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年苏州市相城区教育局公开招聘优秀毕业生和骨干教师拟录用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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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城中学（高中） 高中音乐教师 陶玟希 女 硕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 音乐 80 83.96 82.376 1

2 相城中学（高中） 高中体育教师 张凯乐 男 硕士研究生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79 84.61 82.366 1

3 相城中学（高中） 高中体育教师 彭秀 女 硕士研究生 苏州大学 体育 74 83.89 79.934 2

4 相城中学（高中） 高中体育教师 孙梦杰 男 硕士研究生 天津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64 83.58 75.748 3

5 相城中学（高中） 高中体育教师 贺家根 男 硕士研究生 苏州大学 体育 60 80.09 72.054 4

6 相城中学（高中） 高中美术教师 张楠 女 硕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 73 83.28 79.168 1

7 相城中学（高中） 高中信息技术教师 陈幸 女 硕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79 70.60 73.960 1

8 相城中学（初中） 初中语文教师 王畅 女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75 75.74 75.444 1

9 相城中学（初中） 初中数学教师 杨帆 男 本科 泰州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7 77.18 77.108 1

10 相城中学（初中） 初中英语教师 马婧芸 女 本科 南京晓庄学院 英语（师范） 80 80.14 80.084 1

11 相城中学（初中） 初中政治教师 沈婷 女 本科 扬州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7 85.26 81.956 1

12 江苏省黄埭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李淑晨 女 硕士研究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67 76.46 72.676 1

13 江苏省黄埭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高倩 女 硕士研究生 上海理工大学 应用数学 61 74.26 68.956 1

14 江苏省黄埭中学 高中英语教师 赵舒雅 女 硕士研究生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0 78.98 79.388 1

15 江苏省黄埭中学 高中地理教师 朱晓洁 女 硕士研究生 江西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地理） 65 86.78 78.068 1

16 江苏省黄埭中学 高中地理教师 黄远静 女 硕士研究生 南京大学 海洋地质 61 78.66 71.596 2

17 江苏省黄埭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朱淼淼 女 硕士研究生 上海理工大学 化学 65 74.80 70.880 2 递补

18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鲍有雯 女 硕士研究生 辽宁师范大学 计算数学 76 85.42 81.652 1

19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陈媛媛 女 硕士研究生 苏州大学 化学 69 76.36 73.416 1

20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初中数学教师 顾任杰 男 本科 南京晓庄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6 79.10 77.860 2 递补

21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初中政治教师 王瑜琦 女 本科 江苏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1 83.86 78.716 1

22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初中历史教师 杨玮焘 男 本科 盐城师范学院 历史学（师范类） 66 81.16 75.096 2 递补

23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初中音乐教师 吴嘉威 男 硕士研究生 苏州大学 音乐与舞蹈学 86 79.10 81.8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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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初中体育教师 朱钰欢 女 本科 南京体育学院 休闲体育 69 85.28 78.768 1

25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徐依伟 女 本科 江苏理工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 69 73.46 71.676 1

26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吴煜凡 男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0 85.68 79.408 2 递补

27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杨妤静 女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英语（师范） 77 83.24 80.744 1

28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教师 陈敏洁 女 本科 江苏师范大学 音乐学（师范） 79 77.83 78.298 1

29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刘文豪 男 本科 聊城大学 体育教育 67 70.04 68.824 1

30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小学美术教师 李仪 女 本科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美术学（师范） 72 77.55 75.330 1

31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学（高中） 高中语文教师 杜佳斌 女 硕士研究生 沈阳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61 73.60 68.560 2 递补

32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学（高中） 高中数学教师 徐涛 男 硕士研究生 华中师范大学 数学 70 65.96 67.576 1

33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学（高中） 高中政治教师 王晓晗 女 硕士研究生 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63 85.58 76.548 1

34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学（高中） 高中地理教师 李征 男 硕士研究生 河南大学 学科教学（地理） 68 81.48 76.088 1

35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学（高中） 高中体育教师 王先进 男 硕士研究生 安徽师范大学 体育教学 67 72.25 70.150 1

36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学（初中） 初中英语教师 卢玉尧 女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英语（师范） 75 78.04 76.824 2 递补

37 苏州市相城区东桥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钱慕婷 女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4 79.82 77.492 2 递补

38 苏州市相城区春申中学 初中化学教师 张艳 女 本科 江苏师范大学 化学（师范） 84 80.82 82.092 1

39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孟思雨 女 硕士研究生 贵州师范大学 英语笔译 81 79.08 79.848 1

40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初中） 初中数学教师 张煜 女 本科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8 79.22 78.732 2 递补

41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初中） 初中英语教师 朱昕月 女 硕士研究生 西交利物浦大学 对外英语教育 76 78.14 77.284 1

42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梁宝林 女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70 76.46 73.876 2

43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程晓洁 女 本科 徐州工程学院 小学教育 64 76.84 71.704 4 递补

44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时有财 男 本科 南京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62 82.36 74.216 1

45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吴新 女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 68 76.60 73.160 1

46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徐振阳 男 本科 苏州科技大学 英语（师范） 70 78.84 75.304 1

47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心小学 小学音乐教师 王逸雯 女 本科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音乐学（师范） 72 76.24 74.544 1

48 苏州市相城区东桥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李诗婷 女 本科 浙江树人学院 汉语言文学 66 68.94 67.764 3 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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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苏州市相城区东桥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吴姝苗 女 本科 南京晓庄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 80 80.96 80.576 1

50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章子艳 女 本科 江苏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66 81.82 75.492 1

51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武梦凡 女 本科 西安外国语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69 77.10 73.860 2

52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中心小学 小学音乐教师 霍雨含 女 本科 苏州科技大学 音乐学（师范） 76 81.70 79.420 1

53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中心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殷晴 女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师范） 84 85.40 84.840 1

54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孙诗怡 女 本科 泰州学院 小学教育 75 74.84 74.904 1

55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王思千 女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74 71.24 72.344 2 递补

56 苏州市相城区湘城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顾瑶 女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68 80.42 75.452 1

57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张青青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74 78.74 76.844 1

58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芮玉洁 女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69 81.84 76.704 2

59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刘欣宜 女 硕士研究生 扬州大学 小学教育 67 80.46 75.076 2 递补

60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蔡瑾 女 本科 盐城师范学院 翻译 78 77.88 77.928 1

61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渭塘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王亚婷 女 本科 苏州科技大学 汉语言文学 67 68.12 67.672 3 递补

62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太平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景梦晴 女 本科 南京晓庄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 66 76.80 72.480 1

63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太平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徐思琦 女 硕士研究生 苏州大学 英语口译 84 75.38 78.828 1

64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太平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李文焘 男 硕士研究生 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64 81.43 74.458 1

65 相城经济开发区澄阳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吴青玉 女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师范） 74 78.24 76.544 1

66 苏州市相城区珍珠湖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周悦 女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69 77.60 74.160 1

67 苏州市相城区珍珠湖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杨成龙 男 本科 怀化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65 78.15 72.890 2 递补

68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王晓琪 女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 70 79.18 75.508 1

69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郗鹿 女 本科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76 71.08 73.048 2

70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周雯懿 女 本科 上海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82 77.36 79.216 2

71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杨纯 女 本科 宿迁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 73 80.92 77.752 3 递补

72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马小晗 女 硕士研究生 英国利兹大学 对外英语教学研究 73 82.84 78.904 1

73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杨静岚 女 本科 江苏师范大学 英语（师范） 81 76.34 78.20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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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汪庆 男 本科 南昌大学 体育教育 65 84.55 76.730 1

75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高婧 女 本科 盐城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类） 79 86.18 83.308 1

76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沈程茜 女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 63 83.24 75.144 2

77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赵语歆 女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英语（师范） 77 76.00 76.400 2 递补

78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谭萍 女 硕士研究生 天津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66 82.47 75.882 1

79 苏州市相城区文征明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周慧杰 女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71 79.68 76.208 1

80 苏州市相城区文征明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邱梦杰 女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类） 78 85.40 82.440 2

81 苏州市相城区文征明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浦思铭 女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69 81.74 76.644 4 递补

82 苏州市相城区文征明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陈辰 女 本科 淮阴师范学院 英语（师范） 78 78.18 78.108 1

83 苏州市相城区文征明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周月雅 女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英语（师范） 78 74.70 76.020 3 递补

84 相城高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曹一凡 女 本科 苏州科技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70 83.00 77.800 1

85 相城高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苏一丹 女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师范） 68 84.24 77.744 2

86 相城高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席琪洋 男 本科 常熟理工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8 78.94 78.564 1

87 相城高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冯珏婷 女 本科 扬州大学 小学教育（师范） 72 82.58 78.348 2

88 相城高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韩军 男 本科 苏州科技大学 英语（师范） 82 80.74 81.244 2

89 相城高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英语教师 平凡 女 本科 江苏理工学院 英语（师范） 76 76.54 76.324 3 递补

90 相城高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教师 胡佳文 女 本科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音乐学（师范） 78 80.57 79.542 1

91 相城高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王新闻 男 本科 淮阴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67 81.28 75.568 1

92 相城高新区实验小学 小学美术教师 徐思昱 女 本科 渭南师范学院 美术学 79 79.04 79.0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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