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吉县招聘 2022 年中小学教师参加第四批现场

面试人员名单公告

根据《浙江省安吉县 2022 年招聘教师公告（第 1号）》、《浙江省

安吉县 2022 年招聘教师公告（第 3 号）》既定规则，经前期短信通知，

本人确认后，现将第四批择优参加现场面试人员名单予以公告（具体

名单见附件 1），请参加面试人员 2022 年 5 月 14 日（周六）上午 7:20

前到安吉县教育局（齐云路 233 号）101 教室报到，参加面试。报到

时请随带网上报名提供的相应佐证材料原件和复印件，迟到或缺考者

责任自负。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社会学科面试采用上微型课、

回答指定问题和评委提问的方式进行，心理健康学科面试采用案例分

析、回答指定问题和评委提问的方式进行，体育、美术学科采用上微

型课、评委提问和技能测试方式进行，幼儿园学科学科采用上微型课、

评委提问和技能展示（展示器材自带）方式进行。疫情原因请你同时

提交出发地的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安吉的24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报告（未取得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者不得参加面试），并认

真填写《安吉县教育局招聘教师现场面试疫情防控承诺书》（附件 2）

和《县外来安吉面试教师信息采集表》（附件 3），并将承诺书照片和

信息采集表 5 月 11 日下午 15 点前发送至 ajrsk@163.com 邮箱，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报告和疫情防控承诺书纸质稿面试当天进入教育局前

提交给疫情防控工作人员。面试结束后将在第一时间公布拟签约人员

名单并安排集中签约。

如有疑问请咨询：0572-5188805。

附件：1.安吉县招聘 2022 年中小学教师参加第四批现场面试人

员名单

2.安吉县教育局招聘教师现场面试疫情防控承诺书



3.县外来安吉面试教师信息采集表

安吉县教育局

2022 年 5月 11 日



附件 1：

安吉县招聘 2022 年中小学教师参加第四批现场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学段 学科 姓 名 序号 学段 学科 姓 名

1 中小学 语文 蒋玮玮 19 中小学 数学 陈晨

2 中小学 语文 董国芳 20 中小学 数学 刘玉琳

3 中小学 语文 谷慧芳 21 中小学 数学 夏微伟

4 中小学 语文 李倩倩 22 中小学 数学 吴泽南

5 中小学 语文 裴武琴 23 中小学 英语 闫思璇

6 中小学 语文 陈婷婷 24 中小学 英语 吴敏丽

7 中小学 语文 胡月明 25 中小学 英语 李小燕

8 中小学 语文 成思雨 26 中小学 英语 黄丽缘

9 中小学 语文 童晓敏 27 中小学 科学 陈洋

10 中小学 语文 张倩怡 28 中小学 科学 孙卫培

11 中小学 语文 方雨情 29 中小学 科学 刘相玉

12 中小学 语文 于许吉 30 中小学 科学 程思怡

13 中小学 语文 胡燕阳 31 中小学 科学 吴姣姣

14 中小学 数学 徐晨宁 32 中小学 社会 王雅男

15 中小学 数学 付彤彤 33 中小学 社会 唐奕宁

16 中小学 数学 刘雪晴 34 中小学 社会 杨佳

17 中小学 数学 陈香雨 35 中小学 社会 刘嘉瑶

18 中小学 数学 芮亦冉 36 中小学 社会 赵琪



序号 学段 学科 姓 名 序号 学段 学科 姓 名

37 中小学 社会 钱锋云 49 中小学 体育 董伟杰

38 中小学 社会 章佳慧 50 中小学 体育 杨靖康

39 中小学 社会 阮琦煜 51 中小学 美术 沙奕含

40 中小学 社会 甘雪格 52 中小学 美术 潘璐晨

41 中小学 社会 聂杰 53 中小学 美术 笪雯

42 中小学 社会 张丹 54 中小学 美术 唐娇

43 中小学 体育 吴孟飞 55 中小学 美术 韩欢

44 中小学 体育 许建伟 56 中小学 美术 施家辉

45 中小学 体育 章嘉仪 57 中小学 心理健康 胡战胜

46 中小学 体育 周浩 58 幼儿园 幼儿园 郑丽霞

47 中小学 体育 徐瑞欣 59 幼儿园 幼儿园 阎莹

48 中小学 体育 欧展昂 60 幼儿园 幼儿园 傅言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