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罗平县2021年中小学教师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名单
(170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申报资格
1 罗平县阿岗第一中学 冯燕梅 一级教师
2 罗平县阿岗第一中学 陈坤旭 一级教师

3 罗平县板桥第一中学 林月丽 一级教师

4 罗平县九龙第二中学 杨梨萍 一级教师
5 罗平县腊山第二中学 秦怀刚 一级教师
6 罗平县马街第二中学 吴雪鹃 一级教师
7 罗平县马街第一中学 陈鹏坤 一级教师
8 罗平县马街第一中学 张丽俊 一级教师
9 罗平县阿岗第二中学 马茹瑰 一级教师
10 罗平县大水井中学 姜维 一级教师
11 罗平县马街第一中学 曹余兴 一级教师
12 罗平县思源实验学校 黄玉林 一级教师
13 罗平县九龙第一中学 蒋红贤 一级教师

14 罗平县钟山第一中学 韩菊 一级教师

15 罗平县九龙街道中心学校 郭艾杉 一级教师
16 罗平县老厂第一中学 张妞 一级教师
17 罗平县思源实验学校 黄秋燕 一级教师
18 罗平县板桥第二中学 牛小坤 一级教师
19 罗平县鲁布革民族中学 张晶晶 一级教师
20 罗平县思源实验学校 方德菊 一级教师
21 罗平县长底民族中学 刘解兰 一级教师
22 罗平县第二中学 肖玉婷 一级教师
23 罗平县第二中学 尹凤桃 一级教师
24 罗平县第三中学 姚飞丽 一级教师
25 罗平县第二中学 高冲花 一级教师
26 罗平县第四中学 陈江福 一级教师
27 罗平县第一中学 蒋彩丽 一级教师
28 罗平县第一中学 李玛丽 一级教师
29 罗平县第二中学 丁文艳 一级教师
30 罗平县第三中学 王美琼 一级教师
31 罗平县第三中学 蒋琳 一级教师
32 罗平县第四中学 梁克花 一级教师
33 罗平县第二中学 王彬 一级教师
34 罗平县第二中学 周华仙 一级教师
35 罗平县第三中学 丁和花 一级教师
36 罗平县第三中学 余秋瑾 一级教师
37 罗平县第一中学 李丽华 一级教师
38 罗平县第一中学 王玉 一级教师
39 罗平县第一中学 赵克莲 一级教师
40 罗平县第一中学 杨杨 一级教师
41 罗平县第三中学 王龙平 一级教师
42 罗平县第四中学 杨宝权 一级教师
43 罗平县第一中学 董昌崇 一级教师
44 罗平县第一中学 耿蓉 一级教师

45 罗平县第三中学 潘六洪 一级教师

46 罗平县第二中学 罗屹 一级教师
47 罗平县第二中学 史蓉 一级教师
48 罗平县第三中学 潘琼艳 一级教师
49 罗平县第一中学 关赛琴 一级教师



50 罗平县第一中学 姜马成 一级教师
51 罗平县第二中学 唐爱丽 一级教师
52 罗平县第四中学 鲁认会 一级教师
53 罗平县第一中学 尹慧情 一级教师
54 罗平县钟山乡细戈完小 杨永胜 一级教师
55 罗平县九龙小学 李江淑 一级教师
56 罗平县九龙小学 熊慧 一级教师
57 罗平县阿岗镇阿窝完小 张舜 一级教师
58 罗平县阿岗镇高桥完小 雷雪 一级教师
59 罗平县阿岗镇高桥完小 钱祖平 一级教师
60 罗平县阿岗镇海马完小 杨磊 一级教师
61 罗平县阿岗镇红梁小学 代芳琳 一级教师
62 罗平县阿岗镇红梁小学 何建超 一级教师
63 罗平县阿岗镇乐作完小 胡万庚 一级教师
64 罗平县阿岗镇中心完小 申丽 一级教师
65 罗平县板桥镇安勒完小 张红艳 一级教师
66 罗平县大水井乡中心幼儿园 谭红霞 一级教师
67 罗平县富乐镇板村小学 张改琴 一级教师
68 罗平县富乐镇河外伟高完小 李秀英 一级教师
69 罗平县富乐镇河外伟高完小 张虎 一级教师
70 罗平县富乐镇鸡场完小 黄显丽 一级教师
71 罗平县富乐镇桃源完小 钱波丽 一级教师
72 罗平县九龙街道中心学校 缪明龙 一级教师
73 罗平县九龙街道中心学校 年龙平 一级教师
74 罗平县九龙街道中心学校 石立志 一级教师
75 罗平县九龙街道中心学校 王应宏 一级教师
76 罗平县九龙小学 徐润丽 一级教师
77 罗平县旧屋基彝族乡旧屋基完小 赵柱生 一级教师
78 罗平县老厂乡中心学校 曹艳 一级教师
79 罗平县老厂乡中心学校 段瑛 一级教师
80 罗平县老厂乡中心学校 贺云玉 一级教师
81 罗平县老厂乡中心学校 朱朝沅 一级教师
82 罗平县老厂乡中心学校 朱小云 一级教师
83 罗平县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中心学校 王雄 一级教师
84 罗平县罗雄街道中心学校 陈景 一级教师
85 罗平县罗雄街道中心学校 李秀艳 一级教师
86 罗平县罗雄街道中心学校 彭艳保 一级教师
87 罗平县罗雄街道中心学校 赵自琴 一级教师
88 罗平县罗雄街道中心学校 周邓平 一级教师
89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陈石明 一级教师
90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李根阳 一级教师
91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刘雄 一级教师
92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刘秀 一级教师
93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吴凤燕 一级教师
94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肖仙仙 一级教师
95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叶强云 一级教师
96 罗平县长底布依族乡中心学校 陈景兰 一级教师
97 罗平县振兴小学 马荞芬 一级教师
98 罗平县钟山乡大地坪完小 陈昌葛 一级教师
99 罗平县钟山乡鲁布革完小 秦娟 一级教师
100 罗平县振兴小学 刘春波 一级教师
101 罗平县振兴小学 雷甫莲 一级教师
102 罗平县阿岗镇阿窝完小 李进平 一级教师
103 罗平县阿岗镇红梁小学 邹兴蕊 一级教师



104 罗平县板桥镇板桥中心完小 夏琼 一级教师
105 罗平县板桥镇玉马完小 关海燕 一级教师
106 罗平县九龙小学 梁仙 一级教师
107 罗平县振兴小学 丰叶利 一级教师
108 罗平县钟山乡鸡场完小 高美林 一级教师
109 罗平县钟山乡老渡口完小 朱彪 一级教师
110 罗平县阿岗镇法郎完小 陶继巧 一级教师
111 罗平县阿岗镇高桥完小 刘桃会 一级教师
112 罗平县阿岗镇高桥完小 王泽 一级教师
113 罗平县阿岗镇戈维完小 周鑫瑞 一级教师
114 罗平县阿岗镇革宜完小 柏帆 一级教师
115 罗平县阿岗镇革宜完小 文凤琴 一级教师
116 罗平县阿岗镇海马完小 陈瑞林 一级教师
117 罗平县阿岗镇海马完小 谢杰玲 一级教师
118 罗平县阿岗镇海马完小 尹燕 一级教师
119 罗平县阿岗镇红梁小学 桂媛 一级教师
120 罗平县阿岗镇红梁小学 金超成 一级教师
121 罗平县阿岗镇红梁小学 张芳 一级教师
122 罗平县阿岗镇中心完小 陈小秒 一级教师
123 罗平县大水井乡洪箐完小 刘鹏莉 一级教师
124 罗平县大水井乡中心完小 罗凡 一级教师
125 罗平县富乐镇板村小学 王凤先 一级教师
126 罗平县富乐镇必米完小 张书瑜 一级教师
127 罗平县富乐镇法本完小 刘云 一级教师
128 罗平县富乐镇河外伟高完小 史德昌 一级教师
129 罗平县富乐镇鸡场完小 徐上星 一级教师
130 罗平县富乐镇乐峰完小 柳孟萍 一级教师
131 罗平县富乐镇乐峰完小 张姣 一级教师
132 罗平县富乐镇沙戈寨完小 田杜娟 一级教师
133 罗平县九龙街道中心学校 陈林琼 一级教师
134 罗平县九龙街道中心学校 李余 一级教师
135 罗平县九龙街道中心学校 刘烨 一级教师
136 罗平县九龙街道中心学校 罗艳琼 一级教师
137 罗平县九龙小学 郝丽娟 一级教师
138 罗平县九龙小学 李正玉 一级教师
139 罗平县老厂乡中心学校 陈红艳 一级教师
140 罗平县老厂乡中心学校 郑会 一级教师
141 罗平县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中心学校 吴飞飞 一级教师
142 罗平县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中心学校 谢菥 一级教师
143 罗平县罗雄街道中心学校 王越 一级教师
144 罗平县罗雄街道中心学校 杨梅菊 一级教师
145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龚优 一级教师
146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雷左芬 一级教师
147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李谚 一级教师
148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刘琼 一级教师
149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吕念 一级教师
150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田小娇 一级教师
151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王民鲜 一级教师
152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杨卫玲 一级教师
153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张兴华 一级教师
154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章萍 一级教师
155 罗平县振兴小学 马习爱 一级教师
156 罗平县振兴小学 张珠艳 一级教师
157 罗平县钟山乡老渡口完小 段应康 一级教师



158 罗平县钟山乡鲁邑完小 王意凤 一级教师
159 罗平县钟山乡细戈完小 李林会 一级教师
160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学校 李志兵 一级教师
161 罗平县阿岗镇阿窝完小 王瑞苹 一级教师
162 罗平县第一幼儿园 陶雪睿 一级教师
163 罗平县九龙街道中心学校 陈小芸 一级教师
164 罗平县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中心学校 古朝英 一级教师
165 罗平县职业技术学校 桂丽莎 一级教师
166 罗平县职业技术学校 朱加奇 一级教师
167 罗平县职业技术学校 金超 一级教师
168 罗平县职业技术学校 唐进娟 一级教师
169 罗平县职业技术学校 杨云梅 一级教师
170 罗平县职业技术学校 周佩颖 一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