艳 一级教师

4 陆良一中蓉峰中学 秦萍 一级教师
5 陆良县北辰高级中学 刘中智 一级教师
6 陆良县第一中学 孙燕蓉 一级教师
7 陆良一中蓉峰中学 蔡锡春 一级教师
8 陆良县北辰高级中学 查海莎 一级教师
9 陆良县中枢镇第二中学 周永发 一级教师
10 陆良县北辰高级中学 张学宽 一级教师
11 陆良县北辰高级中学 王文俊 一级教师
12 陆良一中蓉峰中学 李扩方 一级教师
13 陆良一中蓉峰中学 许凯丽 一级教师

14 陆良一中蓉峰中学 肖丹 一级教师

15 陆良县北辰高级中学 胡莹 一级教师
16 曲靖市陆良职业技术学校 飞光华 一级教师
17 曲靖市陆良职业技术学校 殷丽萍 一级教师
18 陆良县北辰高级中学 赵权 一级教师
19 陆良县中枢镇第二中学 王艳丽 一级教师
20 陆良县三岔河镇第二中学 栾娇 一级教师
21 陆良县马街镇第二中学 殷玲艳 一级教师
22 陆良县召夸中学 王洪达 一级教师
23 陆良县芳华中学 秦春艳 一级教师
24 陆良县实验中学 郭飞 一级教师
25 陆良县板桥镇第一中学 向玲艳 一级教师
26 陆良县板桥镇第一中学 孙焘 一级教师
27 陆良县板桥镇第二中学 陈艳文 一级教师
28 陆良县三岔河镇第一中学 韩自宏 一级教师
29 陆良县三岔河镇第一中学 王萍 一级教师
30 陆良县活水中学 念卫霞 一级教师
31 陆良县大莫古镇第一中学 任艳丽 一级教师
32 陆良县中枢镇第二中学 徐静 一级教师
33 陆良县中枢镇第二中学 郑华莲 一级教师
34 陆良县板桥镇第一中学 杨桃芬 一级教师
35 陆良县板桥镇第二中学 刘丽花 一级教师
36 陆良县三岔河镇第二中学 袁淋佳 一级教师
37 陆良县三岔河镇第二中学 纪又华 一级教师
38 陆良县龙海乡第二中学 平红霞 一级教师
39 陆良县马街镇第三中学 保路红 一级教师
40 陆良县马街镇第三中学 钱丽 一级教师
41 陆良县马街镇第三中学 张玲丽 一级教师
42 陆良县召夸中学 王雪玲 一级教师
43 陆良县召夸中学 满孟煜 一级教师
44 陆良县中枢镇第二中学 姜进超 一级教师

45 陆良县召夸中学 汤其刚 一级教师

46 陆良县召夸中学 徐留仙 一级教师
47 陆良县板桥镇第一中学 周关丽 一级教师
48 陆良县板桥镇第二中学 陈丽 一级教师
49 陆良县召夸中学 太重阳 一级教师



50 陆良县大莫古镇第一中学 高霞 一级教师
51 陆良县龙海乡第二中学 合春融 一级教师
52 陆良县芳华中学 季丽江 一级教师
53 陆良县三岔河镇第二中学 保秀玲 一级教师
54 陆良县大莫古镇第一中学 王楠 一级教师
55 曲靖市陆良职业技术学校 李祥明 一级教师
56 陆良县大莫古镇第一中学 刘鸿云 一级教师
57 陆良县三岔河镇第二中学 顾志琼 一级教师
58 陆良县龙海乡第一中学 胡艳 一级教师
59 陆良县三岔河镇第二中学 伏玉莲 一级教师
60 陆良县召夸中学 杨猛 一级教师
61 陆良县华侨农场学校 李艳瑞 一级教师
62 陆良县中枢镇盘新小学 高枫 一级教师
63 陆良县中枢镇文化小学 平红霞 一级教师
64 陆良县中枢镇文化小学 殷喜雁 一级教师
65 陆良县中枢镇文化小学 王文秀 一级教师
66 陆良县中枢镇文化小学 袁祺 一级教师
67 陆良县中枢镇文化小学 陈林梅 一级教师
68 陆良县板桥镇鱼塘小学 魏其燕 一级教师
69 陆良县板桥镇左里堡小学 陈燕林 一级教师
70 陆良县三岔河镇黄家圩学校 陈媛媛 一级教师
71 陆良县三岔河镇太家头学校 钱旭霞 一级教师
72 陆良县活水乡沙锅村小学 魏霞 一级教师
73 陆良县龙海乡小寨小学 陈发权 一级教师
74 陆良县马街镇大龙潭学校 王楠 一级教师
75 陆良县马街镇海界小学 丁瑞琪 一级教师
76 陆良县马街镇海螺小学 郑红玉 一级教师
77 陆良县召夸镇召夸小学 陈红丽 一级教师
78 陆良县召夸镇大栗树小学 付伟彦 一级教师
79 陆良县小百户镇上坝小学 师江艳 一级教师
80 陆良县小百户镇北山小学 丁吉芬 一级教师
81 陆良县小百户镇芦山小学 张荣荣 一级教师
82 陆良县小百户镇老母小学 保瑞莹 一级教师
83 陆良县中枢镇盘新小学 邓春艳 一级教师
84 陆良县中枢镇文化小学 袁梅 一级教师
85 陆良县中枢镇文化小学 郭俊余 一级教师
86 陆良县中枢镇文化小学 徐郭颖 一级教师
87 陆良县中枢镇中枢小学 武小艳 一级教师
88 陆良县板桥镇马军营小学 刘洪仙 一级教师
89 陆良县板桥镇鱼塘小学 徐雄丽 一级教师
90 陆良县板桥镇后所小学 朱路芬 一级教师
91 陆良县板桥镇后所小学 高彩娥 一级教师
92 陆良县三岔河镇河口学校 孙李 一级教师
93 陆良县三岔河镇万清学校 陈文凤 一级教师
94 陆良县龙海乡双箐口小学 杨丽芬 一级教师
95 陆良县马街镇良迪学校 王译慧 一级教师
96 陆良县马街镇马街学校 杨玲艳 一级教师
97 陆良县召夸镇大栗树小学 孙林鹏 一级教师
98 陆良县小百户镇天花小学 王安娜 一级教师
99 陆良县芳华镇雨补小学 段丽 一级教师
100 陆良县马街镇良迪学校 刘彩飞 一级教师
101 陆良县召夸镇他官营小学 倪小玲 一级教师
102 陆良县中枢镇盘新小学 武嵩明 一级教师
103 陆良县三岔河镇中心幼儿园 闻薛荣 一级教师



104 陆良县三岔河镇中心幼儿园 王所艳 一级教师
105 陆良县小百户镇兴仁小学 赵兴玉 一级教师
106 陆良县机关幼儿园 朱克仙 一级教师
107 陆良县机关幼儿园 阮秀燕 一级教师
108 陆良县机关幼儿园 冯艳梅 一级教师
109 陆良县机关幼儿园 保雪娇 一级教师
110 陆良县第二幼儿园 李荛娟 一级教师
111 陆良县第二幼儿园 许瑞 一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