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无棣县县属学校教师遴选成绩

姓名
报考学段岗位

准考证号 考场 成绩
学段 岗位

陈月明 初中 语文 201710001 第一考场 69

郭立泽 初中 语文 201710002 第一考场 60

刘桂省 初中 语文 201710003 第一考场 59

马立萍 初中 语文 201710004 第一考场 59

马志兰 初中 语文 201710005 第一考场 57

王树娥 初中 语文 201710006 第一考场 53

吴树恒 初中 语文 201710007 第一考场 51

朱连玉 初中 语文 201710008 第一考场 67

樊苹苹 高中 语文 201710009 第一考场 65

李海燕 高中 语文 201710010 第一考场 69

刘菲 高中 语文 201710011 第一考场 59

刘洪梅 高中 语文 201710012 第一考场 67

刘辉 高中 语文 201710013 第一考场 70

刘晓红 高中 语文 201710014 第一考场 69

罗荣燕 高中 语文 201710015 第一考场 65

马晓晖 高中 语文 201710016 第一考场 69

邱文娟 高中 语文 201710017 第一考场 68

孙艳丽 高中 语文 201710018 第一考场 71

田春蕾 高中 语文 201710019 第一考场 76

信召红 高中 语文 201710020 第一考场 69

刘文杰 小学 语文 201710021 第一考场 79

杨同玉 高中 语文 201710022 第一考场 62

张金莲 高中 语文 201710023 第一考场 68

张倩 高中 语文 201710024 第一考场 60

巴金香 小学 语文 201710025 第一考场 58

赵艳红 高中 语文 201710026 第一考场 49

鲍彩霞 小学 语文 201710027 第一考场 63

曹秀兰 小学 语文 201710028 第一考场 71

曹燕 小学 语文 201710029 第一考场 51

陈伟伟 小学 语文 201710030 第一考场 64

崔婷婷 小学 语文 201710031 第二考场 72

崔纬经 小学 语文 201710032 第二考场 66

杜芳 小学 语文 201710033 第二考场 73

杜青华 小学 语文 201710034 第二考场 56

范克昌 小学 语文 201710035 第二考场 63



冯菁菁 小学 语文 201710036 第二考场 58

冯芹芹 小学 语文 201710037 第二考场 51

冯淑兰 小学 语文 201710038 第二考场 缺考

付秋芳 小学 语文 201710039 第二考场 57

付璇 小学 语文 201710040 第二考场 70

高清春 小学 语文 201710041 第二考场 缺考

高玉香 小学 语文 201710042 第二考场 51

高长双 小学 语文 201710043 第二考场 56

郭俊芳 小学 语文 201710044 第二考场 56

郭涛 小学 语文 201710045 第二考场 63

郭益娥 小学 语文 201710046 第二考场 56

胡金栋 小学 语文 201710047 第二考场 缺考

胡俊荣 小学 语文 201710048 第二考场 83

姬金平 小学 语文 201710049 第二考场 58

贾筱 小学 语文 201710050 第二考场 65

姜学凤 小学 语文 201710051 第二考场 49

寇蕾蕾 小学 语文 201710052 第二考场 61

李宝鸿 小学 语文 201710053 第二考场 55

李春玲 小学 语文 201710054 第二考场 59

李宁 小学 语文 201710055 第二考场 缺考

李倩 小学 语文 201710056 第二考场 39

李荣满 小学 语文 201710057 第二考场 55

李姗姗 小学 语文 201710058 第二考场 缺考

李淑梅 小学 语文 201710059 第二考场 50（计0分）

李素珍 小学 语文 201710060 第二考场 52

李晓蕾 小学 语文 201710061 第三考场 60

李杨 小学 语文 201710062 第三考场 69

李叶 小学 语文 201710063 第三考场 52

李玉洁 小学 语文 201710064 第三考场 81

李月峰 小学 语文 201710065 第三考场 57

李泽民 小学 语文 201710066 第三考场 67

李振和 小学 语文 201710067 第三考场 51

刘宝兰 小学 语文 201710068 第三考场 49

刘芳 小学 语文 201710069 第三考场 75

刘凤英 小学 语文 201710070 第三考场 75

刘桂金 小学 语文 201710071 第三考场 56

刘海宁 小学 语文 201710072 第三考场 89

刘海燕 小学 语文 201710073 第三考场 59



刘金娥 小学 语文 201710074 第三考场 63

刘金花 小学 语文 201710075 第三考场 69

刘磊 小学 语文 201710076 第三考场 61

刘敏 小学 语文 201710077 第三考场 60

刘清双 小学 语文 201710078 第三考场 62

刘淑珍 小学 语文 201710079 第三考场 62

刘伟伟 小学 语文 201710080 第三考场 58

杨立慧 高中 语文 201710081 第三考场 61

刘元芝 小学 语文 201710082 第三考场 71

刘兆彬 小学 语文 201710083 第三考场 55

马淑梅 小学 语文 201710084 第三考场 47

马晓棣 小学 语文 201710085 第三考场 70

孟垂波 小学 语文 201710086 第三考场 34

孟德明 小学 语文 201710087 第三考场 缺考

任建军 小学 语文 201710088 第三考场 62

桑云 小学 语文 201710089 第三考场 48

商龙华 小学 语文 201710090 第三考场 62

邵涛 小学 语文 201710091 第四考场 52

史建馥 小学 语文 201710092 第四考场 63

苏菲 小学 语文 201710093 第四考场 69

孙殿香 小学 语文 201710094 第四考场 62

孙殿英 小学 语文 201710095 第四考场 55

孙桂芝 小学 语文 201710096 第四考场 54

孙洪涛 小学 语文 201710097 第四考场 62

孙莹莹 小学 语文 201710098 第四考场 58

孙振兴 小学 语文 201710099 第四考场 59

田萍萍 小学 语文 201710100 第四考场 54

王恩果 小学 语文 201710101 第四考场 52

王芳 小学 语文 201710102 第四考场 缺考

王桂芳 小学 语文 201710103 第四考场 65

王洪彦 小学 语文 201710104 第四考场 54

王建伟 小学 语文 201710105 第四考场 56

王金之 小学 语文 201710106 第四考场 53

王景俊 小学 语文 201710107 第四考场 49

王茂爱 小学 语文 201710108 第四考场 62

王明轩 小学 语文 201710109 第四考场 60

王苹 小学 语文 201710110 第四考场 65

王倩倩 小学 语文 201710111 第四考场 55



王倩倩 小学 语文 201710112 第四考场 42

王淑霞 小学 语文 201710113 第四考场 51

王树英 小学 语文 201710114 第四考场 52

王涛 小学 语文 201710115 第四考场 60

王希亮 小学 语文 201710116 第四考场 54

王希新 小学 语文 201710117 第四考场 70

王小燕 小学 语文 201710118 第四考场 60

王新萍 小学 语文 201710119 第四考场 59

王雪 小学 语文 201710120 第四考场 53

王玉芳 小学 语文 201710121 第五考场 50

王云华 小学 语文 201710122 第五考场 68

王珍珍 小学 语文 201710123 第五考场 66

王志超 小学 语文 201710124 第五考场 79

吴景华 小学 语文 201710125 第五考场 58

吴树平 小学 语文 201710126 第五考场 56

吴艳雪 小学 语文 201710127 第五考场 52

奚颖颖 小学 语文 201710128 第五考场 55

徐红梅 小学 语文 201710129 第五考场 56

徐俊英 小学 语文 201710130 第五考场 56

徐婷婷 小学 语文 201710131 第五考场 40

闫娜 小学 语文 201710132 第五考场 57

杨青青 小学 语文 201710133 第五考场 41

杨云岫 小学 语文 201710134 第五考场 66

尹花娥 小学 语文 201710135 第五考场 67

于春晓 小学 语文 201710136 第五考场 56

岳玉良 小学 语文 201710137 第五考场 61

翟富民 小学 语文 201710138 第五考场 53

张爱玲 小学 语文 201710139 第五考场 61

张波 小学 语文 201710140 第五考场 50

张杰 小学 语文 201710141 第五考场 60

张金芝 小学 语文 201710142 第五考场 缺考

张珂斌 小学 语文 201710143 第五考场 52

张莉 小学 语文 201710144 第五考场 64

张宁宁 小学 语文 201710145 第五考场 40

张岐飞 小学 语文 201710146 第五考场 48

张庆芬 小学 语文 201710147 第五考场 44

张世玉 小学 语文 201710148 第五考场 51

张树华 小学 语文 201710149 第五考场 46



张娃 小学 语文 201710150 第五考场 68

张秀娟 小学 语文 201710151 第六考场 67

张秀芝 小学 语文 201710152 第六考场 68

张延平 小学 语文 201710153 第六考场 60

张洋 小学 语文 201710154 第六考场 66

张余燕 小学 语文 201710155 第六考场 55

张玉梅 小学 语文 201710156 第六考场 52

赵彬 小学 语文 201710157 第六考场 52

赵棣 小学 语文 201710158 第六考场 缺考

赵富仙 小学 语文 201710159 第六考场 60

赵洪芳 小学 语文 201710160 第六考场 61

赵荣竹 小学 语文 201710161 第六考场 73

赵晓菲 小学 语文 201710162 第六考场 68

周丽平 小学 语文 201710163 第六考场 65

朱炳英 小学 语文 201710164 第六考场 48

朱青杨 小学 语文 201710165 第六考场 60

朱树坤 小学 语文 201710166 第六考场 61

朱文静 小学 语文 201710167 第六考场 59

朱永喜 小学 语文 201710168 第六考场 66

孙立苹 小学 语文 201710169 第六考场 52

赵洪梅 小学 语文 201710170 第六考场 72

刘越 初中 数学 201720001 第七考场 43

王广玉 初中 数学 201720002 第七考场 72

杨文友 初中 数学 201720003 第七考场 57

张凯 初中 数学 201720004 第七考场 缺考

赵富昌 初中 数学 201720005 第七考场 63

赵云旺 初中 数学 201720006 第七考场 62

李玉刚 高中 数学 201720007 第七考场 65

柳文珊 高中 数学 201720008 第七考场 56

王洪杰 高中 数学 201720009 第七考场 70

杨倩倩 高中 数学 201720010 第七考场 55

尹宝良 高中 数学 201720011 第七考场 63

尹清峰 高中 数学 201720012 第七考场 65

尹文燕 高中 数学 201720013 第七考场 57

于可霞 高中 数学 201720014 第七考场 57

张灵娟 高中 数学 201720015 第七考场 62

张玉霞 高中 数学 201720016 第七考场 89

巴金永 小学 数学 201720017 第七考场 47



蔡宝歧 小学 数学 201720018 第七考场 43

曹洪升 小学 数学 201720019 第七考场 56

陈鑫媛 小学 数学 201720020 第七考场 59

崔湘军 小学 数学 201720021 第七考场 39

范克湛 小学 数学 201720022 第七考场 65

范文秀 小学 数学 201720023 第七考场 41

冯希斌 小学 数学 201720024 第七考场 缺考

冯耀苹 小学 数学 201720025 第七考场 53

冯占凤 小学 数学 201720026 第七考场 25

冯珍珍 小学 数学 201720027 第七考场 66

付丙刚 小学 数学 201720028 第七考场 57

付万强 小学 数学 201720029 第七考场 36

高桂芳 小学 数学 201720030 第七考场 56

高洪庆 小学 数学 201720031 第八考场 52

高金荣 小学 数学 201720032 第八考场 26

高鹏 小学 数学 201720033 第八考场 61

高胜浩 小学 数学 201720034 第八考场 46

高伟伟 小学 数学 201720035 第八考场 53

勾倩倩 小学 数学 201720036 第八考场 42

郭秉强 小学 数学 201720037 第八考场 46

郭丰芝 小学 数学 201720038 第八考场 39

郭世莲 小学 数学 201720039 第八考场 37

郭雪敏 小学 数学 201720040 第八考场 59

焦冬洁 小学 数学 201720041 第八考场 49

康俊燕 小学 数学 201720042 第八考场 36

李爱云 小学 数学 201720043 第八考场 45

李冰燕 小学 数学 201720044 第八考场 47

李福星 小学 数学 201720045 第八考场 38

李洪英 小学 数学 201720046 第八考场 47

李金渤 小学 数学 201720047 第八考场 缺考

李淑凤 小学 数学 201720048 第八考场 缺考

李西超 小学 数学 201720049 第八考场 63

李希刚 小学 数学 201720050 第八考场 77

李现辉 小学 数学 201720051 第八考场 42

李月元 小学 数学 201720052 第八考场 21

梁俊杰 小学 数学 201720053 第八考场 81

梁磊 小学 数学 201720054 第八考场 43

刘宝莉 小学 数学 201720055 第八考场 27



刘宝志 小学 数学 201720056 第八考场 65

刘洪霞 小学 数学 201720057 第八考场 78

刘洪志 小学 数学 201720058 第八考场 32

刘金兰 小学 数学 201720059 第八考场 57

刘景玉 小学 数学 201720060 第八考场 51

刘明湖 小学 数学 201720061 第九考场 49

刘胜利 小学 数学 201720062 第九考场 71

刘树珍 小学 数学 201720063 第九考场 47

刘晓 小学 数学 201720064 第九考场 43

刘秀芝 小学 数学 201720065 第九考场 30

刘玉龙 小学 数学 201720066 第九考场 59

卢秀英 小学 数学 201720067 第九考场 43

马海燕 小学 数学 201720068 第九考场 57

马秀梅 小学 数学 201720069 第九考场 39

孟祥宝 小学 数学 201720070 第九考场 68

孟祥杰 小学 数学 201720071 第九考场 74

邱艾琳 小学 数学 201720072 第九考场 60

任玲玲 小学 数学 201720073 第九考场 23

佘崇英 小学 数学 201720074 第九考场 49

佘水燕 小学 数学 201720075 第九考场 43

石爱民 小学 数学 201720076 第九考场 39

宋金铎 小学 数学 201720077 第九考场 31

宋秀茹 小学 数学 201720078 第九考场 62

宋秀艳 小学 数学 201720079 第九考场 51

苏晓莹 小学 数学 201720080 第九考场 55

孙芳芳 小学 数学 201720081 第九考场 32

孙风昭 小学 数学 201720082 第九考场 50

孙海波 小学 数学 201720083 第九考场 68

孙立苹 小学 数学 201720084 第九考场 缺考

孙永芳 小学 数学 201720085 第九考场 56

王彬 小学 数学 201720086 第九考场 24

王丰武 小学 数学 201720087 第九考场 37

王风梅 小学 数学 201720088 第九考场 72

王凤霞 小学 数学 201720089 第九考场 62

王金铸 小学 数学 201720090 第九考场 46

王静 小学 数学 201720091 第十考场 缺考

王君 小学 数学 201720092 第十考场 44

王俊利 小学 数学 201720093 第十考场 43



王坤建 小学 数学 201720094 第十考场 缺考

王力 小学 数学 201720095 第十考场 62

王莉莉 小学 数学 201720096 第十考场 50

王玲玲 小学 数学 201720097 第十考场 61

王楠 小学 数学 201720098 第十考场 69

王婷婷 小学 数学 201720099 第十考场 78

王文仙 小学 数学 201720100 第十考场 32

王晓云 小学 数学 201720101 第十考场 77

王新峰 小学 数学 201720102 第十考场 76

魏梅 小学 数学 201720103 第十考场 76

吴曼 小学 数学 201720104 第十考场 43

吴梅荣 小学 数学 201720105 第十考场 33

吴树丽 小学 数学 201720106 第十考场 55

武晓楠 小学 数学 201720107 第十考场 29

谢秀明 小学 数学 201720108 第十考场 66

信明俊 小学 数学 201720109 第十考场 45

信式梅 小学 数学 201720110 第十考场 缺考

徐晓慧 小学 数学 201720111 第十考场 44

徐振青 小学 数学 201720112 第十考场 70

许凤华 小学 数学 201720113 第十考场 58

许佩佩 小学 数学 201720114 第十考场 45

杨洪林 小学 数学 201720115 第十考场 53

杨明生 小学 数学 201720116 第十考场 44

杨玉胜 小学 数学 201720117 第十考场 32

于立冬 小学 数学 201720118 第十考场 56

于青云 小学 数学 201720119 第十考场 74

于雪芹 小学 数学 201720120 第十考场 56

翟建红 小学 数学 201720121 第十一考场 45

张宝兰 小学 数学 201720122 第十一考场 66

张凤连 小学 数学 201720123 第十一考场 57

张洪霞 小学 数学 201720124 第十一考场 72

张俊英 小学 数学 201720125 第十一考场 46

张岭 小学 数学 201720126 第十一考场 55

张梦英 小学 数学 201720127 第十一考场 32

张敏 小学 数学 201720128 第十一考场 45

张瑞欢 小学 数学 201720129 第十一考场 56

张绍通 小学 数学 201720130 第十一考场 19

张淑花 小学 数学 201720131 第十一考场 69



张延军 小学 数学 201720132 第十一考场 34

张义霞 小学 数学 201720133 第十一考场 缺考

张玉梅 小学 数学 201720134 第十一考场 43

张玉印 小学 数学 201720135 第十一考场 71

张元林 小学 数学 201720136 第十一考场 83

赵洪梅 小学 数学 201720137 第十一考场 缺考

赵晓宇 小学 数学 201720138 第十一考场 68

赵珍珍 小学 数学 201720139 第十一考场 76

朱洪芝 小学 数学 201720140 第十一考场 25

鲍建芳 小学 体育 201730001 第十二考场 60.5

步宝军 小学 体育 201730002 第十二考场 34

邓宝西 小学 体育 201730003 第十二考场 72

杜良辉 小学 体育 201730004 第十二考场 71

冯建军 小学 体育 201730005 第十二考场 69

葛树普 小学 体育 201730006 第十二考场 58

郭林林 小学 体育 201730007 第十二考场 77

韩继昌 小学 体育 201730008 第十二考场 55

胡风华 小学 体育 201730009 第十二考场 61

阚功涛 小学 体育 201730010 第十二考场 缺考

李宁 小学 体育 201730011 第十二考场 44.5

李鹏鹏 小学 体育 201730012 第十二考场 49.5

李平 小学 体育 201730013 第十二考场 69.5

李荣昌 小学 体育 201730014 第十二考场 63.5

李振龙 小学 体育 201730015 第十二考场 74.5

梁连军 小学 体育 201730016 第十二考场 67

蔺景雨 小学 体育 201730017 第十二考场 61.5

刘延宾 小学 体育 201730018 第十二考场 65

门玉华 小学 体育 201730019 第十二考场 51

孟维良 小学 体育 201730020 第十二考场 55

牛洪山 小学 体育 201730021 第十二考场 52

商文婷 小学 体育 201730022 第十二考场 69

王兵 小学 体育 201730023 第十二考场 68

王建 小学 体育 201730024 第十二考场 缺考

王金燕 小学 体育 201730025 第十二考场 45.5

王静静 小学 体育 201730026 第十二考场 54

谢延琴 小学 体育 201730027 第十二考场 66

许永香 小学 体育 201730028 第十二考场 62

杨文静 小学 体育 201730029 第十二考场 59



袁彬 小学 体育 201730030 第十二考场 51.5

赵菲菲 小学 体育 201730031 第十一考场 56

赵子龙 小学 体育 201730032 第十一考场 70

柏丛丛 小学 音乐 201740001 第十三考场 76.5

杜金晓 小学 音乐 201740002 第十三考场 64.5

杜娟 小学 音乐 201740003 第十三考场 74.5

冯淑娟 小学 音乐 201740004 第十三考场 67

谷婷婷 小学 音乐 201740005 第十三考场 64.5

郭凯 小学 音乐 201740006 第十三考场 45

郭学飞 小学 音乐 201740007 第十三考场 71.5

胡新华 小学 音乐 201740008 第十三考场 51

郎晓伟 小学 音乐 201740009 第十三考场 44.5

李春芳 小学 音乐 201740010 第十三考场 57.5

刘伟伟 小学 音乐 201740011 第十三考场 74

罗冠龄 小学 音乐 201740012 第十三考场 47.5

秦立学 小学 音乐 201740013 第十三考场 43

孙玉环 小学 音乐 201740014 第十三考场 81

王传燕 小学 音乐 201740015 第十三考场 65

王树鑫 小学 音乐 201740016 第十三考场 60

王雪平 小学 音乐 201740017 第十三考场 57

吴宝海 小学 音乐 201740018 第十三考场 68

吴晓倩 小学 音乐 201740019 第十三考场 59

徐振岐 小学 音乐 201740020 第十三考场 62

闫梦殿 小学 音乐 201740021 第十三考场 66

袁福安 小学 音乐 201740022 第十三考场 49.5

张宝云 小学 音乐 201740023 第十三考场 90

张建华 小学 音乐 201740024 第十三考场 56

张金玲 小学 音乐 201740025 第十三考场 72

张玉怀 小学 音乐 201740026 第十三考场 65

张云 小学 音乐 201740027 第十三考场 61

赵姗姗 小学 音乐 201740028 第十三考场 68

赵亚男 小学 音乐 201740029 第十三考场 63.5

崔龙真 高中 英语 201750001 第十四考场 82

崔雯 高中 英语 201750002 第十四考场 72.5

段岩超 高中 英语 201750003 第十四考场 66.5

高丽丽 高中 英语 201750004 第十四考场 82

高培培 高中 英语 201750005 第十四考场 77.5

侯晓敏 高中 英语 201750006 第十四考场 54



胡树梅 高中 英语 201750007 第十四考场 74.5

季晓艳 高中 英语 201750008 第十四考场 79

李淑荣 高中 英语 201750009 第十四考场 80

刘凤 高中 英语 201750010 第十四考场 71

刘秀俊 高中 英语 201750011 第十四考场 66.5

刘智敏 高中 英语 201750012 第十四考场 80.5

弭玲 高中 英语 201750013 第十四考场 86

闵璐 高中 英语 201750014 第十四考场 90

聂瑞瑞 高中 英语 201750015 第十四考场 85

任立清 高中 英语 201750016 第十四考场 75.5

孙占丽 高中 英语 201750017 第十四考场 70.5

王俊娥 高中 英语 201750018 第十四考场 74

王敏 高中 英语 201750019 第十四考场 79.5

王文超 高中 英语 201750020 第十四考场 80.5

王雪芹 高中 英语 201750021 第十四考场 69.5

王燕 高中 英语 201750022 第十四考场 76.5

吴立红 高中 英语 201750023 第十四考场 75.5

刘金霞 小学 英语 201750024 第十四考场 80.5

武雪飞 高中 英语 201750025 第十四考场 72

信召芬 高中 英语 201750026 第十四考场 71

闫贝贝 高中 英语 201750027 第十四考场 76.5

袁云冰 高中 英语 201750028 第十四考场 81.5

张丽 高中 英语 201750029 第十四考场 76

赵会杰 高中 英语 201750030 第十四考场 72.5

邱延昌 小学 英语 201750031 第十五考场 缺考

孙晶 小学 英语 201750032 第十五考场 81

王海彬 小学 英语 201750033 第十五考场 缺考

蔡秀丽 初中 政治 201760001 第十五考场 72

冯栋田 初中 政治 201760002 第十五考场 67

郭振林 初中 政治 201760003 第十五考场 80

扈炳笑 初中 政治 201760004 第十五考场 75

贾建民 初中 政治 201760005 第十五考场 80

李玉英 初中 政治 201760006 第十五考场 69

秦清英 初中 政治 201760007 第十五考场 65

张文林 初中 政治 201760008 第十五考场 84

张玉梅 初中 政治 201760009 第十五考场 72

李国华 高中 政治 201760010 第十五考场 80

李梅英 高中 政治 201760011 第十五考场 79



陶莉朋 高中 政治 201760012 第十五考场 63

王月 高中 政治 201760013 第十五考场 75

杜春丽 初中 物理 201770001 第十五考场 缺考

高永春 初中 物理 201770002 第十五考场 82

韩玉美 初中 物理 201770003 第十五考场 83

侯延峰 初中 物理 201770004 第十五考场 87

贾世文 初中 物理 201770005 第十五考场 80

李金泉 初中 物理 201770006 第十五考场 83

马秀芳 初中 物理 201770007 第十五考场 86

牛振卓 初中 物理 201770008 第十五考场 82

任利霞 初中 物理 201770009 第十五考场 80

孙洪烈 初中 物理 201770010 第十五考场 60

王富文 初中 物理 201770011 第十五考场 83

吴长荣 初中 物理 201770012 第十五考场 88

杨宝殿 初中 物理 201770013 第十五考场 75

王洪生 初中 物理 201770014 第十五考场 84

崔燕 初中 化学 201780001 第十六考场 97

杜文杰 初中 化学 201780002 第十六考场 95

范新燕 初中 化学 201780003 第十六考场 89

方秀岭 初中 化学 201780004 第十六考场 86

刘胜军 初中 化学 201780005 第十六考场 92

仝雪芹 初中 化学 201780006 第十六考场 94

汪洪忠 初中 化学 201780007 第十六考场 95

王树田 初中 化学 201780008 第十六考场 99

张爱玲 初中 化学 201780009 第十六考场 92

张祥军 初中 化学 201780010 第十六考场 94

朱汝星 初中 化学 201780011 第十六考场 93

谭树针 高中 化学 201780012 第十六考场 92

张磊铭 高中 化学 201780013 第十六考场 缺考

安霞 小学 美术 201790001 第十七考场 78.5

丁华 小学 美术 201790002 第十七考场 84

杜青玉 小学 美术 201790003 第十七考场 77

方秀贞 小学 美术 201790004 第十七考场 62.5

冯玲玲 小学 美术 201790005 第十七考场 72.5

付明秀 小学 美术 201790006 第十七考场 65.5

巩文芳 小学 美术 201790007 第十七考场 79

韩敏 小学 美术 201790008 第十七考场 76

李爱华 小学 美术 201790009 第十七考场 67



李华 小学 美术 201790010 第十七考场 75

李梅芳 小学 美术 201790011 第十七考场 78

李倩 小学 美术 201790012 第十七考场 缺考

李兴芝 小学 美术 201790013 第十七考场 71.5

李颖 小学 美术 201790014 第十七考场 64.5

李圳生 小学 美术 201790015 第十七考场 84

刘香 小学 美术 201790016 第十七考场 74.5

卢维军 小学 美术 201790017 第十七考场 86.5

路静 小学 美术 201790018 第十七考场 49

南风华 小学 美术 201790019 第十七考场 75

齐建辉 小学 美术 201790020 第十七考场 76

商磊磊 小学 美术 201790021 第十七考场 62.5

商玉兵 小学 美术 201790022 第十七考场 87

申堃鑫 小学 美术 201790023 第十七考场 82

田春辉 小学 美术 201790024 第十七考场 82.5

王洪升 小学 美术 201790025 第十七考场 缺考

吴慧敏 小学 美术 201790026 第十七考场 70.5

吴青青 小学 美术 201790027 第十七考场 86

吴治江 小学 美术 201790028 第十七考场 83

徐兰芬 小学 美术 201790029 第十七考场 75

于蒙蒙 小学 美术 201790030 第十七考场 86

张淑芳 小学 美术 201790031 第十八考场 78

张长春 小学 美术 201790032 第十八考场 70

赵荣玺 小学 美术 201790033 第十八考场 76.5

赵莹 小学 美术 201790034 第十八考场 79

鲍树芳 初中 生物 2017100001 第十六考场 79

李凌云 初中 生物 2017100002 第十六考场 88

李晓菲 初中 生物 2017100003 第十六考场 80

刘宝霞 初中 生物 2017100004 第十六考场 85

闫习明 初中 生物 2017100005 第十六考场 69

姚树义 初中 生物 2017100006 第十六考场 81

张梅永 初中 生物 2017100007 第十六考场 76

张燕 初中 生物 2017100008 第十六考场 85

张玉梅 初中 生物 2017100009 第十六考场 92

高峰 高中 生物 2017100010 第十六考场 缺考

侯绣静 高中 生物 2017100011 第十六考场 82

吴明丽 高中 生物 2017100012 第十六考场 缺考

吴娜 高中 生物 2017100013 第十六考场 84



张元元 高中 生物 2017100014 第十六考场 82

曹玉环 初中 历史 2017110001 第十八考场 75

程建红 初中 历史 2017110002 第十八考场 缺考

端秀奎 初中 历史 2017110003 第十八考场 78

付宝钢 初中 历史 2017110004 第十八考场 86

付青花 初中 历史 2017110005 第十八考场 78

郭新涛 初中 历史 2017110006 第十八考场 86

李金海 初中 历史 2017110007 第十八考场 88

王凤瑛 初中 历史 2017110008 第十八考场 86

张云芬 初中 历史 2017110009 第十八考场 83

张兆科 初中 历史 2017110010 第十八考场 85

赵海燕 初中 历史 2017110011 第十八考场 88

朱金保 初中 历史 2017110012 第十八考场 85

崔世环 高中 历史 2017110013 第十八考场 89

范灵灵 高中 历史 2017110014 第十八考场 83

李景田 高中 历史 2017110015 第十八考场 88

吴彬彬 高中 历史 2017110016 第十八考场 91

杨宝梅 高中 历史 2017110017 第十八考场 62

张飞飞 高中 历史 2017110018 第十八考场 88

路胜男 高中 地理 2017120001 第十八考场 83

赵永康 高中 地理 2017120002 第十八考场 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