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饶师范学院 2022 年公开招聘教师及工作人员 

现场资格审查名单 

一、 教学科研类专业技术岗位（329 人） 

部门 岗位代码 需求专业及方向 现场资格审查人员名单 

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

院 

202210101 （050101）文艺学 
黄云芹、罗俊、王祥、逄婷、廖瑶、余贝贝、

余怡薇 

202210102 
（050108）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 

饶甜甜、周奕娴、谢雯琳、姜维东、黄亚菲、

江敏 

202210103 

 （050301）新闻学/

（050302）传播学/

（0552）新闻与传播 

李元有、曹天予、吴田田、毛烨晨、曹贤坤、

戴倩雯、周郡、吴营、华苏敏、黄静玲、钟清

珍、聂辰惠、周紫荆、陈思钰、朱亚帅、韩欣

恬、朱煜衡、孙晨昊、郑斐、夏琳、尚文轩 

政治与法

律学院 

202210201 （0301）法学类 
吴文秀、崔志敏、姚润智、管艺璇、赖亚璇、

郑炎、严泽文、王立成、高以晴 

202210202 （120401）行政管理 杨洋、何强洲 

历史地理

与旅游学

院 

202210301 
（060205）中国古代

史 
宋昊璘、蒋金霖、何川、汤明琪、赖青延 

202210302 
（060206）中国近现

代史 

吴延钊、薛萌、李珊珊、方智文、陈宏泽、李

长坤 

202210303 
（045109）学科教学

（历史） 

杨焱景、张琦、卢莹莹、周含嫣、杨昌辉、李

静芦、邱嫣然 

202210304 
（045110）学科教学

（地理） 

徐婷婷、刘俊男、李媛琪、王智能、朱春凤、

刘慧珍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02210401 

（030506）中国近现

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何智能 

教育科学

院 

202210501 

(040201)基础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方向）

/(040202)发展与教

育心理学/(040203)

应用心理学（测量与

统计方向） 

姜有祥、王徐泽睿、徐娅婷、钟小缘、欧阳雪

媛、刘瑶、姜安琪、方兰兰、程香娟、王亚

兵、刘娟琪、姚康、丁济源、李凤、刘岩鑫、

江伊茹、陈明靖、李士颖、郑文瑜、王玮 

202210502 

（040101）教育学原

理/（040102）课程

与教学论/

（045115）小学教育 

尹波波、杨莹莹、舒柳艺、吕佼、鲍丽萍、杨

碧洁、周芳、张煜、熊威、徐璟怡、胡梓熠、

刘师秀、游莎、刘小龙、苏婷、舒佳炫、丁

萌、叶鎏玉、周露、吴清女 



202210503 

（040105）学前教育

学/（045118）学前

教育 

张琪、陈霈东、谢彤杰、刘腾、史丽霞、刘群

兰、周雅梦、徐梦婷、王丽娟江西吉安、曹春云、

文维、宁一静、杨燕、吴丽丽、叶丽、刘江

萍、姚艳玲、成静怡、姜璨 

外国语学

院 

202210601 （055102）英语口译 
高小敏、元梦、邹林霏、刘芬、饶晋一、洪晶

晶、汪灵燕 

202210602 
（045108）学科教学

（英语） 

杨淑娴、姚侨、郭夏诗、杨莹、刘芷筠、熊文

静、胡群、孔芬芬、张慧楠、熊良琴、黄燕

琴、汤亚妮、颜婧雯、徐超、李琳江西吉安、郑丽

娜、祝月明 

202210603 （055106）日语口译 周宭 

经济与管

理学院 
202210701 

（020204）金融学

/(0251)金融 

陈楚、周常浩、方济民、韩国光、梁梓曦、何

强、高鑫、甘晓东、周振南、温恒、张任云、

尹一帆、曾雯、赵炳志、陈逸鸣、周文煜、彭

寒香、江琳、吴亚仑、王红梅、陈菲 

数学与计

算机科学

学院 

202210801 （0701）数学类 

王艺玲、朱合欢、余丽伶、李凤琴、黄琪、王

露、杨毅、刘童、刘笑俏、周晓倩、夏俊、陈

金建、郭宇、陈海莹、锁清莉、赵紫琳、寇桂

晏、李志君、徐晓妍、冯江超 

202210802 
（045104）学科教学

（数学） 
温佳赢、何诗雨、邵晓梦 

202210803 

（0812）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类/（0835）

软件工程/

（085404）计算机技

术/（085405）软件

工程/（085410）人

工智能/（085411）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

（085412）网络与信

息安全 

王雁鸣、程龙、丁希龙、姜文静、梁朝、徐一

睿、彭硕、徐蒋婷、叶源鑫、杨普全、祝宏

玉、范安然 

物理与电

子信息学

院 

202210901 
（045105）学科教学

（物理） 
刘璐璐、陈青雨、熊琤璐 

化学与环

境科学学

院 

202211001 
（045106）学科教学

（化学） 
方丽梅、徐淑凝、陈冰倩 

生命科学

学院 
202211101 

（0834）风景园林学

/(0953)风景园林 

侯雨琪、冷雄、曾瑶、方娟、许志敏、余子

若、胡海琪、漆子欣、徐雅露、王章芬、陈秋

惠、聂铭希、李梓恒、蒲群、商晔、姚奕平、

陈璐、付玲 



202211102 
（045107）学科教学

（生物） 
江婷婷、刘菲、王庆、张红蕾 

体育学院 

202211201 

（0403）体育学类

（羽毛球方向）/

（0452）体育类（羽

毛球方向） 

李欣、周有美、胡寅枝、李嘉诚 

202211202 

（0403）体育学类

（竞技健美操方向）

/(0452) 体育类（竞

技健美操方向）

（1302）音乐与舞蹈

学（竞技健美操方

向）/（1351）艺术

类（竞技健美操方

向） 

周思涵、何泽莉、鲁卓霖、王丽娟江西上饶、蒋曾

珍、张蕊、杨剑霜、陶佳艺、陈金玉 

202211203 

（0403）体育学类

（体操方向）

/(0452) 体育类（体

操方向） 

谭珍科 

202211204 

（0403）体育学类

（篮球方向）/

（0452）体育类（篮

球方向） 

谢涛、蒋幸佳、徐建富、杨锡龙、杨桂、叶轶

鹏、邹玉瑞、廖紫娟、刘柯、徐成龙、黄翔、

唐靖、刘亚威、李接强、钟平 

202211205 

（0403）体育学类

（田径方向）/

（0452）体育类（田

径方向） 

余永清、纽晓丹、林汉琪、杨康、陈云、王

毅、邓吉康、章列成、傅丽、张加强、朱琪 

美设与设

计学院 

202211301 

（130401）美术学

（油画方向）/

（135107）美术(油

画方向） 

姜志飞、赵强、金鹏、温兴兴、安竑宇、吕乾

圣、张征、陈佳乐、管一霖、栾业川 

202211302 

（130401）美术学

（版画方向）/

（135107）美术(版

画方向） 

黄玥、邓昱、江小小、张原豪、周佩、胡晓

夏、纪默 

202211303 

（130401）美术学

（艺术理论或艺术管

理方向）/

（135107）美术（艺

术理论或艺术管理方

向） 

周学仁、江青峰、郑子艳、章肃霜、李敏 

202211304 

（130501）设计艺术

学（环境设计方向）

/（135108）艺术设

曾楠鹃、刘颖、雷磊、胡译文、王奇、江卓

山、杨琼玉、徐程、杨月涵、范文强、邓尉 



计（环境设计方向） 

音乐舞蹈

学院 

202211401 

（130201）音乐学

（音乐管理方向）/

（135101）音乐（音

乐管理方向） 

张心格、周玲、梁晨、陈晨、刘洁方 

202211402 

（130201）音乐学

（小号方向）/

（135101）音乐（小

号方向） 

郑艺鹏、亚那尔·亚力坤、李渊、丁宗尧、高

欣 

202211403 

（130201）音乐学

（合唱指挥方向）/

（135101）音乐（合

唱指挥方向） 

王天宇、戴怀波、窦一凡、张嘉妍、彭景翊、

王秀红、黄希婧 

202211404 

（130101）艺术学

（中国古典舞表演方

向）/（130202）舞

蹈学（中国古典舞表

演方向）/

（135106）舞蹈（中

国古典舞表演方向） 

徐曼丹 

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391 人） 

部门 
岗位 

类型 
岗位代码 

需求专业及

方向 
现场资格审查人员名单 

学生

工作

处 

专职

学生

辅导

员 

202220101 
专业不限

（男性） 

黄航、程航、张广成、余顺明、刘世举、达那尔·毛

肯、吴耀、张航、方迪盛、郭一鼎、方自豪、程伟

华、李帅、熊晨、陈飞江西玉山、潘凤涛、程国威、吴生

林、黄文、胡学培、徐礼森、黄易之、吕明敏、廖怀

震、赵一鸣、郭伟斌、徐涛、吴滨欣、张勤涛、钱雨

哲、董斯堃、董帮强、冀铮、郑庙华、游礼枭、邱泽

云、罗易、刘帮余、陈文章、徐翔、吴伟航、吴飞

虎、李光飞、刘建兴、梁斌、肖建光、李诗金、万

剑、范福江、吴杨卿、许鹏、杨波、李晋、苏琪、胡

邦楠、陈道颖、王青、曾小文、周乾聪、潘基勇、曾

德辉、黄龙龙、金世城、汪昌涛、廖建军、张毅、龚

周庆、田贵江、刘思宇、柴长慧、江常春、李宏昌、

张伊杰、周九一、蒋维政、吴志辉、王溯硕、胡彦

洲、胡丁、黄华栋、杨翰伦、胡家栋、童文超、郭力

瑜、李江豪、黄业星、颜罗嗣超、陈隆藤、张祥火、

王国涛、雷丙辉、徐原威、邢统、占楠楠 



专职

学生

辅导

员 

202220102 
专业不限

（女性） 

陈寒、杨羚丹妮、舒慧婷、王亚萍、胡敏丽、江艳、

付佳敏、吴英琪、ト单、胡紫薇、罗彩虹、徐青青、

祝佳佳、甘丽灵、谌小燕、程怡帆、朱慧敏、钟杰

平、黄璐、卢佳琪、舒刘洪、徐袆、郑琰歆、蒋思

桦、刘欢江西宜春、黄兰兰、吴志凤、刘榕、贺诚、龙玉

婷、于鲁萍、付凯丰、苏幸味、苏敏婷、刘紫云、史

旭卿、计晓洁、黄消消、宁慧男、肖颖桢、王雪婷、

周恒逸、周文倩、李普生、吉舒舒、钟舒华、伍慧

敏、张佳俐、陈正宇、泄玉珍、洪琪、李玲、鄢莹、

张永艳、饶欢欢、娄鑫文、盛雅倩、陈赟、张悦、程

南南、黄蒙、周韩薇、黄婉琼、李静、余艳芳、王素

珍、魏琴、李靖文、钟荣香、游琪、朱超英、李艳

兰、李英华、李琳陕西榆林、叶桃媛、鄢莹、王雪纯、廖

婷馨、彭欢、乐菡、卢彦锦、李雨甜、赖美云、缪

玥、徐铭蔓、张瑜、张园园、万蓝婷、周紫玥、夏慧

慧、漆云丹、俞益亮、李文艳、周琦、吴子妍、方译

翎、汪涵荇、华钰婷、姚暮含、李欣蔓、许刘畅、刘

红丽、黄楚云、周雨芳、郑紫怡、李嘉雯、徐丽娟、

周慧玲、陈美珍、何婷、骆玮文、张海涛、王丽娜、

林慧英、毛展、何梦兰、陈娇、张怡萍、谢琛、张亚

妮、徐阳红、陈剑红、饶妍茜、梁晶晶、胡铮、陈俪

虹、李亚孺、洪雅敏、刘华华、王娜、程林梅、陈芝

琳、杨依依、陈丽、李思、刘雨心、王舒、余建芳、

颜冬仙、余涵敏、张恬、黄孝风、张佩、陈超、陈莉

娜、王银银、吴佳祎、汤佳颖、陈克如、梁小燕、查

焰玲、刘欢江西上饶、钟金梅、汪淑晨、郑一欣、邱丽

霞、余凤平、郑艺蕾、李芬芬、曾君梅、薛欣怡、李

露婧、程海霞、彭莹莹、颜莉娜、苏珊、钟艳红、万

倩、曾华卿、王霞霞、张雨蒙、凌娟、范雨婷、张赛

赛、熊丽萍、刘娟、王诗怡、杨萌、蔡紫欣、冯亚

男、宋文婷、吴艳、黄蓉丽、余小慧、淦苏苏、邱智

筱、周婧、周艺宸、程贵兰、封月棋、王玮珏、余甜

甜、温海萍、祝梦婷、江华丽、吴颖欣、夏圆平、徐

阿芳、李骁飞、王沐龙 

专职

学生

辅导

员 

202220103 

（13）艺术

学类/

（1351) 艺

术类/

（0403）体

育学 类

/(0452)体

育类 

陈昕媛、杨璇、孙托托、王语旋、黄贞、倪丽丽、钟

垚、苗心洁、万紫艳、何孟阳、张美艳、温丹、王薇

雅、饶冬、钟伟、段蓉、江寒雪、吴玉柳、程媛媛、

米新、万雨萱、兰丽娜、肖金萍、吴蓓蓓、吴端旭、

李傲雪、严文晖、徐雅琴、廖龙、杨江西、郑小玉、

杨景朝、王晓雅、刘宇翔、谢静、陈君伟、李国巧、

马俊杰、杨娟、傅露、朱延珍、葛洪君、何如意、刘

璟晨、黄顺超、杨菁菁 



非教

师专

业技

术 

202220201 
（0402）心

理学类 

张津铭、王娟、钟靓婧、沈成威、李红宇、吕冯婧、

李筱楠、马艾虹、杨劲、王娅金、陈玉萍、钱海英、

曹经纬、朱海燕、胡蝶、黄庆、杨薇 

后勤

与基

建管

理处 

非教

师专

业技 

术 

202220301 
（125601）

工程管理 
朱德群、林孝宽 

非教

师专

业技 

术 

202220302 
（081403）

市政工程 
王洁 

图书

馆 

非教

师专

业技 

术 

202220401 

（1205）图

书情报与档

案 管理类/

（050104）

中国古典文

献学/

（060203） 

历史文献学

/（1255）

图书情报 

盛思远、丁文英、张然、曾雯婷、温兆光、刘明美、

官梦婷、黄星、谭宏、扶芳、陆凤琳、曾惠、王凯

乐、罗玉清、张鑫瑜、王欢、李灏、陈珊 

信息

与教

育技

术中

心 

非教

师专

业技 

术 

202220501 

（0811）控

制科学与工

程 类/

（0812）计

算机科学与

技术类/

（0835）软

件工程/

（085402）

通信工程/

（085403）

集成电路工

程

/(085404)

计算机技术

/

（085405）

软件工程/ 

（085406）

控制工程 

丁希龙、洪扬凯、洪起涛、程若然、陈飞江西广丰、江

波、张凯、吴瑜、陈凌、徐彬、熊亿、周敏、江雄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