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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子卉 310228******260047 小学英语 李国威 230826******250216 小学英语 潘绮君 310114******280045 小学英语 朱怡玲 310114******113223 小学语文

牛晓晴 130227******011628 小学英语 李玮 310115******21092x 小学英语 蔡玉娟 420116******266227 小学英语 朱晨婷 310114******130821 小学语文

王风生 340122******16091X 小学英语 李婷婷 370784******163520 小学英语 颜悦宁 310114******294221 小学英语 汤泽灏 310114******282619 小学语文

王沁怡 310114******231626 小学英语 李智 430703******030102 小学英语 严一舟 310114******022816 小学语文

王妍琳 310114******221628 小学英语 杜兀 421083******310448 小学英语 丁益梅 320982******093267 小学语文 吴蕾 342501******023840 小学语文

王钟村 320683******149022 小学英语 沈晓彤 340122******020168 小学英语 马榕璟 510683******270026 小学语文 张昊 310109******292044 小学语文

王博浩 130182******17032X 小学英语 周许诺 320522******151625 小学英语 尹金林 430726******093926 小学语文 张莹 411327******111526 小学语文

邓笑微 320522******070042 小学英语 罗哲卿 362426******140043 小学英语 王丽雅 411527******015568 小学语文 张蔓 530113******150320 小学语文

龙梦莹 452501******180525 小学英语 芦亚韦 342401******201886 小学英语 王杨 130202******230620 小学语文 李李 310114******183422 小学语文

刘敏 340803******012220 小学英语 陆婷 310112******163025 小学英语 王学萍 342601******222123 小学语文 李艳 371329******062425 小学语文

向诗雨 532501******010028 小学英语 陈欢 330324******211205 小学英语 王雨芝 330501******183866 小学语文 李爽 130105******220623 小学语文

孙玲 342601******071288 小学英语 陈裕婷 310114******224824 小学英语 王爱国 341181******071018 小学语文 李莹莹 412702******154120 小学语文

庄娇娇 320982******141762 小学英语 胡艺璇 360122******293923 小学英语 王瑞琪 411623******072965 小学语文 李菲菲 370883******125548 小学语文

朱怡婷 310114******150627 小学英语 茅佳豪 320681******013629 小学英语 冯舒怡 310114******011629 小学语文 杜欣彤 142724******191946 小学语文

闫晗 370786******126926 小学英语 赵楠 310114******080821 小学英语 帅婷 500238******092207 小学语文 杨凡 371321******020660 小学语文

严洁奕 310114******200060 小学英语 赵璐欢 310114******211623 小学英语 乔豫 411122******188127 小学语文 杨卉芬 342901******135828 小学语文

况思云 362204******092421 小学英语 徐卓 310114******191629 小学英语 任菲 410103******11004X 小学语文 杨苏 420116******153724 小学语文

吴天舒 370902******08124X 小学英语 徐诗韵 330382******177929 小学英语 吕倩倩 370882******165527 小学语文 杨雨晴 370783******180409 小学语文

吴天群 440881******081829 小学英语 徐雨阳 310107******154420 小学英语 吕莉莉 411528******23582X 小学语文 汪若梅 342221******104548 小学语文

张丽娇 350822******235527 小学英语 钱亚男 320482******30710X 小学英语 孙封迪 310227******094225 小学语文 沈星妤 320581******133527 小学语文

张雨晨 310114******060428 小学英语 铁燕楠 410426******05002X 小学英语 孙思嘉 342626******224561 小学语文 周丹艳 310226******220348 小学语文

张逸云 310107******103926 小学英语 常怡琼 310112******101223 小学英语 孙媛媛 320923******080042 小学语文 周芳芳 362531******190045 小学语文

李丽莎 441402******01072x 小学英语 黄雅婷 411526******035128 小学英语 朱忆瑶 310108******171529 小学语文 周晨 340204******092629 小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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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楠 150430******14002X 小学语文 程聪慧 340822******244821 小学语文 李亚娟 412823******157246 小学数学 黄心怡 310113******150327 小学数学

苏萌 342901******176423 小学语文 谢梦洁 612401******05034X 小学语文 李雪丽 412722******048725 小学数学 黄爱波 320981******261724 小学数学

金郅冰 310114******020620 小学语文 黄文卿 310114******270825 小学语文 肖笛 342522******010047 小学数学 葛亚丽 410223******197542 小学数学

陈诗旖 310114******190823 小学语文 黄欣慧 310116******166029 小学语文 周妤婵 310114******150622 小学数学 蒋春茹 310229******030226 小学数学

陈俊怡 340322******113825 小学语文 解丽红 370782******18722X 小学语文 孟宇超 310114******27161X 小学数学 虞静华 310230******011068 小学数学

俞佳燕 520113******210025 小学语文 樊佳怡 310114******052223 小学语文 宛育哲 310114******121416 小学数学

施智颖 310230******230468 小学语文 潘佳怡 310107******175328 小学语文 岳文静 341182******201823 小学数学 王建楠 152527******212424 化学

胡丽娜 310114******141027 小学语文 潘磊磊 370283******236621 小学语文 邵庆悦 310101******250029 小学数学 周可欣 310114******181826 化学

赵陈希 310114******291023 小学语文 邹秀丽 431022******251662 小学数学 陈琴 321282******021429 化学

赵薇 342423******034565 小学语文 马国芳 130902******021224 小学数学 金荷越 310229******231627 小学数学 姚崇超 131126******301818 化学

郑缘 420684******08752X 小学语文 马勇 341127******174212 小学数学 陆依迪 310114******270043 小学数学 夏怡 310229******260020 化学

夏园园 340824******281844 小学语文 方婷 342923******052624 小学数学 陆雅倩 320585******036724 小学数学 钱逸琦 310114******09006X 化学

夏奕伶 310114******050825 小学语文 毛恺林 310107******187217 小学数学 陈怡琳 362430******277829 小学数学

徐仁杰 310114******113012 小学语文 王艺璇 231026******21672X 小学数学 陈雯雯 330326******296026 小学数学 田诗绎 310114******280021 历史

徐春爽 230722******14004X 小学语文 王利芳 341227******233421 小学数学 姚偲懿 310229******081427 小学数学 田雨丰 522101******267618 历史

徐虹洁 310114******290029 小学语文 王雨红 150404******190026 小学数学 封禹 310114******080010 小学数学 申金霞 411421******19722X 历史

徐倩瑜 310114******280026 小学语文 王培丽 411323******040560 小学数学 郁诗怡 310230******224168 小学数学 李亚涵 370303******231724 历史

秦雯雯 320681******153426 小学语文 刘莉莎 320583******299625 小学数学 唐佳玉 310114******203026 小学数学 杜星 422324******266861 历史

郦璐飞 330681******087822 小学语文 刘湘怡 430211******190025 小学数学 徐笛 310114******130023 小学数学 杨萌 230224******073927 历史

高珍 320681******070225 小学语文 孙梦婕 310104******100827 小学数学 贾俏俏 370829******172040 小学数学 耿会丽 341221******292581 历史

龚叶 310114******202420 小学语文 何欣瑜 321183******182223 小学数学 顾铮阳 310114******124217 小学数学

彭艳霞 522628******172024 小学语文 宋代英 370724******303280 小学数学 盛瑞 341224******019927 小学数学 宋时丽 320830******262220 生物

程宏 340881******091225 小学语文 张晶静 622425******016623 小学数学 韩双 230202******020668 小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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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 610303******011610 地理 朱云杰 412823******121613 体育 洪语婧 331082******264685 体育 胡鸽鸽 330722******02034X 初中英语

周洁 320411******043723 地理 朱嘉涛 330225******075812 体育 赵珊珊 410423******242023 体育 唐朝 310114******10062X 初中英语

吴大政 340802******300014 体育 倪恺 371323******04843X 体育 黎洁 431121******217328 初中英语

王艺莹 310114******210826 自然 吴珍林 522631******041775 体育 夏新光 321321******15223X 体育

任吉君 320583******050015 自然 宋文云 372328******161227 体育 徐杨 340603******261019 体育 王敏 430621******057747 初中语文

江昳瑶 310229******030223 自然 张文宁 410928******014212 体育 秦勤 342423******02816X 体育 付荣荣 130733******131865 初中语文

何喜珍 410823******190522 自然 张振 622726******261633 体育 常军 320982******116118 体育 刘金枝 410781******034120 初中语文

张立娟 370302******218027 自然 张慧贞 342501******165021 体育 傅悦 370881******272524 体育 朱璐瑶 342626******120043 初中语文

邵昕奕 310107******22172X 自然 李立莎 130636******27862X 体育 嵇慧慧 321323******253926 体育 吴锘 320682******223441 初中语文

康佳 360731******150044 自然 李会 410224******042926 体育 黄长城 371329******285415 体育 杨芸 420205******255745 初中语文

熊莹 421221******150029 自然 李寅豪 342423******158213 体育 董珊珊 340221******167889 体育 赵立莎 371402******057346 初中语文

李慧 342625******24212X 体育 穆丽秀 410928******292726 体育 陶婷 340823******18046X 初中语文

王国鹏 142724******052314 体育 杜守猛 371427******115810 体育 戴嘉睿 430103******26152X 体育 鲁纯洁 342622******09028X 初中语文

王俊 140522******076217 体育 沈梦璐 320522******28002X 体育 魏旖 330681******102061 体育 管敏丞 320681******125421 初中语文

王媛媛 410522******01002X 体育 狄永州 412727******028057 体育

王琦 340811******025821 体育 周嘉瑶 362525******131220 体育 仇曹颖 310114******050627 初中英语 万凡 411328******183967 初中数学

王源 654001******230712 体育 欧成兵 513921******292498 体育 王佳晨 310114******193223 初中英语 冯丽娜 342531******141726 初中数学

王漪宁 310114******240625 体育 陈少丽 340322******224621 体育 王瑞琪 210902******211523 初中英语 乔丽倩 372925******117564 初中数学

冯永振 371524******23241X 体育 陈贤贤 420682******17652X 体育 毕婷婷 340111******110526 初中英语 江丽峰 421124******296028 初中数学

包顺一 310229******084414 体育 陈雨婷 140522******306225 体育 余晓珍 341122******033628 初中英语 李迎春 341226******063320 初中数学

田广 430722******035638 体育 陈素素 321324******100827 体育 张佳妮 152701******040929 初中英语 李然 310102******222830 初中数学

刘晨 342623******184417 体育 俞俊华 310230******275172 体育 李晶 612429******030020 初中英语 杨诗韵 310114******090024 初中数学

刘越 140122******260111 体育 姚猛 320829******221416 体育 邵帅 412801******260831 初中英语 汪晶晶 310108******201044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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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飒 542232******230746 初中数学 丁元品 310109******230022 学前教育 任思融 659001******060343 学前教育 江颖 321088******104862 学前教育

周依依 310114******140026 初中数学 丁静媛 340302******010225 学前教育 刘仁鹏 230503******190624 学前教育 羊洁颖 420983******213625 学前教育

陈志婧 320684******296660 初中数学 巴晓婷 410329******160024 学前教育 刘文文 412728******244564 学前教育 许莹 310105******130425 学前教育

陈家琦 310114******070611 初中数学 毛莹莹 622701******281146 学前教育 刘兰芳 342901******197426 学前教育 严永芳 340826******092267 学前教育

高铭栩 530322******160021 初中数学 王义蔓 310114******024826 学前教育 刘珏 310114******184045 学前教育 严玲娜 310117******283421 学前教育

曾荔晶 430426******237241 初中数学 王丹丹 342422******10058X 学前教育 刘晖 310114******08122X 学前教育 佟雪熙 230602******243228 学前教育

潘家叆 210282******171924 初中数学 王乐怡 310107******093922 学前教育 刘鑫3 341226******115049 学前教育 吴佳妮 310114******170420 学前教育

薛莹 410105******210082 初中数学 王丽红 341223******064101 学前教育 庄婧暄 310114******013628 学前教育 吴霖 410802******110106 学前教育

王依菲 310107******270921 学前教育 曲丽文 310108******122904 学前教育 宋金玲 232301******266221 学前教育

曹立 310113******241712 劳技 王尚瑾 310230******20126X 学前教育 朱一晨 321088******012740 学前教育 张小梅 320981******054224 学前教育

王杰 341225******281448 学前教育 朱小茜 310107******283980 学前教育 张月竹 620103******090026 学前教育

何彦雨 130982******217515 其他 王娅婷 310114******191041 学前教育 朱文君 310108******230539 学前教育 张昊天 310114******101636 学前教育

宋东升 510524******126002 其他 王晓敏 310114******081622 学前教育 朱欢平 310228******08264X 学前教育 张雨洁 310228******173627 学前教育

张媛媛 342626******240989 其他 王钱艺 310114******231026 学前教育 朱怡然 341226******051525 学前教育 张奕婷 310226******29052X 学前教育

李聪 310107******235324 其他 王培 410825******267602 学前教育 朱诗芸 310229******18182X 学前教育 张美 310114******073420 学前教育

杜文强 370724******186939 其他 仝佳鹭 230605******220228 学前教育 朱苡蕊 310114******270421 学前教育 张倩玉 310114******221029 学前教育

袁自卿 310106******194018 其他 卢思雯 310229******261629 学前教育 江思芸 362329******095764 学前教育 张敏宇 310230******112723 学前教育

顾倩雯 310114******023826 其他 叶梦雯 310229******041826 学前教育 江曼 342623******126345 学前教育 张琬蓉 310114******160024 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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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歆旖 330281******14172X 学前教育 周莹莹 340421******123420 学前教育 陈茹韫 310105******10002X 学前教育 夏依婷 342622******15214X 学前教育

张颖洁 310104******252489 学前教育 周颖青 310226******272920 学前教育 陈锐 342422******052322 学前教育 徐君 310114******233421 学前教育

张燕 310108******101580 学前教育 庞觉慧 310105******165014 学前教育 陈慧敏 310112******11432X 学前教育 徐怡婷 310104******242824 学前教育

李丹艺 310114******012427 学前教育 林宇歆 320111******310826 学前教育 俞敏 310114******280420 学前教育 徐振英 372901******10284X 学前教育

李印莹 310114******200044 学前教育 林怡君 330302******223222 学前教育 南芳芳 330382******242844 学前教育 徐婷 310114******173623 学前教育

李怡雯 310114******01082X 学前教育 林怡雯 310114******141645 学前教育 姚依伶 310114******031446 学前教育 徐斌 310105******311617 学前教育

李欣宇 332501******290024 学前教育 欧阳叶子 522526******202641 学前教育 姚雨岐 620105******261024 学前教育 徐紫琼 310114******021820 学前教育

李欣怡 310114******110020 学前教育 武孙兵 310114******283611 学前教育 姚琳娜 330127******014025 学前教育 殷风 321283******189022 学前教育

李洁逸 310114******160021 学前教育 牧露露 340721******120926 学前教育 宣芷欣 310114******180021 学前教育 殷紫薇 310114******151626 学前教育

杜欣怡 310114******06262X 学前教育 金娜 310107******183926 学前教育 宣嘉怡 310114******051020 学前教育 秦妤婕 310107******055725 学前教育

杨子璇 310114******021427 学前教育 金燕 310114******240067 学前教育 封婷 310229******310026 学前教育 袁悦 310114******190427 学前教育

杨文蓁 340823******121524 学前教育 陆文婷 310114******274029 学前教育 施佳敏 310230******06354X 学前教育 钱彦君 310107******08132X 学前教育

杨凌敏 310112******230929 学前教育 陆圣姣 330482******122724 学前教育 胡欣宇 342427******280966 学前教育 顾仕韩 310114******173428 学前教育

沈丹妮 310114******140642 学前教育 陆莹 310114******111668 学前教育 范昕玮 340202******172842 学前教育 顾佳裕 310230******203527 学前教育

沈玲洁 310227******272427 学前教育 陆婷婷 310226******165321 学前教育 赵伟灿 372925******125324 学前教育 顾昊 310114******283017 学前教育

沈璐 310107******061725 学前教育 陆雅洁 340406******110048 学前教育 赵怡频 310114******080028 学前教育 顾倩宜 310114******050829 学前教育

肖忆忆 310101******11372X 学前教育 陈沁悦 310114******080824 学前教育 赵莹莹 239005******173147 学前教育 曹严匀 310229******290227 学前教育

谷茜 320925******173920 学前教育 陈佳莉 310114******221029 学前教育 赵琪 320923******254843 学前教育 曹璎 310114******08002X 学前教育

闵芯依 310114******012226 学前教育 陈怡蕾 310105******07002X 学前教育 赵雯琪 320583******013347 学前教育 盛嘉妮 310114******160620 学前教育

周肖胤 320923******086647 学前教育 陈诗雨 310114******144223 学前教育 郁晓懿 430281******127561 学前教育 郭滢妤 310230******204384 学前教育

周诗婕 310108******310528 学前教育 陈胜男 420606******034029 学前教育 骆阳芬 330183******095421 学前教育 陶春红 310229******220820 学前教育

周晔 310114******210023 学前教育 陈倩 622821******081829 学前教育 唐国婷 310113******015725 学前教育 章紫馨 310114******180627 学前教育

周涛 320826******063462 学前教育 陈凌希 230103******253628 学前教育 唐胜凌 520102******295420 学前教育 傅怀艳 320724******180020 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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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玲意 360681******083920 学前教育 王萌萌 410922******090020 物理 刘瑞敏 372901******028923 政治 吴绮诺 340204******260324 美术

程思敏 310114******243026 学前教育 张贺 372922******210016 物理 孙慧榕 342601******24242X 政治 张柯 513126******261827 美术

谢利萍 330523******082129 学前教育 张聪 411426******074524 物理 朱韵菲 310114******280821 政治 张慧慧 341621******022525 美术

谢燕迪 310229******200825 学前教育 罗凤丽 452729******060023 物理 吴清逸 310114******183624 政治 杨碧君 340881******290021 美术

韩迪 142703******290023 学前教育 崔敏 430821******150045 物理 李莹 411527******102069 政治 宗铭玥 370481******283829 美术

黄静燕 310229******171627 学前教育 梁艳丽 411526******151401 物理 陈雅倩 342501******242825 政治 陈文洁 310114******280820 美术

黄蔷 653124******304221 学前教育 韩知勇 371323******129110 物理 彭薇 420322******220061 政治 赵红伟 371324******106822 美术

楼佳 330124******090465 学前教育 魏玉萍 411522******107528 物理 舒彩云 431228******280820 政治 黄昊翔 310113******305711 美术

葛敏月 310114******07182X 学前教育 蔡春雨 341125******124767 美术

蒋欣 222403******081321 学前教育 丁青 430922******038529 信息科技 丁芳 342225******307502 美术

阙依敏 310114******114825 学前教育 王晓磊 310114******043617 信息科技 马婧 320602******260020 美术 王一丹 140105******171826 音乐

管迪 310114******311622 学前教育 刘飞元 430224******264219 信息科技 王依婷 310114******050624 美术 王一壬 340703******204026 音乐

樊佳倩 310114******294826 学前教育 刘佳宁 131127******050088 信息科技 王姝文 330206******144624 美术 王璐佳 330282******060024 音乐

樊晓晖 310114******152222 学前教育 许娟 320801******210042 信息科技 王谟华 310109******304038 美术 付嘉琪 232625******070125 音乐

潘朱燕 310114******224220 学前教育 张经霞 410381******084601 信息科技 韦琳 522128******120029 美术 邓耀灵 340702******112020 音乐

潘静 330324******105760 学前教育 赵迪 411381******097924 信息科技 刘小红 500235******295029 美术 刘蕊 130221******230068 音乐

戴诗瑶 321321******105820 学前教育 章玉霞 342501******108623 信息科技 吉雯瑾 320583******156324 美术 宋重阳 370202******014913 音乐

戴晨曦 310114******080020 学前教育 孙亚楠 370704******261640 美术 张艳华 610222******240023 音乐

瞿菲菲 310230******015162 学前教育 支虹元 150204******02124X 政治 安彦励 230221******020268 美术 张蔚玮 420381******010022 音乐

魏丽芳 511523******283568 学前教育 王卢易 310114******040625 政治 汤洁 330602******300029 美术 李晓露 330327******040029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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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航 320922******23901X 音乐 蒋海燕 320684******144161 音乐 李欣 430421******190066 高中数学 杨燕 340821******105925 教育和心理

李媛媛 140109******103028 音乐 滕奕 430105******071324 音乐 章凤琴 340827******100326 高中数学 陈怡文 330282******030040 教育和心理

周玉 340803******302125 音乐 童林曦 412822******167640 高中数学 陈星秀 513722******200024 教育和心理

陆碧波 320681******127028 音乐 丁羽飞 340503******050218 高中英语 赵有璐 532522******02212X 教育和心理

郑思嘉 211103******130021 音乐 朱业玲 342622******010268 高中英语 孙鑫 370785******07451X 高中语文 程利芝 412326******293321 教育和心理

奚佳 310230******192125 音乐 吴敏 422822******234521 高中英语 何柳璇 130181******175421 高中语文 黄燕 320281******105262 教育和心理

徐靖 321323******171543 音乐 宋云 130582******060410 高中英语 张瑜雯 320501******200026 高中语文 雷珠 420281******036948 教育和心理

秦贝妮 310110******083220 音乐 贺婷 360321******088040 高中英语 李启泓 340403******291227 高中语文

郜淑云 340504******170023 音乐 袁媛 340123******130029 高中英语 李佳 130128******061245 高中语文 崔浩睿 650102******210048 特殊教育

高干婷 320925******120046 音乐 沈晨 310229******141628 高中语文 瞿林丽 411524******103686 特殊教育

寇珍 412326******067547 音乐 王皓晴 372926******307728 高中数学 周颖 330501******045429 高中语文

郭晓娜 371481******07664X 音乐 王靖雯 320925******116723 高中数学 徐云洁 310114******120029 高中语文

韩僮 231003******312021 音乐 卢璐 330282******26174X 高中数学 崔天月 230805******070249 高中语文

董文倩 320911******271528 音乐 刘安美 340203******191825 高中数学 曹晓娟 321322******087464 高中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