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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教师〔2018〕1101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第十六届高等学校师范教育专业 

毕业生教学技能比赛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院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河南省第十六届高等学校师范

教育专业毕业生教学技能比赛的通知》（教师〔2018〕872 号）精

神，河南省第十六届高等学校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生教学技能比赛

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18 日在新乡学院顺利举行。经各高等学校

组织初赛和省教育厅组织决赛，共评选出省级一等奖 149 名、二

等奖 156 名、三等奖 279 名。洛阳师范学院等 15 所院校分别获得

团体一、二、三等奖，新乡学院吴世娟等 149 名教师获得优秀辅

导奖。现将本届比赛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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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河南省第十六届高等学校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生教学技

能比赛团体奖名单 

2.河南省第十六届高等学校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生教学

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2018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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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第十六届高等学校师范教育专业 

毕业生教学技能比赛团体奖名单 
 

一等奖：洛阳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郑州师范学院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二等奖：新乡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 

商丘师范学院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信阳师范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河南大学 

南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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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第十六届高等学校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生教学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149名） 

姓  名 参赛学段 参赛学科 参赛单位 辅导教师 证书编号 

闫 林 小学组 语文 新乡学院 吴世娟 豫教〔2018〕42824号 

孙 萌 小学组 语文 洛阳师范学院 毛艳玲 豫教〔2018〕42825号 

李菲菲 小学组 语文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田慧霞 豫教〔2018〕42826号 

翟月梅 小学组 语文 郑州师范学院 薛微微 豫教〔2018〕42827号 

常 蕊 小学组 语文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齐 昕 豫教〔2018〕42828号 

谢晓敏 小学组 语文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王艳平 豫教〔2018〕42829号 

付鑫鑫 小学组 数学 郑州师范学院 高 燕 豫教〔2018〕42830号 

曹 钦 小学组 数学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娜娜 豫教〔2018〕42831号 

石文玉 小学组 数学 洛阳师范学院 杨继真 豫教〔2018〕42832号 

贺月珍 小学组 数学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晁晶晶 豫教〔2018〕42833号 

王 琰 小学组 英语 洛阳师范学院 程 锦 豫教〔2018〕42834号 

沈文杰 小学组 英语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田秋香 豫教〔2018〕428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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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余姝 小学组 英语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武漫丽 豫教〔2018〕42836号 

刘慧敏 小学组 英语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郑星星 豫教〔2018〕42837号 

王梦薇 小学组 英语 安阳师范学院 戴 丹 豫教〔2018〕42838号 

赵文俊 小学组 英语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乔 锦 豫教〔2018〕42839号 

远 洋 小学组 品德 河南师范大学 韩万渠 豫教〔2018〕42840号 

武航剑 小学组 品德 洛阳师范学院 张 体 豫教〔2018〕42841号 

马璇乐 小学组 品德 信阳学院 闫 霞 豫教〔2018〕42842号 

张雪媛 小学组 品德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邱九凤 豫教〔2018〕42843号 

王世玉 小学组 体育 郑州大学 张秀丽 豫教〔2018〕42844号 

爨晓雨 小学组 体育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沈文丽 豫教〔2018〕42845号 

曹杨琪 小学组 音乐 周口师范学院 徐坤芳 豫教〔2018〕42846号 

王 璐 小学组 音乐 郑州师范学院 楚玲玲 豫教〔2018〕42847号 

徐培萌 小学组 音乐 平顶山学院 张明靖 豫教〔2018〕42848号 

姜伊冉 小学组 音乐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张丽兰 豫教〔2018〕42849号 

马娇杨 小学组 美术 河南师范大学 马 燃 豫教〔2018〕42850号 

薛丽萍 小学组 美术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柴新昕 豫教〔2018〕42851号 

龚 贺 小学组 美术 信阳师范学院 邓雪萍 豫教〔2018〕428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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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树青 小学组 科学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中杰 豫教〔2018〕42853号 

余 雪 小学组 信息技术 信阳师范学院 刘 萱 豫教〔2018〕42854号 

孙荣欣 小学组 信息技术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薛 睿 豫教〔2018〕42855号 

余 威 小学组 心理健康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马媛媛 豫教〔2018〕42856号 

金 钊 初中组 语文 河南师范大学 刘安娜 豫教〔2018〕42857号 

葛雁晓 初中组 语文 洛阳师范学院 周显峰 豫教〔2018〕42858号 

胡慧莹 初中组 语文 郑州师范学院 赵 莉 豫教〔2018〕42859号 

张 莉 初中组 语文 周口师范学院 董 越 豫教〔2018〕42860号 

韩露露 初中组 语文 新乡学院 左攀峰 豫教〔2018〕42861号 

胡得义 初中组 语文 商丘师范学院 张晓玲 豫教〔2018〕42862号 

童真珍 初中组 数学 周口师范学院 杨建辉 豫教〔2018〕42863号 

王梓萱 初中组 数学 郑州师范学院 张小慧 豫教〔2018〕42864号 

吕雨霏 初中组 数学 信阳师范学院 何俊杰 豫教〔2018〕42865号 

张天乙 初中组 数学 新乡学院 梁桂珍 豫教〔2018〕42866号 

秦素勤 初中组 数学 商丘师范学院 任 磊 豫教〔2018〕42867号 

徐一鸣 初中组 英语 洛阳师范学院 范俊铭 豫教〔2018〕42868号 

赵钒靖 初中组 英语 郑州师范学院 白 帆 豫教〔2018〕428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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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鑫 初中组 英语 周口师范学院 罗 瑞 豫教〔2018〕42870号 

耿浣青 初中组 英语 商丘师范学院 刘 敏 豫教〔2018〕42871号 

孙静雯 初中组 英语 南阳师范学院 汪 剑 豫教〔2018〕42872号 

侯雪敏 初中组 英语 河南科技学院 高 峰 豫教〔2018〕42873号 

周少辉 初中组 英语 信阳学院 李金慧 豫教〔2018〕42874号 

杨安喆 初中组 英语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张海龙 豫教〔2018〕42875号 

陈园园 初中组 英语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李伟杰 豫教〔2018〕42876号 

刘 璐 初中组 英语 安阳学院 任志芬 豫教〔2018〕42877号 

孙薇薇 初中组 英语 河南师范大学 杨 磊 豫教〔2018〕42878号 

王 烁 初中组 英语 河南科技学院 王惠敏 豫教〔2018〕42879号 

王新君 初中组 物理 周口师范学院 王霄萍 豫教〔2018〕42880号 

崔会芳 初中组 物理 郑州师范学院 李 桢 豫教〔2018〕42881号 

孟香馨 初中组 物理 洛阳师范学院 韩礼刚 豫教〔2018〕42882号 

李德贞 初中组 物理 商丘师范学院 刘亚强 豫教〔2018〕42883号 

张 冉 初中组 物理 商丘师范学院 王保玉 豫教〔2018〕42884号 

李 坛 初中组 物理 河南师范大学 陈运保 豫教〔2018〕42885号 

薛颂恩 初中组 化学 洛阳师范学院 张 甜 豫教〔2018〕428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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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艳 初中组 化学 商丘师范学院 王晓娟 豫教〔2018〕42887号 

赵娜娜 初中组 化学 安阳师范学院 刘立新 豫教〔2018〕42888号 

闫明月 初中组 化学 周口师范学院 贾华丽 豫教〔2018〕42889号 

刘思宇 初中组 化学 新乡学院 梁 宇 豫教〔2018〕42890号 

孙航燕 初中组 化学 郑州师范学院 王少卿 豫教〔2018〕42891号 

陈雪莹 初中组 生物 郑州师范学院 张 玮 豫教〔2018〕42892号 

王亚星 初中组 生物 洛阳师范学院 郑 玲 豫教〔2018〕42893号 

王会芳 初中组 生物 周口师范学院 王永立 豫教〔2018〕42894号 

闫雨柔 初中组 生物 河南师范大学 陈建军 豫教〔2018〕42895号 

张红玉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商丘师范学院 宋 玉 豫教〔2018〕42896号 

李梦洁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河南师范大学 胡笑雨 豫教〔2018〕42897号 

王一玮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洛阳师范学院 于慧芳 豫教〔2018〕42898号 

程 婷 初中组 历史 河南师范大学 牛 琳 豫教〔2018〕42899号 

胡家康 初中组 历史 河南大学 王 翠 豫教〔2018〕42900号 

王会平 初中组 历史 新乡学院 申红星 豫教〔2018〕42901号 

白笑琪 初中组 地理 郑州师范学院 梁 丹 豫教〔2018〕42902号 

刘艺琳 初中组 地理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庞晶莹 豫教〔2018〕429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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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苒 初中组 地理 许昌学院 孙艳丽 豫教〔2018〕42904号 

陈 强 初中组 体育 周口师范学院 梁 田 豫教〔2018〕42905号 

王朋高 初中组 体育 河南大学 徐 伟 豫教〔2018〕42906号 

张相楠 初中组 体育 河南师范大学 程彭阳子 豫教〔2018〕42907号 

李孟凡 初中组 体育 商丘师范学院 杨志军 豫教〔2018〕42908号 

靳福鑫 初中组 体育 洛阳师范学院 祝志国 豫教〔2018〕42909号 

景国强 初中组 体育 新乡学院 李龙江 豫教〔2018〕42910号 

李晓辉 初中组 体育 信阳师范学院 刘 莹 豫教〔2018〕42911号 

戴雪晗 初中组 音乐 周口师范学院 王相如 豫教〔2018〕42912号 

赵雅琳 初中组 音乐 河南师范大学 王亚兵 豫教〔2018〕42913号 

张博文 初中组 音乐 郑州大学 张 森 豫教〔2018〕42914号 

马丽君 初中组 音乐 安阳师范学院 张 晴 豫教〔2018〕42915号 

张润梓 初中组 音乐 郑州大学 李 丹 豫教〔2018〕42916号 

王家奇 初中组 音乐 平顶山学院 李 艳 豫教〔2018〕42917号 

田 雨 初中组 美术 郑州师范学院 刘润红 豫教〔2018〕42918号 

张默然 初中组 美术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马 燃 豫教〔2018〕42919号 

李向丽 初中组 美术 商丘师范学院 张学海 豫教〔2018〕429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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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芳 初中组 美术 河南大学 肖海英 豫教〔2018〕42921号 

李慧茹 初中组 美术 安阳师范学院 刘淑红 豫教〔2018〕42922号 

侯亦涵 初中组 美术 新乡学院 陈 晖 豫教〔2018〕42923号 

王陈云 初中组 美术 信阳师范学院 邹青宸 豫教〔2018〕42924号 

黄倩男 初中组 信息技术 信阳师范学院 李国梁 豫教〔2018〕42925号 

朱风乐 初中组 信息技术 南阳师范学院 乔贵春 豫教〔2018〕42926号 

冯晓萱 初中组 信息技术 信阳学院 毛凤翔 豫教〔2018〕42927号 

唐志晶 初中组 信息技术 河南师范大学 张倩倩 豫教〔2018〕42928号 

罗 彤 初中组 心理健康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周观兵 豫教〔2018〕42929号 

王逸文 初中组 心理健康 南阳师范学院 张香敏 豫教〔2018〕42930号 

王亚楠 初中组 心理健康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申华岑 豫教〔2018〕42931号 

边香玉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周口师范学院 李紫阳 豫教〔2018〕42932号 

许俊飞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河南师范大学 崔财艳 豫教〔2018〕42933号 

李 丹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河南大学 王 峥 豫教〔2018〕42934号 

马晨阳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洛阳师范学院 张一楠 豫教〔2018〕42935号 

王天姿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新乡学院 刘红云 豫教〔2018〕42936号 

郭 杭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李向玲 豫教〔2018〕429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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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君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洛阳师范学院 唐桂英 豫教〔2018〕42938号 

李艺萌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许昌学院 张笑涛 豫教〔2018〕42939号 

杨淑君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商丘师范学院 王 霞 豫教〔2018〕42940号 

刘雅慧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安阳师范学院 袁庆晖 豫教〔2018〕42941号 

薛亚如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商丘师范学院 李战营 豫教〔2018〕42942号 

李子晴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信阳师范学院 徐 亮 豫教〔2018〕42943号 

申华纳 学前教育组 本科组 平顶山学院 陈 旭 豫教〔2018〕42944号 

闫 旭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玉玲 豫教〔2018〕42945号 

李 喆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殷挺凯 豫教〔2018〕42946号 

卢雅芳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吕 岚 豫教〔2018〕42947号 

王 晋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任济方 豫教〔2018〕42948号 

陈婷婷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 慧 豫教〔2018〕42949号 

李艺飞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 平 豫教〔2018〕42950号 

王玉娇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黄淮学院（汝南幼师） 王云霞 豫教〔2018〕42951号 

王逍遥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现军 豫教〔2018〕42952号 

贾珂珂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丽敏 豫教〔2018〕42953号 

毛 宁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赵金艳 豫教〔2018〕42954号 



 — 12 — 

季鲁豫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康园园 豫教〔2018〕42955号 

黄 瑞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姚素慧 豫教〔2018〕42956号 

谭迪迪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商丘师院（商丘幼师） 常文化 豫教〔2018〕42957号 

李享享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商丘师院（商丘幼师） 穆淑蒙 豫教〔2018〕42958号 

李高琳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洛阳师范学院 刘佩佩 豫教〔2018〕42959号 

李 雨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周青云 豫教〔2018〕42960号 

钱翰文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周口师范学院 赵珂珂 豫教〔2018〕42961号 

宋雅丽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贵玲 豫教〔2018〕42962号 

龙姣宁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朱乾娜 豫教〔2018〕42963号 

刘芃序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平利 豫教〔2018〕42964号 

张 宁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毛 静 豫教〔2018〕42965号 

马新敏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林 薇 豫教〔2018〕42966号 

丁孟茹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张 媛 豫教〔2018〕42967号 

王金凤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朱乾娜 豫教〔2018〕42968号 

高 瑜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信阳师范学院 李慧丽 豫教〔2018〕42969号 

李梦雨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马雪慧 豫教〔2018〕42970号 

詹超越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南阳师范学院 张俊超 豫教〔2018〕429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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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钊蕙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黄 诚 豫教〔2018〕42972号 

二等奖（156名） 

姓  名 参赛学段 参赛学科 参赛单位 证书编号 

周雪于 小学组 语文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2973号 

余萌萌 小学组 语文 洛阳理工学院 豫教〔2018〕42974号 

宋静瑞 小学组 语文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2975号 

李岩松 小学组 语文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2976号 

齐 泉 小学组 语文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2977号 

王书杰 小学组 语文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2978号 

潘琳娜 小学组 语文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2979号 

黄朝文 小学组 语文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豫教〔2018〕42980号 

许 杭 小学组 数学 南阳理工学院 豫教〔2018〕42981号 

刘 冉 小学组 数学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2982号 

李小飞 小学组 数学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2983号 

樊悄悄 小学组 数学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2984号 

徐思梦 小学组 数学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29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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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颖 小学组 数学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2986号 

李天姿 小学组 英语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2987号 

张可可 小学组 英语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2988号 

郝玉洁 小学组 英语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2989号 

汪留敏 小学组 英语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2990号 

冯源源 小学组 英语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2991号 

李文博 小学组 品德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2992号 

尹亚文 小学组 品德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2993号 

乔娇娇 小学组 品德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2994号 

赵文军 小学组 体育 黄河科技学院 豫教〔2018〕42995号 

高 聪 小学组 体育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2996号 

刘碧钧 小学组 音乐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2997号 

张梦飞 小学组 音乐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2998号 

戚晓佳 小学组 音乐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2999号 

唐元静 小学组 音乐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000号 

李 硕 小学组 美术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001号 

王浦静 小学组 美术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0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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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朋朋 小学组 美术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003号 

刘嘉琪 小学组 科学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004号 

陈科旭 小学组 信息技术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005号 

姜燕芝 小学组 心理健康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006号 

康艳静 初中组 语文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07号 

邱月娇 初中组 语文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08号 

马书静 初中组 语文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009号 

孙嘉悦 初中组 语文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010号 

曹冬雨 初中组 语文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011号 

王宇红 初中组 语文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012号 

张 静 初中组 语文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013号 

王 珂 初中组 语文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豫教〔2018〕43014号 

赵 萍 初中组 数学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015号 

于文文 初中组 数学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16号 

姚梦雅 初中组 数学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17号 

张丽莎 初中组 数学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018号 

程俊提 初中组 数学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0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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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梦宣 初中组 数学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020号 

朱薇薇 初中组 数学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021号 

钮晨晨 初中组 数学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22号 

任 祯 初中组 英语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023号 

聂甜歌 初中组 英语 许昌学院 豫教〔2018〕43024号 

赵银萍 初中组 英语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豫教〔2018〕43025号 

温豪迈 初中组 英语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026号 

王 欣 初中组 英语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027号 

张力维 初中组 英语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028号 

闫子晨 初中组 英语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豫教〔2018〕43029号 

邱 晴 初中组 英语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030号 

倪倩云 初中组 物理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031号 

王 宁 初中组 物理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32号 

胡春阳 初中组 物理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033号 

贾 钰 初中组 化学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034号 

李 瑜 初中组 化学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35号 

崔博雅 初中组 化学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0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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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孟阳 初中组 化学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3037号 

李聪聪 初中组 化学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038号 

田梦莹 初中组 化学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039号 

方冰雪 初中组 生物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040号 

曾晓利 初中组 生物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041号 

候欣欣 初中组 生物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042号 

惠 瑛 初中组 生物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043号 

李 祥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44号 

裴英豪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045号 

洪广坤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许昌学院 豫教〔2018〕43046号 

李静钰 初中组 历史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47号 

王 晨 初中组 历史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豫教〔2018〕43048号 

崔 迪 初中组 地理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049号 

孙建雯 初中组 地理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50号 

史 行 初中组 地理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51号 

郭兆晗 初中组 体育 郑州大学 豫教〔2018〕43052号 

何 玲 初中组 体育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0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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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玺 初中组 体育 黄河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054号 

布鸿威 初中组 体育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055号 

唐梦巍 初中组 体育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056号 

刘 鑫 初中组 音乐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057号 

张明全 初中组 音乐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058号 

樊璐瑶 初中组 音乐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59号 

王朝晖 初中组 音乐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060号 

周华英 初中组 音乐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061号 

张益莹 初中组 音乐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062号 

王孟艳 初中组 美术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063号 

陈 瑾 初中组 美术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064号 

李欣原 初中组 美术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065号 

和崇行 初中组 美术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066号 

李帅威 初中组 美术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067号 

魏诗语 初中组 信息技术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068号 

郑浩然 初中组 信息技术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69号 

杨金金 初中组 信息技术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0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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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文礼 初中组 信息技术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071号 

兰 啸 初中组 心理健康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072号 

陈帅普 初中组 心理健康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073号 

宋小宁 学前教育组 本科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74号 

赵 慧 学前教育组 本科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075号 

张久娟 学前教育组 本科 许昌学院 豫教〔2018〕43076号 

宋婷婷 学前教育组 本科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77号 

靳雨欣 学前教育组 本科 洛阳理工学院 豫教〔2018〕43078号 

胡艺芳 学前教育组 本科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079号 

姚志渊 学前教育组 本科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080号 

王海波 学前教育组 本科 南阳理工学院 豫教〔2018〕43081号 

董颖玉 学前教育组 本科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082号 

严 敏 学前教育组 本科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豫教〔2018〕43083号 

李江怡 学前教育组 本科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084号 

谢婉莹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周口师院（周口幼师） 豫教〔2018〕43085号 

霍思颖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洛阳师院（洛阳幼师） 豫教〔2018〕43086号 

李 妍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洛阳师院（洛阳幼师） 豫教〔2018〕430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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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冰杰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新乡学院（新乡幼师） 豫教〔2018〕43088号 

吕苗苗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南阳师院（南阳幼师） 豫教〔2018〕43089号 

张露冰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090号 

张 潇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南阳师院（南阳幼师） 豫教〔2018〕43091号 

王琳琳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黄淮学院（汝南幼师） 豫教〔2018〕43092号 

张欠欠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周口师院（周口幼师） 豫教〔2018〕43093号 

付 珂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新乡学院（新乡幼师） 豫教〔2018〕43094号 

李 敏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信阳师院（潢川幼师） 豫教〔2018〕43095号 

林苗苗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096号 

易 盼 学前教育组 专科1组 信阳师院（潢川幼师） 豫教〔2018〕43097号 

孙子景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098号 

段玉晓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099号 

薛 鑫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100号 

郝修淼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101号 

张 晨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102号 

潘亚微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103号 

王瑞琦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31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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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玲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黄河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105号 

徐雪莹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106号 

罗 新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107号 

褚碧莲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108号 

赵 乐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109号 

彭佳慧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110号 

夏瑞瑞 初中组 历史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111号 

杨 帆 初中组 英语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112号 

呼玲秀 初中组 英语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113号 

张 莉 初中组 物理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114号 

刘松涛 初中组 音乐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115号 

黄金秋 小学组 道德与法治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116号 

岑叶凡 初中组 心理健康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117号 

李 芊 初中组 化学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118号 

王珍珍 初中组 美术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119号 

李慧芳 初中组 心理健康 新乡学院 豫教〔2018〕43120号 

张菲菲 小学组 数学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31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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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迪 初中组 语文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3122号 

王 双 学前教育组 专科2组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3123号 

马春亭 初中组 化学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3124号 

王晓燕 小学组 语文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3125号 

李欣蕊 小学组 数学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3126号 

李 静 小学组 语文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3127号 

冯景锑 小学组 语文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豫教〔2018〕43128号 

三等奖（279名） 

姓  名 参赛学段 参赛学科 参赛单位 证书编号 

韩怀涛 小学组 体育 郑州大学 豫教〔2018〕43129号 

何金玲 初中组 体育 郑州大学 豫教〔2018〕43130号 

张钦威 初中组 音乐 郑州大学 豫教〔2018〕43131号 

邹艳林 初中组 音乐 郑州大学 豫教〔2018〕43132号 

马紫微 初中组 地理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133号 

武 敏 初中组 生物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134号 

刘欢欢 初中组 英语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1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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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月 初中组 体育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136号 

南梦旗 初中组 地理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137号 

尹清爽 初中组 历史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138号 

刘梦倩 初中组 生物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139号 

张 清 初中组 语文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140号 

陈 悦 初中组 数学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141号 

孙颖朕 初中组 数学 河南大学 豫教〔2018〕43142号 

李建钊 初中组 数学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43号 

张 晴 学前教育组 本科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44号 

窦梦菲 初中组 信息技术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45号 

程 娇 初中组 生物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46号 

智 福 初中组 生物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47号 

韩 迪 初中组 信息技术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48号 

韩岩岩 初中组 心理健康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49号 

闫维娅 初中组 历史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50号 

臧梦利 初中组 化学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51号 

朱 珠 初中组 音乐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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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文 初中组 历史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53号 

丁 欢 初中组 物理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54号 

李 晓 初中组 英语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55号 

姚嘉飞 初中组 体育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56号 

石昌宇 初中组 体育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57号 

吴 仪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58号 

巴静祎 初中组 语文 河南师范大学 豫教〔2018〕43159号 

黄紫荆 初中组 数学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60号 

段 钰 初中组 数学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61号 

张 璐 初中组 语文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62号 

董力菲 初中组 语文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63号 

李元元 初中组 英语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64号 

沈倩倩 初中组 英语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65号 

张 迪 小学组 音乐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66号 

金姣姣 初中组 地理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67号 

徐佳慧 初中组 化学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68号 

郭丛会 初中组 化学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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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高宁 初中组 历史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70号 

陈雅馨 初中组 生物 信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71号 

王苗苗 初中组 物理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72号 

申 倩 初中组 历史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73号 

陈江逸 初中组 音乐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74号 

张紫淇 初中组 英语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75号 

李楚楚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76号 

薛 莹 初中组 生物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77号 

蒋玉洁 小学组 语文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78号 

陈怡昂 初中组 体育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79号 

杜帅豪 初中组 体育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80号 

李 艳 初中组 化学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81号 

吕茜茜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82号 

郭旭馨 学前教育组 本科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83号 

刘春良 初中组 语文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84号 

陈梦奇 小学组 数学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85号 

余倩倩 初中组 数学 洛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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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心愿 初中组 信息技术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87号 

吕帅宜 初中组 历史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88号 

李 微 初中组 美术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89号 

张雪芳 初中组 地理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90号 

侯文静 初中组 物理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91号 

翟雯静 初中组 信息技术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92号 

李江会 小学组 英语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93号 

芦 杰 小学组 体育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94号 

赵 艳 初中组 历史 安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95号 

鲁红月 初中组 地理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96号 

李慧娜 初中组 音乐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97号 

雷凯丽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98号 

徐志宏 初中组 物理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199号 

谷黎明 初中组 信息技术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00号 

付尚尚 初中组 英语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01号 

王春雨 初中组 物理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02号 

张 娜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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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 霞 初中组 生物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04号 

金青霞 初中组 化学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05号 

王 莹 小学组 语文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06号 

邓鸽鸽 小学组 数学 南阳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07号 

刘 荫 初中组 语文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08号 

李宾之 初中组 数学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09号 

李微微 初中组 生物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10号 

王宇凡 初中组 语文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11号 

陈 晓 初中组 数学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12号 

刘振颖 初中组 语文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13号 

李文琪 初中组 英语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14号 

程妍妍 初中组 物理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15号 

董晴晴 初中组 英语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16号 

方 媛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17号 

李 奕 学前教育组 本科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18号 

聂贺楠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19号 

石林林 初中组 体育 周口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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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浩伟 初中组 地理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21号 

张亮倩 初中组 化学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22号 

马亚冬 初中组 数学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23号 

杨 震 小学组 体育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24号 

崔思琦 初中组 语文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25号 

温隆隆 小学组 语文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26号 

时唯皓 初中组 英语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27号 

薄琳琳 小学组 英语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28号 

张刘轩 小学组 数学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29号 

张明珠 小学组 语文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30号 

孙梦璇 小学组 数学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31号 

谭 佳 初中组 生物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32号 

尹晶文 初中组 音乐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33号 

王 双 初中组 美术 商丘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34号 

马 晋 初中组 语文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235号 

沈卫杰 初中组 数学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236号 

何俊彩 初中组 数学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2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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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璐瑶 初中组 语文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238号 

李 敏 初中组 美术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239号 

牟铁成 初中组 体育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240号 

梁 静 初中组 生物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241号 

吕梦洁 初中组 信息技术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242号 

陶苗苗 初中组 语文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243号 

周宁宁 初中组 生物 河南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244号 

金 梦 初中组 生物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45号 

昝春景 初中组 地理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46号 

时梦珂 初中组 美术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47号 

王晶晶 初中组 美术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48号 

刘 帆 小学组 语文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49号 

秦寰宇 初中组 语文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50号 

曹雅琳 学前教育组 本科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51号 

李贝贝 小学组 语文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52号 

李可心 小学组 语文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53号 

任金萌 初中组 数学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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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男 初中组 数学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55号 

宦雨欣 初中组 英语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56号 

高 澜 初中组 英语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57号 

王 征 初中组 英语 郑州师范学院 豫教〔2018〕43258号 

王慧茹 初中组 英语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59号 

孟接来 初中组 音乐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60号 

吴圣晗 小学组 美术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61号 

刘尚峰 小学组 体育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62号 

闫丽娟 小学组 心理健康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63号 

安笑然 学前教育组 专科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64号 

张梦园 小学组 科学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65号 

段慧鸽 初中组 物理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66号 

扣雯婷 初中组 历史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67号 

武丽敏 初中组 历史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68号 

齐亚林 小学组 语文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69号 

谭彩灵 小学组 语文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70号 

刘利倩 小学组 数学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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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晖 小学组 数学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72号 

毋梦瑶 小学组 数学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73号 

张 靖 学前教育组 专科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74号 

殷文惠 学前教育组 专科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75号 

林月月 学前教育组 专科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76号 

李亚楠 学前教育组 专科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77号 

水秀娜 学前教育组 专科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78号 

白凡凡 小学组 英语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79号 

蒋潇涵 小学组 美术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80号 

张丰甜 小学组 音乐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81号 

贺广岩 小学组 英语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82号 

张 雪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83号 

杨雨晴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84号 

曹文杰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85号 

李 营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86号 

陆明月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87号 

张 畅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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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沛 小学组 语文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教〔2018〕43289号 

杨素月 初中组 英语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豫教〔2018〕43290号 

黄金姣 学前教育组 本科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豫教〔2018〕43291号 

吴 聪 初中组 语文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豫教〔2018〕43292号 

申俊俊 初中组 语文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293号 

乔文东 初中组 语文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294号 

张 琳 初中组 语文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295号 

吕慧倩 初中组 语文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296号 

王文月 小学组 英语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297号 

霍佳慧 小学组 英语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298号 

王誉璇 初中组 英语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299号 

吉丽行 小学组 音乐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300号 

海 晨 初中组 美术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301号 

刘 晶 初中组 美术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302号 

石博文 初中组 信息技术 安阳学院 豫教〔2018〕43303号 

段苏玉 初中组 英语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豫教〔2018〕43304号 

郭梦梦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豫教〔2018〕433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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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琳 初中组 语文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豫教〔2018〕43306号 

蒋新玲 初中组 信息技术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07号 

卫冰格 初中组 英语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08号 

孟一静 初中组 音乐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09号 

夏江卉 学前教育组 本科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10号 

韩坤坤 初中组 心理健康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11号 

王培侠 初中组 语文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12号 

张子轩 初中组 美术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13号 

刘路亚 初中组 道德与法治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14号 

李艺怡 小学组 美术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15号 

刘家慈 初中组 数学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16号 

郝雨婷 小学组 数学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17号 

代贝贝 初中组 物理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18号 

任玉婷 初中组 语文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豫教〔2018〕43319号 

蔡 玲 小学组 语文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20号 

刘晨璐 小学组 语文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21号 

王梓睿 学前教育组 专科 黄河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3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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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锐 初中组 体育 黄河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323号 

刘威龙 小学组 体育 黄河科技学院 豫教〔2018〕43324号 

魏荣娜 学前教育组 专科 黄淮学院（汝南幼师） 豫教〔2018〕43325号 

杨 柳 学前教育组 专科 黄淮学院（汝南幼师） 豫教〔2018〕43326号 

马 瑞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27号 

王苗苗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28号 

杨紫嫣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豫教〔2018〕43329号 

张文静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豫教〔2018〕43330号 

卢佳宁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豫教〔2018〕43331号 

张金利 小学组 语文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豫教〔2018〕43332号 

赵亚茹 小学组 数学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豫教〔2018〕43333号 

谭钰琳 学前教育组 本科 洛阳理工学院 豫教〔2018〕43334号 

赵世艺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洛阳师院（洛阳幼师） 豫教〔2018〕43335号 

李瑜佳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洛阳师院（洛阳幼师） 豫教〔2018〕43336号 

张妙蕊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37号 

曹婉玉 小学组 美术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38号 

孙 冰 小学组 英语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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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拿拿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40号 

程露露 小学组 语文 南阳理工学院 豫教〔2018〕43341号 

郭玉倩 小学组 语文 南阳理工学院 豫教〔2018〕43342号 

陈  霞 小学组 数学 南阳理工学院 豫教〔2018〕43343号 

周李春 小学组 数学 南阳理工学院 豫教〔2018〕43344号 

柳 艳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南阳师院（南阳幼师） 豫教〔2018〕43345号 

王鑫铭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南阳师院（南阳幼师） 豫教〔2018〕43346号 

岳晓婷 小学组 语文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347号 

卢昱辰 小学组 美术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348号 

马梦琪 小学组 语文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349号 

李璐瑶 初中组 地理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350号 

杜君静 初中组 化学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351号 

线雪峰 初中组 英语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352号 

张 瑶 初中组 英语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353号 

张 鸽 初中组 体育 平顶山学院 豫教〔2018〕43354号 

徐靖靖 小学组 数学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55号 

高书杰 小学组 语文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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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琳琳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57号 

潘满珍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58号 

韦性芮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59号 

石梦圆 小学组 美术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60号 

王 鑫 小学组 数学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61号 

程 宵 小学组 语文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62号 

闫晓博 小学组 语文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63号 

蒋谱葛 小学组 语文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64号 

荀冰冰 小学组 英语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65号 

李 静 学前教育组 专科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66号 

任亚杰 小学组 语文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67号 

董笑笑 小学组 语文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68号 

宋乐平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商丘师院（商丘幼师） 豫教〔2018〕43369号 

范田梦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商丘师院（商丘幼师） 豫教〔2018〕43370号 

徐晨璐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新乡学院（新乡幼师） 豫教〔2018〕43371号 

曹莹莹 学前教育组 专科 新乡学院（新乡幼师） 豫教〔2018〕43372号 

杨婷婷 学前教育组 专科 信阳师院（潢川幼师） 豫教〔2018〕433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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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叶勤 学前教育组 专科 信阳师院（潢川幼师） 豫教〔2018〕43374号 

王彦辉 初中组 美术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75号 

冯丹丹 初中组 语文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76号 

陈瑞田 初中组 语文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77号 

李子涵 初中组 语文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78号 

魏子清 初中组 语文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79号 

卢梦晓 初中组 语文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80号 

史珊珊 初中组 数学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81号 

李  卓 初中组 数学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82号 

田芙蓉 初中组 历史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83号 

陆记平 初中组 历史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84号 

张  桢 小学组 品德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85号 

连帅明 初中组 地理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86号 

李  潘 初中组 英语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87号 

殷柯凡 初中组 英语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88号 

赵昭旭 初中组 英语 信阳学院 豫教〔2018〕43389号 

王亚琼 学前教育组 专科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9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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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竹 学前教育组 专科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91号 

程寒萧 小学组 语文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92号 

王 丹 小学组 品德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393号 

钱泽林 小学组 语文 许昌学院 豫教〔2018〕43394号 

杨 澜 小学组 语文 许昌学院 豫教〔2018〕43395号 

路 璐 初中组 音乐 许昌学院 豫教〔2018〕43396号 

胡佳佳 初中组 英语 许昌学院 豫教〔2018〕43397号 

陈 景 初中组 体育 许昌学院 豫教〔2018〕43398号 

袁贺龙 初中组 数学 许昌学院 豫教〔2018〕43399号 

王 格 初中组 语文 许昌学院 豫教〔2018〕43400号 

陈 颖 学前教育组 专科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401号 

徐钰滢 小学组 语文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402号 

李月艳 小学组 英语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403号 

张璐瑶 小学组 音乐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404号 

刘倩文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周口师院（周口幼师） 豫教〔2018〕43405号 

宗盼盼 学前教育组 专科 周口师院（周口幼师） 豫教〔2018〕43406号 

朱涵博 小学组 语文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豫教〔2018〕434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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