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岗位名称 姓名 全日制毕业院校 拟录用学校 备注

1 语文教师 张语航 延边大学 黄埭中学

2 生物教师 张晶 东北师范大学 黄埭中学

3 生物教师 吕雪萍 东北师范大学 黄埭中学

4 数学教师 张文玉 哈尔滨师范大学 陆慕高级中学

5 数学教师 郭见君 首都师范大学 陆慕高级中学

6 地理教师 兰简琪 西南大学 陆慕高级中学

7 数学教师 陆文博 扬州大学 相城实验中学

8 英语教师 杨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相城实验中学

9 政治教师 吴慧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相城实验中学

10 历史教师 任哲慧 华南师范大学 相城实验中学

11 数学教师 孙婷婷 北华大学 相城第三实验中学

12 英语教师 朱旭 吉林大学 相城第三实验中学

13 政治教师 张瑾帆 南京师范大学 相城第三实验中学

14 历史教师 朱红 苏州大学 相城第三实验中学

15 物理教师 倪玲玲 常熟理工学院 相城第三实验中学

16 化学教师 周旭 东北师范大学 相城第三实验中学

17 体育教师 张安康 东北师范大学 相城第三实验中学

18 历史教师 金慧 安徽师范大学 望亭中学

19 地理教师 陈晓丹 盐城师范学院 望亭中学

20 化学教师 顾辰茜 南京师范大学 望亭中学

21 数学教师 常蕾 苏州大学 春申中学

22 地理教师 罗杰 四川师范大学 春申中学

苏州市相城区教育局赴高校公开招聘教师
拟录用人员公示（一）

    根据《苏州市相城区教育局赴高校公开招聘教师简章》（赴东北师范大学、西南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规
定，经报名、笔试、面试、体检、政审等程序，拟录用以下63名同志为相城区年金制
教师，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5月19日—27日）。
    公示期间，如对拟录用人员有异议，请署名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调查线索。
监督举报电话：0512—85182102。

                                               苏州市相城区教育局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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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历史教师 陈德惠 苏州大学 黄桥中学

24 物理教师 张颖 苏州大学 黄桥中学

25 数学教师 吴雨冲 苏州大学 蠡口中学

26 历史教师 李沙 湖北大学 蠡口中学

27 英语教师 王诗怡 北京师范大学 渭塘中学

28 物理教师 徐云娇 哈尔滨师范大学 渭塘中学

29 政治教师 柴婷玉 扬州大学 北桥中学

30 信息技术教师 李乐巍 北京师范大学 北桥中学

31 化学教师 李卓 东北师范大学 阳澄湖中学

32 体育教师 朱述旗 首都体育学院 阳澄湖中学

33 语文教师 张洁 南京师范大学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34 语文教师 张凯真 首都师范大学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35 语文教师 吴晓磊 首都师范大学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36 数学教师 宋娜娜 首都师范大学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37 英语教师 秦楷文 扬州大学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38 英语教师 庞昌静 常熟理工学院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39 体育教师 牛点点 石河子大学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40 体育教师 于甲青 南京师范大学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41 美术教师 赵瑞雪 西南大学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42 科学教师 乌春雨 西南大学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43 语文教师 高媛媛 南京师范大学 黄埭中心小学

44 数学教师 戴奇 常熟理工学院 黄埭中心小学

45 体育教师 高玉宾 苏州大学 黄埭中心小学

46 科学教师 张伟 南京师范大学 黄埭中心小学

47 数学教师 凌梦霞 盐城师范学院 黄埭实验小学

48 音乐教师 刘荣 江苏师范大学 湘城小学

49 体育教师 王寿斌 首都体育学院 澄阳小学

50 语文教师 刘慧 淮阴师范学院 漕湖学校

51 语文教师 宣在敏 徐州工程学院 漕湖学校

52 语文教师 殷紫婷 常熟理工学院 玉成实验小学

53 语文教师 唐亚敏 苏州大学 玉成实验小学

54 语文教师 吴晓慧 上海师范大学 玉成实验小学

55 数学教师 张忆晨 常熟理工学院 玉成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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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数学教师 张辛琪 常熟理工学院 玉成实验小学

57 数学教师 陶昕 常熟理工学院 玉成实验小学

58 音乐教师 徐福泽 江苏师范大学 玉成实验小学

59 美术教师 陈涤非 常州大学 玉成实验小学

60 语文教师 李玉曦 苏州大学 文征明实验小学 缓检（怀孕期），暂缓录用

61 音乐教师 李婷 东北师范大学 文征明实验小学

62 体育教师 张腾 南京师范大学 文征明实验小学

63 信息技术教师 陈宏利 北京师范大学 文征明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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