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级 J2：

外语：陈 炼、陈 茜、程曼莉、高 新、宫姗姗、何梦宇、胡 磊、黄晓玲、周春芳

黎明星、李耕砚、李 科、李娜娜、李晓明、刘丽军、刘列斌、周 民、陶 盘

温 珏、叶庆芳、张 玮、覃 伟

艺术：封 瑾、李祥文、林东勇、孙梣娴、田 园、王 峰、王 娟、魏 雷、杨 洋

张 洋、周 飞、舒慕晴、陈国俊、李中军、董冠妮、曹余阳、杜 伟

法学：刘 帷、梅添淇、向 前、李 彦、方照明、汤建辉、严念慈、王 倩、胡永霞

嵇 雷、王海霞、范 维、房海军

财管：任 立、陈政弘、万晓颖、余 萍、段云华、张 炜、张 青、吴 强、廖晓诚

杨晓天、袁妙彧、郝二虎、冯 兰

旅游：赵丽祥、曹 流、文 超、缪燕钢、康 芬、张 浩、邓祖涛、潘淑兰、郑赵敏

刘 杨、沈思静、邱 敏

马院：王 娟、朱宝林、罗运洪、高学琴、陈增贤、王海涛、王 劲、韩婷婷、赵 菊

杨 菁、巨 英、冯连军、卫 莉

低碳：王 丹、戴云哲、程 思、徐 洁

金融：边智群、唐 翔、杨雪莱、杨学东、王国红、熊 劼、张远为、林江鹏、卢秀清

李 敏、许 超、李建华、王建华、童 藤、姬姣姣、叶 楠、曹小武、孙光涛

杨丹丹

财高：高雅婷、姜璟璐、李 浩、刘堂勇、潘 娜、田 野

实验：马苗苗、胡 倩、汪丽娟、崔文琦

网教：郭东松、兰 晶、万 念、程爽爽、汪华茂

机关：邹滨鸾、崔伦华、张艳伟、陈 欢、施 维、王小君、吴真妮、徐 颖、王雅莉

刘 娣、林晓静

后勤：夏 思、王建宝、刘桂萍、黄 欣、李欣宇

退休：陈作梅、高 原、汪良举、万 山

图书馆：李贵楠、邓小翠

继教：刘文贤、周丹琴、顾 清、周秀丽

四级 J1：

新闻：夏 青、李 靓、熊 鹰、徐 勇、谭少茹、刘芝庆、陈世昀、陈媛媛、李思思

舒联众

经贸：陈 骏、郝丽媛、胡爱华、黄 璨、李朝晖、李 盾、李亮亮、刘 杰、刘立伟

刘望辉、刘亚飞、宋来胜、苏 楠、滕泽伟、王 琼、邬昶俊、夏学平、邢宏洋

徐 铁、许 林、易先桥、张全红、张 勇

体育：王文振、李轶君、王 茜、刘 静、宋丽霞、岳 峰、陶 然、曾 鸣、杜君鹏

张 斌、邹爱珍、吕新旺、邹晓华

信统：姜 涛、黄振东、贾玉福、靳延安、李明磊、刘 芬、卢米雪、彭 岭、宋 娟

王丹凤、王东红、王有天、魏斐翡、夏 伦、项 慨、徐 旭、严培胜、易风华

游丽霞、余小高、曾艳妮、赵 琼、郑昌红、李 丽

会计：张静璐、李玉强、贾银芳、郑珊珊、郭阳生、程艳娥、郭恒亮、李井林、曹记峰

董育军、付 强、胡海华、胡莉铭、华 琦、黄 晗、黄 约、黄海燕、李益博

李 钻、林勇军、林哲宇、刘 迅

信通：潘 超、胡建民、徐 玮、王传福、崔洪芳、邓沌华、邓伟萍、高见元、关培超

王 涛、严 明、潘爱武、石 黎、邱 月、吴姣梅、叶雪军、王 婷、李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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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然、孔德永、鲁 琪、李 祥

法商：刘乐乐、刘春玲、段俊芳、周昕玥、张治刚、曹 红、李守钊、肖 可、王翊慕

王 雪、程秀丽、童 菲、马华强、王云玲、李雪民、龙怡君、代方方、曾 意

陈 浩、陶 念、刘 熳、张蕊馨、欧阳斌非、凡 荣、冯倩倩、蔡 洁、张 敏

刘玉梅、谭 艳、王 露、彭 靖、汪 鸿、饶平山、靳雯捷、余 隽、王 慧

徐丽亨、鲁 聪、曾梦玲、李思齐、汪星星、吴 亮、周滢汐、张福生、刘云芳

周 刚、吴丹峰、殷昌利

工商：倪燕翎、郑 敏、陈一飞、戴德艺、黄 歌、孙一平、汪敢甫、陈 黎、李 巍

刘 钢、张 偲、邱功英、邵丹萍、戢 芳、张 莉、刘胜华、原惠群、袁 微

田倩南、周 程、梁洋洋、刘 慧

六级 J2：

外语：陈 炼、陈 茜、程曼莉、高 新、宫姗姗、何梦宇、胡 磊、黄晓玲、周春芳

黎明星、李耕砚、李 科、李娜娜、李晓明、刘丽军、刘列斌、覃 伟、陶 盘

温 珏、叶庆芳、张 玮、周 民、陈 红、邓 俊、韩 琪、毛 茜、赵凌云

艺术：杜长谚、郭 峰、顾 哲、罗 莹、封 瑾、李祥文、林东勇、孙梣娴、田 园

王 峰、王 娟、魏 雷、杨 洋、张 洋、周 飞、舒慕晴、陈国俊、李中军

董冠妮、曹余阳、杜 伟

工商：毕 娅、倪燕翎、郑 敏、陈一飞、戴德艺、黄 歌、李 瑜、孙一平、汪敢甫

陈 黎、李 巍、刘 钢、张 偲、付家荣、邱功英、袁声莉、邵丹萍、黄金火

戢 芳、张 莉、刘胜华、原惠群、袁 微、田倩南、周 程、梁洋洋、刘 慧

信统：黄振东、贾玉福、靳延安、雷俊丽、李明磊、刘 芬、卢米雪、彭 岭、彭瑞卿

宋 娟、王 磊、王丹凤、王东红、王有天、王玉宝、魏斐翡、夏 伦、项 慨

徐 旭、徐 勇、严培胜、杨珂拎、易风华、游丽霞、余小高、曾艳妮、赵 琼

郑昌红、李 丽、姜 涛

旅游：南 伟、文 超、康 芬、朱 伟、詹 丽、曹 流、张春琳、周玄德、谭志国

高 琼、陈才胜、曾翔云、沈思静、邱 敏

机关：崔伦华、王小君、张艳伟、吴真妮、徐 颖、邹滨鸾、王雅莉、刘 娣、陈 欢

施 维、林晓静

退休：高 原、陈作梅、汪良举、万 山

后勤：王建宝、刘桂萍、夏 思、黄 欣、李欣宇

图书馆：邓小翠、李贵楠

实验：马苗苗、胡 倩、汪丽娟、崔文琦

网教：郭东松、兰 晶、万 念、程爽爽、汪华茂

继教：刘文贤、周丹琴、顾 清、周秀丽

六级 J1：

会计：张静璐、李玉强、贾银芳、郑珊珊、郭阳生、程艳娥、郭恒亮、李井林、曹记峰

董育军、付 强、胡海华、胡莉铭、华 琦、黄 晗、黄 约、黄海燕、李益博

李 钻、林勇军、林哲宇、刘 迅、刘芬芬、罗秀娟、吕伶俐、马 晶、谈多娇

财高：高雅婷、姜璟璐、李 浩、刘堂勇、潘 娜、田 野、朱 萌

体育：李轶君、王 茜、杨 帅、刘 静、宋丽霞、岳 峰、陶 然、曾 鸣、杜君鹏

张 斌、王文振、邹爱珍、胡 俊、吕新旺、谢作为、张 俊、晏心平

法商：凡 荣、何文静、刘春玲、段俊芳、周昕玥、张治刚、曹 红、李守钊、高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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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可、王翊慕、程秀丽、伍 莉、李粤雄、王 兴、马华强、王云玲、彭 珂

刘 翠、李 敏、李 唯、姚官丽、孙 颖、田 越、李雪民、刘 熳、张蕊馨

涂亚楠、冯倩倩、尹 娜、常自全、蔡 洁、吴燕兵、徐勇刚、谭 艳、王 露

彭 靖、汪 鸿、饶平山、高胜难、李 雪、严智芬、余 隽、王学志、张 敏

徐丽亨、鲁 聪、曾梦玲、李思齐、汪星星、吴 亮、王红满、丁 丁、周滢汐

张耀东、赵云飞、周 刚、刘云芳、朱奋秀、殷昌利

信通：潘 超、胡建民、徐 玮、王传福、沈 田、崔洪芳、关培超、刘 坤、李 祥

刘小畅、唐 龙、王 涛、尤川川、严 明、潘爱武、李晶晶、邱 月、吴姣梅

叶雪军、王 茜、王 婷、李 媛、刘光然、孔德永、曾长军、王金庭、鲁 琪

经贸：蔡 坚、陈 骏、方臻旻、郝丽媛、胡爱华、黄 璨、李朝晖、李 盾、李亮亮

刘 杰、刘立伟、刘望辉、刘亚飞、宋来胜、苏 楠、唐 韬、滕泽伟、汪金伟

王 琼、邬昶俊、夏学平、邢宏洋、徐 铁、许 林、叶洪涛、易先桥、张全红

张 勇、周 翔

马院：王 娟、朱宝林、罗运洪、巨 英、冯连军、王海涛、代保平、邓 峙、周 洁

卫 莉、高学琴、陈增贤、赵 菊、杨 菁、王 劲、韩婷婷

低碳：徐 洁、戴云哲、程 思、王 丹、刘习平

法学：刘 帷、梅添淇、向 前、李 彦、方照明、汤建辉、王 倩、严念慈、胡永霞

嵇 雷、王海霞、邹海蓉、范 维、朱傲雪、黄新华、房海军

六级 J4：

财管：任 立、陈政弘、杨 雪、沈 婕、陈 祎、万晓颖、余 萍、段云华、余军华

张 青、张 炜、杨晓天、袁妙彧、郝二虎、吴 强、廖晓诚、冯 兰

新闻：林 楠、毛冷蕊、谈海亮、蔡文晟、王世立、徐 勇、谭少茹、刘芝庆、陈世昀

陈建华、陈媛媛、李思思、舒联众

金融：陈义国、边智群、高 俊、唐 翔、杨雪莱、杨学东、王国红、王瑞华、熊 劼

张远为、林江鹏、卢秀清、李 敏、许 超、罗 鹏、李建华、张世晓、王建华

童 藤、姬姣姣、叶 楠、曹小武、孙光涛、杨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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