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连江县优秀教育人才专项招聘拟录用人员名单

序号 招聘学校 招聘岗位 姓名 身份证号 录取结果 备注

1 连江华侨中学 中学语文教师 李露 422822**********2X 拟聘用 第一轮

2 连江第一中学 中学语文教师 孙羽晴 350122**********21 拟聘用 第一轮

3 连江第一中学 中学语文教师 林晨煜 350122**********29 拟聘用 第一轮

4 连江文笔中学 中学信息技术教师 刘欣荣 350122**********25 拟聘用 第一轮

5 连江黄如论中学 中学物理教师 郑舒玲 350122**********22 拟聘用 第一轮

6 连江第一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程海霞 350122**********29 拟聘用 第一轮

7 连江第一中学 中学生物教师 黄一凡 350122**********42 拟聘用 第一轮

8 连江尚德中学 中学化学教师 郑雨欣 350121**********20 拟聘用 第一轮

9 连江黄如论中学 中学化学教师 黄婷婷 350122**********42 拟聘用 第一轮

10 连江第一中学 中学政治教师 钟佩芹 350821**********28 拟聘用 第二轮

11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郑晓雪 350122**********28 拟聘用 第二轮

12 连江黄如论中学 中学英语教师 邓珍容 350824**********60 拟聘用 第二轮

13 连江第一中学 中学英语教师 林雅诗 350122**********44 拟聘用 第二轮

14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化学教师 曾祥庚 350122**********12 拟聘用 第二轮

15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生物教师 周怡 420881**********20 拟聘用 第二轮

16 连江第一中学 中学心理健康教师 陈燕禧 350122**********25 拟聘用 第二轮

17 连江尚德中学 中学语文教师 汤硕 350122**********28 拟聘用 第三轮

18 连江文笔中学 中学语文教师 林静雯 350122**********21 拟聘用 第三轮

19 连江第一中学 中学政治教师 温津津 350122**********27 拟聘用 第三轮

20 连江华侨中学 中学地理教师 谢美兰 350122**********20 拟聘用 第三轮

21 连江第一中学 中学化学教师 冯晗 350128**********17 拟聘用 第三轮

22 连江文笔中学 中学生物教师 庄江红 350122**********87 拟聘用 第三轮

23 连江尚德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林学成 350122**********13 拟聘用 第三轮

24 连江黄如论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黄欣 350122**********23 拟聘用 第三轮



25 连江第一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丁楚郡 350122**********20 拟聘用 第三轮

26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林舒欣 350122**********29 拟聘用 第三轮

27 连江第二中学 中学物理教师 杨立莉 350122**********81 拟聘用 第三轮

28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英语教师 叶静 350783**********48 拟聘用 第三轮

29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美术教师 聂永涵 350111**********20 拟聘用 第三轮

30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生物教师 张枫 350103**********24 拟聘用 第三轮

31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英语教师 郭苏婷 362425**********25 拟聘用 第四轮

32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语文教师 郑筱蓉 350104**********64 拟聘用 第四轮

33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语文教师 黄嘉颖 350122**********25 拟聘用 第四轮

34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历史教师 田梦蝶 500226**********49 拟聘用 第四轮

35 连江第五中学 中学生物教师 章新 362226**********20 拟聘用 第五轮

36 连江文笔中学 中学英语教师 詹娉 350122**********25 拟聘用 第五轮

37 连江黄如论中学 中学语文教师 孙栩 350122**********24 拟聘用 第五轮

38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中学
中学物理教师 赵若艳 350111**********85 拟聘用 第六轮

39 连江尚德中学 中学语文教师 谢晓龙 350121**********41 拟聘用 尚德中学专场

40 连江县透堡中学 中学英语教师 余贵珍 350122**********42 拟聘用 农村初中校专场

41 连江第四中学 中学英语教师 李哲号 330304**********13 拟聘用 农村初中校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