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湖北大学 2013 年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 

 
姓名 报名编号 专业（领域）名称 工作单位 

杜安顺 139202152972 教育管理 潜江市高石碑镇第一初级中学 

王林 139202153080 教育管理 黄冈市麻城市黄土岗中心学校 

赵杰 139202159361 教育管理 南漳县第一中学 

常晓 139202153253 教育管理 南漳县东巩镇陆坪完全小学 

程杰 139202153682 教育管理 黄冈市浠水县汪岗镇杨祠小学 

刘家付 139202153654 教育管理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傅家堰中学 

吴桢达 139202153644 教育管理 十堰市武当山特区草店小学 

李珊 139202153817 教育管理 蕲春县横车镇许岗小学 

魏容 139202153908 教育管理 赤壁市黄盖湖中心学校 

徐婷婷 139202154068 教育管理 大悟三中 

黎萍 139202154128 教育管理 咸宁市崇阳县铜钟乡东桥小学 

唐雷鸣 139202154244 教育管理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陡山乡城南中学 

朱海霞 139202153504 教育管理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马垅中学 

黄胜 139202153534 教育管理 咸丰县尖山乡民族初级中学 

毛亢力 139202154554 教育管理 南漳县李庙镇李庙完全小学 

王红 139202156072 教育管理 富池完全中学 

陈玉芳 139202156292 教育管理 远安县河口乡中小学 

贺小曼 139202156396 教育管理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临沮中心小学 

王燕 139202157432 教育管理 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溢流河学校 

汪建华 139202157809 教育管理 湖北省崇阳县铜钟乡案山小学 

肖琼 139202157876 教育管理 南漳县武安镇刘集学初级 

林星 139202158403 教育管理 乘马岗中心学校 

郑卯秀 139202159221 教育管理 湖北省秭归县屈原镇新滩中学 

果园 139202159521 教育管理 湖北省南漳县一中 

胡珊 139202159596 教育管理 湖北省孝昌县小河镇中学 

佘伏玲 139202160104 教育管理 湖北省潜江市刘岭中学 

武忠臣 139202160328 教育管理 阜南县朱寨镇陈庄小学 

谭嫣渊 139202160961 教育管理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九里小学 

何密密 139202161178 教育管理 天门市彭市镇罗桥小学 

胡海钢 139202161242 教育管理 麻城市乘马岗镇乘马岗中心学校 

王静 139202161278 教育管理 天门市多宝镇多宝二中 

刘丹 139202155905 教育管理 监利县福田寺镇柳关小学 

于姗姗 139202162068 教育管理 洛阳市洛龙区第五中学 

周津 139202162313 教育管理 郏县第四实验中学 

杨硕 139202162477 教育管理 崇阳县路口镇明德小学 

王小韦 139202158221 教育管理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中心学校 

田琦 139202158265 学科教学（地理） 湖北省蕲春县向桥中学 



谢俊 139202159907 学科教学（地理） 陕西省白河县第三中学 

柴梅花 139202160525 学科教学（地理） 陕西省白河县第二中学 

俞正堂 139202160077 学科教学（地理） 陕西省山阳县法官镇初级中学 

刘希 139202153612 学科教学（美术）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吴集中心小学 

沈梅 139202154800 学科教学（美术） 孝感市大悟县宣化店镇中心小学 

张志涛 139202154662 学科教学（美术） 新县八里畈镇中心小学 

何景宏 139202157899 学科教学（美术） 潜江市竹根滩镇小学 

张立 139202158653 学科教学（美术） 潜江市竹根滩镇小学 

高霞 139202161163 学科教学（美术） 陕西省山阳县黄家店小学 

王锦勇 139202160518 学科教学（美术） 秭归县两河口镇中心小学 

张向华 139202158843 学科教学（美术） 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中学 

杨洋 139202152978 学科教学（美术） 确山县任店中心小学 

黄发帅 139202155576 学科教学（生物） 巴东县茶店子镇民族中学 

李兰宁 139202156287 学科教学（生物） 旬阳县金寨初级中学 

赵喜霞 139202158995 学科教学（生物） 梁子湖高中 

余威 139202161882 学科教学（生物） 湖北省南漳县高级中学 

程冬梅 139202162469 学科教学（生物）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第二中学 

杨铃林 139202154348 学科教学（数学） 湖北省潜江市熊口镇莲市小学 

程菲 139202155623 学科教学（数学） 崇阳县青山镇西冲小学 

董育红 139202156054 学科教学（数学） 黄冈市团风县杜皮中小学校 

李伟 139202156320 学科教学（数学） 郧西县景阳乡王家小学 

钟晓莉 139202160497 学科教学（数学） 光山县南向店完全小学 

刘晓 139202161240 学科教学（数学） 夏邑县郭店二中 

刘先运 139202161450 学科教学（数学） 大悟县宣化店镇姚畈学校 

姚艳 139202161456 学科教学（数学） 河南省新蔡县龙口镇范庄小学 

张曼曼 139202161788 学科教学（数学） 周口市沈丘县范营乡范营二中 

侯彦霞 139202161978 学科教学（数学）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江集中学 

孙标 139202162246 学科教学（数学） 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下岩小学 

夏秀琳 139202162236 学科教学（数学） 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中心小学 

海景 139202161424 学科教学（数学） 河南省西峡县城区三小 

周秀峰 139202153146 学科教学（思政） 麻城市乘马岗中心学校 

陈鸣笛 139202157791 学科教学（思政） 湖北省南漳县胡营中学 

董娟 139202159397 学科教学（思政） 蕲春四中 

余昊 139202159763 学科教学（思政） 海南省定安县仙沟思源实验学校 

向楠 139202154813 学科教学（思政）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沙河店初级中学 

景晶 139202161891 学科教学（思政） 云梦隔蒲祥山中学 

任杰 139202162683 学科教学（思政） 襄阳市南漳县甘溪完全小学 

张丹 139202154660 学科教学（体育） 新县八里畈长河小学 

曾长青 139202159491 学科教学（体育） 襄阳市谷城县盛康镇盛康中心学校 

徐一峰 139202160124 学科教学（体育） 广西岑溪市归义中学 

张博 139202160108 学科教学（体育） 南阳市桐柏县埠江镇埠江中学 

王艳 139202160363 学科教学（体育） 安康市宁陕县城关初级中学 

龚俊榕 139202161246 学科教学（体育） 钦州市钦南区沙埠中学 



孙钢 139202160945 学科教学（体育） 临泉县滑集镇崔寨九年一贯制学校 

许冬霞 139202162335 学科教学（体育） 和店乡和店中学 

陈璟 139202162524 学科教学（物理） 崇阳县白霓镇谭家小学 

胡坤 139202162558 学科教学（物理） 团风县淋山河高中 

梅峰 139202161755 学科教学（物理） 新县二中 

吴恒炳 139202161563 学科教学（物理）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江集中学 

万珍 139202153748 学科教学（英语）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完全小学 

黄荣 139202154837 学科教学（英语） 湖北省宜城市雷河镇官堰小学 

卫杰 139202155511 学科教学（英语）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中学 

肖丹 139202157380 学科教学（英语） 南漳县武安镇刘集中学 

徐晨 139202158087 学科教学（英语） 南漳县九集镇龙门中学 

裴娜娜 139202158308 学科教学（英语） 团风县马曹庙中学 

江雪 139202159164 学科教学（英语） 南漳县龙门中学 

张婷 139202159602 学科教学（英语） 潜江市刘岭办事处刘岭中学 

肖丹芬 139202159881 学科教学（英语） 崇阳县白霓镇中心小学 

李梦莲 139202160048 学科教学（英语） 石首市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吴苹 139202157181 学科教学（英语） 宿松县佐坝初级中学 

程萍迪 139202161342 学科教学（英语） 湖北咸宁崇阳白霓镇中心小学 

魏珊 139202161728 学科教学（英语） 崇阳县石城镇中心小学 

张素芬 139202161972 学科教学（英语） 鹤峰县燕子民族中心学校 

张华帝 139202162197 学科教学（英语） 湖北省南漳县涌泉完全小学 

孙晓敏 139202161679 学科教学（英语） 旬阳县白柳镇中心学校 

张琴 139202162256 学科教学（英语） 彭店中学 

刘小庆 139202162350 学科教学（英语） 南漳县薛坪镇薛坪中学 

尹玲 139202162184 学科教学（英语）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太坪完全小学 

陈迎端 139202155251 学科教学（英语） 海南省白沙县七坊中学 

牛阳 139202153508 学科教学（语文） 天门市石河初级中学 

李巧 139202153686 学科教学（语文） 鹤峰县燕子乡民族中心学校 

阮祥英 139202154583 学科教学（语文） 湖北襄阳南漳县薛坪镇三景中心小学 

年珍 139202155064 学科教学（语文） 麻城市铁门岗中心小学 

曾玲玲 139202155692 学科教学（语文） 南漳县涌泉完全小学 

叶丽琴 139202156091 学科教学（语文） 潜江市高石碑中心小学 

郑建彬 139202156336 学科教学（语文） 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中心学校 

楚伦文 139202155948 学科教学（语文）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镇杨柳完全小学 

邓娇 139202156993 学科教学（语文） 梁子湖高中 

余荣 139202155597 学科教学（语文） 团风县十力中学 

张妮娜 139202158806 学科教学（语文） 南漳县城关镇临沮中心小学 

杨玲 139202159390 学科教学（语文） 阳新县兴国镇石震小学 

代甜 139202159396 学科教学（语文） 南漳县城关镇中心幼儿园 

侯盼 139202159954 学科教学（语文） 新蔡县砖店镇大宋庄小学 

丁月峰 139202160301 学科教学（语文） 河南省邓州市刘集镇中心小学 

宋福丹 139202160971 学科教学（语文） 秭归县茅坪镇九里小学 

张运青 139202161738 学科教学（语文）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武镇初级中学 



孙靖 139202155888 学科教学（语文） 遂平县张店中学 

柯淑芬 139202161780 学科教学（语文） 白沙七峰学校 

邓茜文 139202161962 学科教学（语文） 河南省淮滨县三空桥乡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