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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招聘教师拟聘用人员的公示

根据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

招聘工作实施方案》，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已经

完成了笔试、面试、体检、考核和选岗等环节，现将拟聘人

员名单公布如下(见附件)。

若有异议，请于 8 月 11 日前将意见反馈至有关部门。

市纪委市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电话:0791-83986003)

市教育局人事科(电话:0791-83850350，83986493)。

附件 2021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拟

聘用人员公示名单

2021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

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2021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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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

教师招聘拟聘用人员公示名单

姓名 准考证号 岗位学校 岗位学段学科

陈佳 136013601901 南昌市第三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胡莹娜 136020201509 南昌市第三中学 高中生物

张明秀 136019800313 南昌市第八中学 高中数学

刘琴 136017003529 南昌市第八中学 高中英语

万小根 136060703315 南昌市第十中学 高中历史

洪蓓 136019802011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高中历史

杨卫星 136019802310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高中生物

郭银亮 136019801215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高中数学

邓雯洁 136040904106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管紫燕 136017003413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高中英语

巫煜雯 136017002111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高中语文

孙虎 136019801703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高中历史

陈栋才 136019802611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高中生物

贡佳子 136017002809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高中英语

刘桂源 136017001014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高中语文

陈芳 136019801711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历史

黄玉其 136019801925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历史

李君 136019802601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生物

江森林 136019804015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王亚玲 136019804707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邓豪志 136017003418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英语

涂云 136251310002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高中生物

郑岚静 136020200205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高中语文

许德水 136019801803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高中历史

陈子航 136019804816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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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准考证号 岗位学校 岗位学段学科

钟韵馨 136019803403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高中音乐

雷媛 136017004426 南昌市第十七中学 高中化学

傅子君 136019801619 南昌市第十七中学 高中历史

万钰 136013603927 南昌市第十七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李秀竹 136013603418 南昌市第十七中学 高中物理

彭莉 136017000712 南昌市第十七中学 高中语文

张何芳 136013603126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高中地理

熊小妹 136213600823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高中数学

黄芳 136017401518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

陈瑜 136017003706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高中英语

黄求林 136017001215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高中语文

陈梦佳 136017300727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初中地理

饶勇飞 136013600630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余超 136019800823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高中数学

杨晓飞 136013604103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徐微 136017003808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高中英语

龙娟 136017000824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高中语文

郭柳 136019804807 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谢珍珍 136019804413 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蔡熠 136017401512 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

张军 136042304802 南昌市第二十七中学 初中历史

熊华 136017301013 南昌市第二十七中学 初中物理

胡荣 136019801523 南昌市豫章中学 高中历史

董志强 136019800611 南昌市豫章中学 高中数学

宋美婷 136019804622 南昌市豫章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贾茜 136017001612 南昌市豫章中学 高中语文

刘丽萍 136019800528 南昌市实验中学 高中数学

叶文靓 136240704230 南昌市实验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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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准考证号 岗位学校 岗位学段学科

周子敬 136017004308 南昌市实验中学 高中英语

杨红盟 136019801329 南昌市八一中学 高中数学

杜福正 136019804417 南昌市八一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谢耀华 136013603326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地理

谢琦 136013603219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地理

张志瑶 136017004407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化学

张伟 136017004613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化学

项汉兵 136017005006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化学

王慧 136019801705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历史

周贵琴 136019801609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历史

刘肄玲 136019801928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历史

赵碧筠 136019802612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生物

张慧娟 136019802429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生物

范文青 136232206620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生物

王文娟 136019800110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数学

杨依朦 136019805026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邵晓宇 136020202314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思想政治

徐亚龙 136019804415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余智涛 136019804616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史伟升 136013603608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物理

吴宽宽 136013603611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物理

李希 136013603614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物理

邵慧慧 136013603708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物理

陈丽 136017002410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英语

许可悦 136017002326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英语

万小芳 136017002007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语文

聂努 136017001526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语文

陈武 136017000610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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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准考证号 岗位学校 岗位学段学科

李娜 136017001411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中语文

张蕾 136019801504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历史

彭余娜 136019800729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数学

陈冠军 136013603924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思想政治

郑梦蕾 136020202317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思想政治

陈慧媚 136013603907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思想政治

盛陈春 136013603913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思想政治

周招弟 136017001009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语文

邱越 136060702806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语文

邵嘉玲 136017000729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语文

肖小波 136017002013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语文

李真 136213805919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高中思想政治

李芳芳 136017001626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高中语文

李维鹏 136013603921 南昌市启音学校 高中思想政治

曹惠 136019804710 南昌市启音学校 高中体育与健康

郑铁林 136017000523 南昌市启音学校 高中语文

兰文铭 136017004627 南昌市盲童学校 高中化学

彭恬逸 136017002927 南昌市盲童学校 高中英语

李含 136013707609 南昌市洪城学校 初中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