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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艳 20060121200064 小学教师资格 孙奕 20060123200160 小学

教师资格 刘霞 20060121502843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曲蕾蕾

20060124301269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于俊荃 20060124200778 小

学教师资格 付效花 20060121403012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王翎

20060121502154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代月香 20060121301904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赵淑梅 20060121303413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孙爱梅 20060121301744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赵秀

20060124302549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张彩欣 20060123200777 小

学教师资格 姜华 20060121405425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陆红

20060121201071 小学教师资格 韩文瑛 20060121501936 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资格 张晓燕 20060121200797 小学教师资格 朱金婵

20060121402414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鲍娜 20060123200700 小学

教师资格 曲妮妮 20060124201114 小学教师资格 张春玲

20060121504200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刘蓓 20060122200781 

小学教师资格 高颖 20060121401604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马秀芳

20060121403579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姜德华 20060121301783 初

级中学教师资格 李晓 20060121301948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林爽

20060123200755 小学教师资格 王吉伦 20060121302588 初级中

学教师资格 吕英豪 20060121302483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张崇波

20060124403615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李荞 20060121200205 小学

教师资格 管桂梅 20060121302726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王秀丽

20060121101072 幼儿园教师资格 匡宝爱 20060121200642 小学



教师资格 王彩云 20060121100912 幼儿园教师资格 张妮

20060121303318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赵芳 20060121501957 中等

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李培秀 20060121304210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刘美丽 20060121503350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宋亚北

20060121303466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吕少罕 20060121301968 初

级中学教师资格 刘卫民 20060121502399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 蔡晓璐 20060124304104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高远

20060123502204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李玲 20060121303212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徐新换 20060121304485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李淑芹 20060121302792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乔仲芹

20060121303676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官瑜 20060123302515 初级

中学教师资格 魏佳 20060124200509 小学教师资格 杜光辉

20060121301724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孙玉霞 20060121503158 中

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孟玉玲 20060121301493 初级中学教师资

格 潘进敏 20060121200002 小学教师资格 车丽 20060121502877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李萍萍 20060121404153 高级中学教师

资格 孙丽 20060121302761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杨广军

20060124304074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徐丽娟 20060121502836 中

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董美红 20060121401630 高级中学教师资

格 李美凤 20060121401819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管永惠

20060124303241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白秀香 20060121201058 小

学教师资格 于洁 20060121302740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李文娜

20060121200007 小学教师资格 申燕萍 20060121503608 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资格 刘桂庆 20060121402166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赵

培军 20060121402217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李丽莉

20060121303546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常云霞 20060124200183 小



学教师资格 邴艳丽 20060121304047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臧青

20060121302935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许英英 20060121501201 中

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王海波 20060122201101 小学教师资格 衣

丰莎 20060121301902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徐良玉

20060121200321 小学教师资格 薛燕婷 20060123200333 小学教

师资格 丁玉英 20060121302695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刘燕子

20060121201133 小学教师资格 隋秀丽 20060121301666 初级中

学教师资格 栾国锋 20060121304492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房素芳

20060121404470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宗玉芝 20060124301814 初

级中学教师资格 于瑞集 20060121403024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董

彬 20060123200484 小学教师资格 崔润客 20060121303970 初级

中学教师资格 刘漪 20060124200394 小学教师资格 黄晶

20060122200269 小学教师资格 孙蕾 20060124302272 初级中学

教师资格 柳晓辉 20060121404283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陶秀琳

20060121402510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周兴法 20060121304392 初

级中学教师资格 栾素云 20060121501512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 王会环 20060121201009 小学教师资格 黄臻臻

20060122101127 幼儿园教师资格 顾相辉 20060121403607 高级

中学教师资格 杨玲 20060124200553 小学教师资格 王印国

20060124200303 小学教师资格 朱洪英 20060121302339 初级中

学教师资格 张桂君 20060124200780 小学教师资格 刘钢

20060121402247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孙巧珍 20060121200380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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