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望城区2022年编外合同制教师转聘备案制拟聘人员名单

序号 抽签号 人员身份 报考岗位 工作单位 体检号 姓名 性别

1 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长郡月亮岛学校 002 余果 男

2 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化学 长郡斑马湖中学 003 王送荣 男

3 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思源学校 004 周冬军 男

4 2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体育 周南望城学校 006 张浩 男

5 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长郡月亮岛学校 007 彭学海 男

6 1-1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靖港片区芦江小学 008 张勇 男

7 2-2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高塘岭实验第一小学 009 赵海华 男

8 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中职旅游 望城区职业中专 010 刘骞 男

9 2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长郡月亮岛学校 011 朱自江 男

10 1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长郡月亮岛学校 012 许富强 男

11 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物理 长郡月亮岛学校 013 龚玲安 男

12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长沙市一中金山桥学校 019 柳阳 男

13 2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体育 长郡月亮岛学校 021 王智鹏 男

14 1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音乐 长郡斑马湖中学 022 楚健鑫 男

15 1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023 任涛 男

16 10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数学 望城区职业中专 024 江澈 男

17 26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体育 望城区职业中专 026 孙博 男

18 27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体育 望城一中 027 谢双礼 男

19 1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030 廖鸣 男

20 1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东马小学 031 周迎宾 男

21 1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星城片区南村小学 032 伍俊 男

22 2-3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月二小 034 王亚红 女

23 3-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附中星城一小 035 伏汨 女

24 2-1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一师斑马湖 036 龚 皝 女

25 3-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037 郑芳丽 女



序号 抽签号 人员身份 报考岗位 工作单位 体检号 姓名 性别

26 3-2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038 张倩 女

27 3-1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一师斑马湖 039 刘畅婉 女

28 1-1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月二小 040 凌柳丽 女

29 1-3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周南望城学校 041 罗杏 女

30 2-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周南望城学校 042 唐露 女

31 1-3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043 史瑞 女

32 2-3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月二小 044 任芷怡 女

33 1-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045 刘洁琼 女

34 2-0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046 彭归 女

35 1-1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047 张胜华 女

36 2-2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一师斑马湖 048 叶畅文 女

37 3-2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049 刘媛 女

38 2-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050 戴丹丹 女

39 3-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周南望城学校 051 杨柳 女

40 3-3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周南望城学校 052 余玲 女

41 3-2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月二小 053 黎嘉敏 女

42 2-2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月二小 054 谢婷 女

43 1-3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附中星城一小 055 蒋克琴 女

44 2-2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附中星城一小 056 甘甜 女

45 1-1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望城一中外国语学校 057 李蕾 女

46 1-1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望城一中外国语学校 058 邓时阳 女

47 1-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059 陈孟娇 女

48 1-1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060 廖亮 女

49 1-2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062 郭嫒 女

50 3-2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中岭小学 064 陈诗莹 女

51 2-2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065 陈瑶琪 女

52 1-1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066 龙晓辉 女

53 2-2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中岭小学 067 朱粤丹 女



序号 抽签号 人员身份 报考岗位 工作单位 体检号 姓名 性别

54 2-3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望城区金潇小学 068 陈静 女

55 3-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069 刘娟 女

56 1-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070 陈翠微 女

57 1-3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071 伍卓知 女

58 2-1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072 肖倩 女

59 2-2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高塘岭实验第二小学 073 舒姣 女

60 3-2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高塘岭实验第二小学 074 邓俊 女

61 1-1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一师斑马湖 075 廖施露 女

62 1-2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一师斑马湖 076 陈雨晴 女

63 3-3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077 李丽霞 女

64 3-1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078 熊茜 女

65 3-1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星城实验小学 079 申雪景 女

66 3-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东马小学 080 赵丁丁 女

67 2-1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附中星城一小 081 刘艳芳 女

68 1-1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附中星城一小 082 田杰 女

69 1-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084 唐健芳 女

70 3-3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望城区乌山小学 089 吴丽娟 女

71 3-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090 王幸 女

72 3-1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091 邓婷 女

73 3-2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月二小 092 荆兴 女

74 3-3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高塘岭片区月龙小学 093 刘雯 女

75 2-1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望城一中外国语学校 094 杨川 女

76 1-3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098 陈依玲 女

77 1-3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周南望城学校 100 游丽娟 女

78 3-1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102 崔娟丽 女

79 1-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周南望城学校 105 叶丹 女

80 2-3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高塘岭片区八曲河小学 107 陶灵芝 女

81 2-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109 陶珺 女



序号 抽签号 人员身份 报考岗位 工作单位 体检号 姓名 性别

82 2-1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110 谭平 女

83 3-3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周南望城学校 112 李珊 女

84 3-1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116 杨康玲 女

85 1-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118 李琼 女

86 1-2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望城一中外国语学校 121 向黾茜 女

87 3-2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望城区金潇小学 122 陈杨 女

88 2-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前进小学 123 李华 女

89 1-1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望城一中外国语学校 124 曾技楠 女

90 2-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郡月亮岛学校 125 彭笑 女

91 1-1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一师斑马湖 127 蒋 静 女

92 2-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一师斑马湖 129 任 敏 女

93 2-1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中岭小学 130 王东花 女

94 1-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高塘岭实验第二小学 141 李傲 女

95 2-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150 陈西西 女

96 2-1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附中星城一小 151 曹宇 女

97 1-1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郡月亮岛学校 152 吴秀波 女

98 1-0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一师斑马湖 159 郝梦霞 女

99 2-1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周南望城学校 165 李雅丽 女

100 2-2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一师斑马湖 166 吴 丹 女

101 1-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月二小 167 刘珺 女

102 2-2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铜官片区新河小学 171 刘亮 女

103 2-0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178 董佳 女

104 2-2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179 胡煜 女

105 2-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中岭小学 180 廖雪姣 女

106 2-1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郡月亮岛学校 181 唐雨虹 女

107 1-2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中岭小学 182 李圣甜 女

108 1-1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中岭小学 183 刘子君 女

109 2-1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月二小 185 彭灿辉 女



序号 抽签号 人员身份 报考岗位 工作单位 体检号 姓名 性别

110 2-1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一师斑马湖 186 欧阳艳兰 女

111 1-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一师斑马湖 187 朱 俊 女

112 1-1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188 周宇虹 女

113 1-1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189 陈丽姣 女

114 2-2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一师斑马湖 190 潘 婷 女

115 2-1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月二小 191 俞汝金 女

116 2-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铜官片区花果小学 193 曹诗燕 女

117 1-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铜官片区花果小学 194 周芹 女

118 1-2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郡月亮岛学校 196 许香 女

119 1-2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高塘岭中心小学 197 周湘豫 女

120 1-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201 张晓林 女

121 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语文 附中星城 217 杨艺媛 女

122 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语文 望城六中 218 胡凤 女

123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219 熊湘 女

124 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220 曾敏 女

125 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语文 铜官片区丁字中学 221 黄张婷 女

126 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语文 长郡月亮岛学校 222 唐娟娟 女

127 0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语文 附中星城 223 赵智 女

128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英语 靖港片区乔口中学 232 秦安君 女

129 12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英语 望城二中 233 刘 璐 女

130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英语 长郡斑马湖中学 234 谢韬 女

131 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英语 附中星城 235 李建美 女

132 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英语 长郡斑马湖中学 236 刘佳丽 女

133 0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英语 长郡斑马湖中学 237 谭霏 女

134 10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英语 望城二中 238 易 梅 女

135 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英语 高塘岭片区新康中学 239 任希 女

136 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英语 望城一中外国语学校 240 彭召娣 女

137 1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政治 长郡月亮岛学校 247 胡江华 女



序号 抽签号 人员身份 报考岗位 工作单位 体检号 姓名 性别

138 1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政治 长郡月亮岛学校 248 文波 女

139 1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政治 长郡斑马湖中学 249 罗元 女

140 1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政治 长郡斑马湖中学 250 郭茜莹 女

141 1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星城实验小学 252 杨丽佳 女

142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道法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253 刘牧鹰 女

143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道法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254 刘筱桧 女

144 1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高塘岭片区维梓小学 255 刘盼 女

145 18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政治 望城六中 261 李花 女

146 1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高塘岭中心小学 265 尹赛平 女

147 1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政治 望城一中外国语学校 266 文瑾 女

148 0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高塘岭片区高冲小学 270 李敏 女

149 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星城片区同福小学 271 任薇 女

150 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乔口田心小学 272 杨玉 女

151 1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长郡月亮岛学校 274 邵启迪 女

152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铜官片区双湖小学 275 向婷 女

153 1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铜官片区集镇小学 276 尹意佳 女

154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附中星城一小 277 晏俣 女

155 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278 彭阿明 女

156 1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靖港片区民丰中心小学 282 易阳 女

157 1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政治 附中星城 285 邹馥鸿 女

158 1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政治 铜官片区铜官中学 286 赵莹波 女

159 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道法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287 尹靖 女

160 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政治 长郡斑马湖中学 290 汪伏玲 女

161 1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高塘岭片区维梓小学 296 黄琼 女

162 1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297 李朗溪 女

163 1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茶亭片区金钩寺小学 298 万芳 女

164 2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幼儿园 星城片区望洲幼儿园 299 阳慧娟 女

165 1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高塘岭实验第二小学 300 熊珊 女



序号 抽签号 人员身份 报考岗位 工作单位 体检号 姓名 性别

166 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周南望城学校 302 董宁波 女

167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中岭小学 303 邓芳 女

168 1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中岭小学 304 朱俊婕 女

169 2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幼儿园 星城片区望泽幼儿园 306 刘美玲 女

170 1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307 杨黎黎 女

171 1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长郡月亮岛学校 308 杨慧 女

172 2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幼儿园 教育局望洲府幼儿园 309 郭利春 女

173 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周南望城学校 310 聂海婷 女

174 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长沙市一中金山桥学校 327 唐舒 女

175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音乐 长沙市一中金山桥学校 328 杨凯婷 女

176 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体育 黄金中学 329 潘语嫣 女

177 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幼儿园 白箬铺镇金城幼儿园 332 杨双镕 女

178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历史 附中星城 337 周雅雯 女

179 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数学 长郡斑马湖中学 338 车桂花 女

180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数学 长郡斑马湖中学 339 李阳 女

181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数学 长郡月亮岛学校 340 廖清 女

182 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数学 靖港片区格塘中学 341 刘昕 女

183 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数学 长郡斑马湖中学 342 金娜 女

184 11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数学 望城六中 343 张嘉欣 女

185 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历史 铜官片区铜官中学 344 周琼琼 女

186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生物 长郡月亮岛学校 354 张佳花 女

187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地理 长郡月亮岛学校 355 张晓燕 女

188 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历史 望城六中 356 王思思 女

189 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地理 附中星城 359 胡仲仲 女

190 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地理 长郡月亮岛学校 361 易婷婷 女

191 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化学 铜官片区丁字中学 362 周建秀 女

192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化学 高塘岭片区育红中学 363 刘子铃 女

193 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美术 附中星城一小 365 毕敏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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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2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体育 附中星城 366 潘芳丽 女

195 1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美术 长郡斑马湖中学 367 彭依 女

196 28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体育 长郡斑马湖中学 368 周卓群 女

197 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周南望城学校 370 黎婷 女

198 1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一师斑马湖 371 卢月星 女

199 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美术 长月二小 378 鲁望 女

200 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美术 中岭小学 379 文晓艳 女

201 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美术 前进小学 381 刘芙蓉 女

202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美术 长月二小 382 李佳慧 女

203 1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美术 中岭小学 383 邓倩静 女

204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科学 中岭小学 384 谢淼 女

205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东马小学 385 何文 女

206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体育 中岭小学 386 厉俐 女

207 1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美术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387 李依穗 女

208 1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美术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388 谭翔 女

209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科学 长郡月亮岛第三小学 393 余海娇 女

210 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高中心理 望城二中 394 张春香 女

211 0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信息 周南望城学校 397 蒋珍珍 女

212 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中职幼儿教育 望城区职业中专 400 文庆龄 女

213 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科学 长郡月亮岛学校 401 谢巧玲 女

214 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化学 黄金中学 405 潘秀梅 女

215 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化学 友仁中学 406 贺解放 女

216 1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香桥小学 409 潘甜 女

217 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望城区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410 唐丽春 女

218 1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语文 黄金中学 411 刘佳琦 女

219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中职旅游 望城区职业中专 417 罗丹阳 女

220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英语 黄金中学 418 罗希 女

221 01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英语 星城片区桂芳小学 423 杨蓉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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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10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星城片区桐林中心小学 424 李鸽 女

223 09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生物 黄金中学 426 周钰明 女

224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星城片区桐林中心小学 427 刘婧云 女

225 04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白箬铺镇光明小学 429 孙亚琴 女

226 03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沙市一中金山桥学校 432 罗琳 女

227 1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白箬铺镇桃林小学 436 苏桂芝 女

228 07 编外合同制教师 中职信息 望城区职业中专 437 刘丹 女

229 05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白箬中心小学 438 胡蓉 女

230 02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星城片区正桥小学 440 许静 女

231 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中职信息 望城区职业中专 441 向冬梅 女

232 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数学 长沙市一中金山桥学校 442 曾舟石 女

233 08 编外合同制教师 小学语文 长沙市一中金山桥学校 443 曾佩 女

234 06 编外合同制教师 初中历史 茶亭片区东城中学 递1 孟秀秀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