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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区教育系统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候选人评议结果 

一、一级教师候选人评议通过名单（199 名） 

青浦中学:(1 名) 陆纯 

朱家角中学:(4名) 王越  陆文文  马爱萍  王莎莎   

复旦分校:(9 名) 朱馨忆  王定洋  孙玉俊  姚远   陈逸铭  王小健 

刘宇晨  王夏倩  田沛丰  

青浦一中:(6 名) 薛琼  马睿嵘  蔡勤  顾玮  党慧玲  薛婧媛 

东湖中学:(4 名) 闫霞  许丹怡  沈慧婷  袁萍萍 

毓秀学校:(4 名) 蔡婷洁  朱凤莲  张珊  陈玉婷 

毓华学校:(3 名) 徐美景  周路一  彭琪 

佳信学校:(2 名) 许超（流动）  陈凯宇（流动） 

崧泽学校:(3 名) 张韵安  杨梦天  朱爱军 

博文学校:(3 名) 王丽丽  金晶  徐晨红 

实验中学:(5 名) 顾莹洁  管晓琴  张胡荻  张羽  钱星辰 

东方中学:(2 名) 钱月红  徐淳智   

尚美中学:(2 名) 隋欣（流动）  武英丽（流动） 

崧淀中学:(2 名) 李利民  周倩 

青教院附中:(3名) 邹丽萍  刁明惠  王思源 

清河湾中学:(1名) 赵婧 

徐泾中学:(1 名) 李瑞芳 

华新中学:(4 名) 孙鑫  赵磊  冯培丽  周丽雅 

凤溪中学:(2 名) 陆佳磊  诸悦婷 

重固中学:(1 名) 顾莹 

白鹤中学:(4 名) 杨毅彬  丁晓俊  单李娟  葛萌娇 

珠溪中学:(1 名) 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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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安中学:(1 名) 吴振丹 

金泽中学:(2 名) 吴潇湘（流动）  张韩（流动） 

实验小学:(3 名) 顾叶青  何蔚然  李磊洁 

豫英小学:(2 名) 陆佩丽  黄华静 

御澜湾学校:(2名) 邹婵  徐莹莹 

庆华小学:(2 名) 莫寅飞  朱恬佳 

东门小学:(1 名) 徐静静 

逸夫小学:(3 名) 何宇  潘磊  花玉婷 

佳禾小学:(1 名) 陈玉兰 

瀚文小学:(3 名) 王佳栋  蔡璇  王丽敏 

崧文小学:(2 名) 顾恒卓  庄佳怡 

青教院附小:(4名) 蒋慧霞  黄晓霞  周白尘  孙怡倩 

徐泾一小:(3 名) 朱佳悦  金佳凤  沈洁 

徐泾二小:(2 名) 盛丽艳  刘玲 

华新小学:(4 名) 顾鸣超  顾漪丽  叶强  刘晓丽 

嵩华小学:(1 名) 苏启江 

凤溪小学:(4 名) 陈洁  何红梅  蒋琳  赵震 

香花桥小学:(1名) 张静雯 

白鹤小学:(2 名) 王芸华  徐祖健 

赵屯小学:(1 名) 张巧玲 

朱家角小学:(1名) 范嵘 

沈巷小学:(2 名) 王玮清  张璐 

颜安小学:(2 名) 沈嘉晴  任春磊 

蒸淀小学:(1 名) 姜辉（流动） 

唯实小学:(2 名) 陆明明  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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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小学:(1 名) 蔡沁怡（流动） 

淀山湖小学:(2名) 朱丽丽（流动）  罗幸春（流动） 

商榻小学:(3 名) 朱文豪（流动）  陶玮玮（流动）  蒋晓芳（流动） 

实验幼儿园:(2名) 唐洁莉  吴晓清 

帕缇欧香幼儿园:(2名) 徐静  陈琼 

庆华幼儿园:(1名) 沈俐 

东方幼儿园:(1名) 夏璇 

晨星幼儿园:(1名) 徐美凤 

新青浦幼儿园:(1 名) 徐卫 

夏雨幼儿园:(1名) 顾晴 

佳佳幼儿园:(3名) 陈嘉琳  包烨  周瑜 

贝贝幼儿园:(2名) 顾华叶  朱韶安 

忆华里幼儿园:(1 名) 陆秋红 

红珊瑚幼儿园:(1 名) 徐唤春 

豫苗幼儿园:(1名) 陈丽 

奇星幼儿园:(1名) 俞莹 

毓秀幼儿园:(1名) 张伟琴 

毓秀二幼:(2 名) 张珺  徐春丽 

朵朵幼儿园:(2名) 夏诞  张兰 

清河湾幼儿园:(1 名) 杨丽霞 

秀涓幼儿园:(1名) 吕萍 

秀泉幼儿园:(1名) 吕晔 

思源幼儿园:(2名) 蔡建芬  王琦娜 

徐泾幼儿园:(1名) 夏玥崃 

徐泾二幼:(2 名) 邢文君  赵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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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泾三幼:(1 名) 朱慧 

尚鸿幼儿园:(1名) 陈洁 

赵巷幼儿园:(1名) 幸玲莉 

华新幼儿园:(2名) 吴芸  罗玉洁 

新霞幼儿园:(1名) 陆俞连 

凤溪幼儿园:(2名) 徐丽婷  沈静燕 

凤雅幼儿园:(1名) 吉洁 

凤音幼儿园:(1名) 陈晓华 

重固幼儿园:(3名) 徐小静  左洁  钱晓辉 

香花桥幼儿园:(1 名) 邱施 

白鹤幼儿园:(1名) 王敏敏 

赵屯幼儿园:(1名) 马冬悦 

大盈幼儿园:(1名) 许晓雯 

阳阳幼儿园:(2名) 杨虹  周维新 

嵩华幼儿园:(2名)  沈佳  瞿秋瑾 

朱家角幼儿园:(2 名) 王慧  沈萍 

朱家角二幼:(1名) 尤慧琼 

泰安幼儿园:(1名) 冯婷婷 

小蒸幼儿园:(1名) 姚静 

蒸淀幼儿园:(1名) 姚志英 

金泽幼儿园:(1名) 李婉霞 

商榻幼儿园:(1名) 金雯婷 

进修学院:(1 名) 印婷婷 

社区学院:(1 名) 李荟敏 

初等职校:(2 名) 凌雨馨  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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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心:(1 名) 徐佳烨 

辅读学校:(1 名) 黄丽艳 

东方绿舟:(4 名) 李琴  黄晶鋆  王伟霞  何蓉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1 名) 陈燕 

协和双语学校:(1 名) 于晶 

世界外国语学校:(2名) 张裕玉  郑敏燕 

 

二、讲师候选人评议通过名单（6名） 

工商信息学校:(6 名) 顾潇彬  郝静  史晓燕  汪珉  张凤龙  朱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