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县 学校 学段 学科 笔试分数 面试分数 总成绩 备注

李鸿浩 男 稷山县 上胡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82.33 79.73

许胜辉 男 稷山县 下柏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1 89.33 84.33

苏晓帅 男 稷山县 下费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91.33 83.33

王晓辰 男 稷山县 下迪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1 90 84.60

史江文 女 稷山县 吴嘱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2 89 84.80

屈晓亮 男 稷山县 园区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4 87.83 79.53

原帅 男 稷山县 均安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9 82 80.20 并列  本科学历

秦瑞遥 女 稷山县 坑东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85 80.80

贺效杰 男 稷山县 坞堆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2 88.33 84.53

李阳 女 稷山县 太阳第一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1 93 85.80

闫军荣 女 稷山县 姚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4 87 79.20

李雪 女 稷山县 宁翟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1 90.8 84.92

张峰 男 稷山县 杨赵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90.67 83.07

张骞 男 稷山县 清河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1 91.33 79.13

李正 男 稷山县 白池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1 85.2 82.68

李鹏祥 男 稷山县 管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88.17 82.07

翟晓阳 男 稷山县 苑曲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1 89.97 84.59

闫栋 男 稷山县 蔡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82.1 79.64

孙明礼 男 稷山县 路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2 82.77 82.31

马晓慧 女 稷山县 马家巷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3 87.47 84.79

关玲娟 女 稷山县 黄华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5 83.17 84.27

段甜恬 女 稷山县 下庄小学 小学 数学 79 86.5 82.00

马亚丽 女 稷山县 西位小学 小学 数学 83 87 84.60

贺雪芳 女 稷山县 西位小学 小学 数学 79 90.33 83.53

李轶男 女 稷山县 上胡小学 小学 美术 76 75.17 75.67

郭娇先 女 稷山县 下庄小学 小学 美术 86 87.93 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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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田 女 稷山县 下费小学 小学 美术 81 82.4 81.56

卫恬恬 女 稷山县 下迪小学 小学 美术 85 89.37 86.75

王迁 女 稷山县 吴嘱小学 小学 美术 76 80.6 77.84

郭晓叶 女 稷山县 吴城小学 小学 美术 87 79.37 83.95

薛翊丹 女 稷山县 园区小学 小学 美术 80 82.67 81.07

孔媛媛 女 稷山县 均安小学 小学 美术 81 86.07 83.03

李春贤 女 稷山县 坞堆小学 小学 美术 82 85.7 83.48

王佳琦 女 稷山县 大李小学 小学 美术 82 84.6 83.04

原栋雪 女 稷山县 姚村小学 小学 美术 88 81.33 85.33

张紫瑶 女 稷山县 杨赵小学 小学 美术 82 86.17 83.67

文思珺 女 稷山县 清河小学 小学 美术 85 81.7 83.68

李云 女 稷山县 清河小学 小学 美术 83 84.77 83.71

周婉儿 女 稷山县 白池小学 小学 美术 83 84.8 83.72

车卉杰 女 稷山县 管村小学 小学 美术 89 83.4 86.76

宁倩倩 女 稷山县 苑曲小学 小学 美术 80 84.2 81.68

鲍琳玉 女 稷山县 荆平小学 小学 美术 85 83.33 84.33

陈璐 女 稷山县 蔡村小学 小学 美术 87 88.67 87.67

薛蓉 女 稷山县 西社镇办小学 小学 美术 80 87.57 83.03

张婷 女 稷山县 路村小学 小学 美术 86 89.3 87.32

李竞 女 稷山县 邢堡小学 小学 美术 83 87.6 84.84

李元鑫 女 稷山县 陶梁小学 小学 美术 83 87.03 84.61

王雪 女 稷山县 马家巷小学 小学 美术 88 86.93 87.57

闫类耒 女 稷山县 黄华小学 小学 美术 86 90 87.60

王丽 女 稷山县 黄华小学 小学 美术 84 91.43 86.97

卫越 女 稷山县 上费小学 小学 英语 85 89 86.60

原瑾 女 稷山县 位林小学 小学 英语 85 89.33 86.73

贺鑫铭 女 稷山县 吴城小学 小学 英语 87 92.3 89.12

乔怡 女 稷山县 园区小学 小学 英语 89 82.8 86.52

白婧 女 稷山县 太阳第一小学 小学 英语 88 84.5 86.60

李佳飞 女 稷山县 宁翟小学 小学 英语 87 81.33 84.73



裴港华 女 稷山县 梁村小学 小学 英语 69 83.17 74.67

史卓丽 女 稷山县 清水庄小学 小学 英语 87 86.33 86.73

焦婷婷 女 稷山县 清河小学 小学 英语 75 83 78.20

李春廷 女 稷山县 范家庄小学 小学 英语 87 83.67 85.67

侯倩楠 女 稷山县 西位小学 小学 英语 89 87.67 88.47

卫晓莹 女 稷山县 西社镇办小学 小学 英语 84 85 84.40

薛怡文 女 稷山县 邢堡小学 小学 英语 90 85.57 88.23

江珊 女 稷山县 马家巷小学 小学 英语 87 85.83 86.53

孙瑞霞 女 稷山县 黄华小学 小学 英语 82 82.77 82.31

薛利帆 女 稷山县 东蒲小学 小学 语文 72 92 80.00 并列  师范类

白鸽 女 稷山县 杨村小学 小学 语文 80 92.1 84.84

刘佳 女 稷山县 西位小学 小学 语文 68 81.07 73.23

郑婧婧 女 稷山县 西位小学 小学 语文 68 90.27 76.91

孙志雄 男 稷山县 上胡小学 小学 音乐 78 81.33 79.33

宁文靖 女 稷山县 下柏小学 小学 音乐 78 91.67 83.47

侯倩文 女 稷山县 下费小学 小学 音乐 88 84 86.40

原水莲 女 稷山县 下迪小学 小学 音乐 78 92 83.60

王健健 男 稷山县 和谐小学 小学 音乐 74 84.69 78.28

李晨洁 女 稷山县 坞堆小学 小学 音乐 79 86 81.80

崔梦瑶 女 稷山县 大李小学 小学 音乐 79 87.71 82.48

张丽娜 女 稷山县 宁翟小学 小学 音乐 80 88.93 83.57

李锦慧 女 稷山县 杨赵小学 小学 音乐 76 85.2 79.68

张敏 女 稷山县 清河小学 小学 音乐 85 84.67 84.87

闫伟龙 男 稷山县 清河小学 小学 音乐 84 79.33 82.13

张举迈 男 稷山县 白池小学 小学 音乐 86 90.07 87.63

宋峥霖 男 稷山县 荆平小学 小学 音乐 82 92.33 86.13

王晓雪 女 稷山县 董家庄小学 小学 音乐 77 86.33 80.73

贺娟 女 稷山县 蔡村小学 小学 音乐 84 90.73 86.69

原莉颖 女 稷山县 西社镇办小学 小学 音乐 84 88 85.60

冯娜娜 女 稷山县 路村小学 小学 音乐 79 85.87 81.75



侯瑞瑶 女 稷山县 阳史小学 小学 音乐 78 87 81.60

张萌 女 稷山县 陶梁小学 小学 音乐 82 85.62 83.45

杨悦 女 稷山县 马家巷小学 小学 音乐 72 83.01 76.40

侯烽玉 女 稷山县 黄华小学 小学 音乐 77 85.77 80.51

乔琨 男 绛县 绛县南樊镇西堡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2 93.67 86.67

王美娜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郇王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2 86.2 83.68

司志彤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坡底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1 91.33 85.13

张东盛 男 绛县 绛县横水镇柳泉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1 83.83 82.13

张慧芳 女 绛县 绛县么里镇么里小学 小学 数学 74 87.67 79.47

孔亚薇 女 绛县 绛县冷口乡冷口小学 小学 数学 68 87.67 75.87

郭华 女 绛县 绛县南樊镇史村小学 小学 数学 70 84 75.60

石璇 女 绛县 绛县南樊镇柴堡小学 小学 数学 73 86.33 78.33

李心歌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仓丰小学 小学 数学 82 85 83.20

孙朝红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孙王小学 小学 数学 81 82.67 81.67

赵婷婷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东灌底小学 小学 数学 72 85 77.20

常瑞婷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数学 75 89.1 80.64

焦帅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新庄小学 小学 数学 70 85 76.00

赵红莉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景云初级中学校 初中 数学 83 87.6 84.84

王凯琴 女 绛县 绛县郝庄乡西郝小学 小学 数学 76 86 80.00

裴倩丽 女 绛县 绛县大交镇范壁小学 小学 美术 87 82.77 85.31

史金玉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仓丰小学 小学 美术 84 93.23 87.69

王海霞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北晋峪小学 小学 美术 88 90.97 89.19 并列  师范类

张亚楠 女 绛县 绛县晋机学校 小学 美术 81 88.83 84.13

闫珮琳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柳庄小学 小学 美术 81 82.7 81.68

代瑞瑞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西灌底小学 小学 美术 84 86.4 84.96

韩月霞 女 绛县 绛县古绛镇东吴小学 小学 英语 89 87 88.20

张晨曦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北晋峪小学 小学 英语 93 85.67 90.07

宗媛 女 绛县 绛县晋机学校 小学 英语 88 89.17 88.47

王琳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乔寺小学 小学 英语 85 85.67 85.27

王艳丽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英语 89 91.33 89.93



马钰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新庄小学 小学 英语 88 83.53 86.21

卫文秀 女 绛县 绛县么里镇么里小学 小学 语文 75 92.27 81.91

孙珍珍 女 绛县 绛县冷口乡冷口小学 小学 语文 68 91 77.20

董丽 女 绛县 绛县南樊镇北柳小学 小学 语文 76 84.83 79.53

张若楠 女 绛县 绛县南樊镇北柳小学 小学 语文 71 87.43 77.57

郭蓉蓉 女 绛县 绛县南樊镇史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9.53 77.81

梁艳霞 女 绛县 绛县南樊镇西堡小学 小学 语文 75 88.07 80.23

杨文静 女 绛县 绛县南樊镇郑柴小学 小学 语文 75 90.13 81.05

撖云 女 绛县 绛县南樊镇郑柴小学 小学 语文 72 88.63 78.65

秦玮 女 绛县 绛县大交镇大交小学 小学 语文 81 86.33 83.13

刘娟娟 女 绛县 绛县大交镇大交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9.43 77.77

杨思杰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下柏小学 小学 语文 65 92.33 75.93

李亚荣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仓丰小学 小学 语文 69 88.67 76.87

郭宇跃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北晋峪小学 小学 语文 69 87.9 76.56

王雅茹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孙王小学 小学 语文 64 87.23 73.29

李甜甜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郇王小学 小学 语文 72 83.33 76.53

党志晶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东灌底小学 小学 语文 74 81.67 77.07

刘迎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坡底小学 小学 语文 73 93.4 81.16

董静宜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景云初级中学校 初中 语文 71 79.6 74.44

王思雨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柳庄小学 小学 语文 76 93.87 83.15

张芷瑶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柳泉小学 小学 语文 72 94.93 81.17

王宁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西灌底小学 小学 语文 77 88.23 81.49

尹培茹 女 绛县 绛县郝庄乡永青小学 小学 语文 79 86.73 82.09

薛元宇 女 绛县 绛县郝庄乡永青小学 小学 语文 75 84.7 78.88

马珊珊 女 绛县 绛县横水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道德与法治 91 83.67 88.07

张铭元 男 绛县 绛县横水镇景云初级中学校 初中 道德与法治 83 86 84.20

黄慧 女 绛县 绛县南樊镇柴堡小学 小学 音乐 80 88 83.20

满明学 男 绛县 绛县古绛镇东吴小学 小学 音乐 84 89.78 86.31

上官玲丽 女 绛县 绛县大交镇大交小学 小学 音乐 76 88.87 81.15

赵家棋 男 绛县 绛县安峪镇下柏小学 小学 音乐 83 90.73 86.09



闫晨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孙王小学 小学 音乐 74 86.87 79.15

郭倩茹 女 绛县 绛县安峪镇郇王小学 小学 音乐 83 88.47 85.19

张梓杰 男 绛县 绛县横水镇乔寺小学 小学 音乐 85 81.33 83.53

张馨月 女 绛县 绛县郝庄乡牛庄小学 小学 音乐 81 88.2 83.88

王佳林 男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0 95.33 86.13

潘雨佳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9 94 85.00

马琨 男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中心学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9 90 83.40

马丹丹 女 临猗县 临猗县角杯镇中心学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9 91.33 83.93

胡佳怡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历史 92 82.33 88.13

黄彦魁 男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历史 89 88.67 88.87

程秦琼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历史 88 91.67 89.47

刘晓晶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东张镇中心学校 小学 数学 79 80.53 79.61

王杨 男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数学 87 91 88.60

张瑞妮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数学 82 87 84.00

张倩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临晋小学 小学 数学 77 90.33 82.33

陈艺飞 男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临晋小学 小学 数学 77 80.33 78.33

王一琳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西关小学 小学 数学 74 84 78.00

畅梦佳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西关小学 小学 数学 74 80.57 76.63

孟岚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程村小学 小学 数学 81 88.33 83.93

张薇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程村小学 小学 数学 78 86 81.20

岐孟霖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程村小学 小学 数学 75 88.67 80.47 递补到临猗县孙吉镇南赵小学

王艺蒙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第一小学校 小学 数学 66 92.5 76.60

潘亚妮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第一小学校 小学 数学 63 85.67 72.07

范晓芬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第二小学校 小学 数学 74 82.67 77.47

张文宣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第二小学校 小学 数学 71 91.17 79.07

李盼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贾村学校 小学 数学 71 82.33 75.53

姚瑞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庙上乡中心学校 小学 数学 69 86 75.80

荆首豪 男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美术 90 82 86.80

车唯维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美术 83 88.67 85.27

赵咪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中心学校 小学 美术 93 82.1 88.64



荆煜 男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中心学校 小学 美术 89 90.77 89.71

牛朝华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庙上乡中心学校 小学 美术 86 84.13 85.25

樊洁茹 女 临猗县 临猗县角杯镇中心学校 小学 美术 87 82.73 85.29

张艳花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东张镇中心学校 小学 英语 85 84.43 84.77

马巧莹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英语 92 86.4 89.76

董娇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英语 88 92 89.60

张领娜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南赵小学 小学 英语 85 88.5 86.40

尹春香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程村小学 小学 英语 84 86.83 85.13

崔滢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第一小学校 小学 英语 85 88.33 86.33

荆舒蕾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庙上乡中心学校 小学 英语 83 87 84.60

尚俊琳 女 临猗县 临猗县角杯镇中心学校 小学 英语 87 90.97 88.59

安珍莹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东张镇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3 88.06 79.02

翟佳佳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东张镇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3 87.69 78.88

张鑫蓉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东张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语文 73 90.73 80.09

智佳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东张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语文 72 87.3 78.12

刘恬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东张镇积善小学 小学 语文 73 90.67 80.07

赵晨燕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东张镇街东小学 小学 语文 64 90.57 74.63

刘聪慧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6 84.83 79.53

霍豆豆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1 89.97 78.59

尉茜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临晋小学 小学 语文 76 88.67 81.07

李婷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临晋小学 小学 语文 76 84 79.20

胡雅婷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西关小学 小学 语文 78 84.7 80.68

张晨迪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西关小学 小学 语文 74 87.53 79.41

郝晶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北辛乡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80 87.18 82.87

张璐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北辛乡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0 88.37 77.35

张倩茹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4 87.5 79.40

程秀艳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语文 76 91.67 82.27

赵燕玲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南赵小学 小学 语文 71 87.37 77.55

宋彦丽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程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9 91.83 84.13

裴丽媛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程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6 93.93 83.17



吴辣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第一小学校 小学 语文 74 85.47 78.59

柴丽佳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第一小学校 小学 语文 74 85 78.40

闫萌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第二小学校 小学 语文 65 91.8 75.72

王婧兰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第二小学校 小学 语文 65 89.33 74.73

李旭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蔡村学校 小学 语文 68 87 75.60

樊柳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庙上乡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0 92.27 78.91

陈晶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庙上乡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68 94.33 78.53

薛潇瑶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道德与法治 90 92 90.80

裴陟 男 临猗县 临猗县东张镇中心学校 小学 音乐 84 90.67 86.67

吴帆 男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音乐 79 86.73 82.09

张茜 女 临猗县 临猗县临晋镇中心学校 小学 音乐 78 88.55 82.22

孟斌祥 男 临猗县 临猗县孙吉镇中心学校 小学 音乐 85 84.67 84.87

杨丽萍 女 临猗县 临猗县庙上乡中心学校 小学 音乐 76 84.51 79.40

王爽 女 临猗县 临猗县角杯镇中心学校 小学 音乐 67 91 76.60

周国庆 男 平陆县 平陆县下坪中心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83 80.00

栗菊秀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刘岭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5 84.87 78.95

张博 男 平陆县 平陆县西侯中心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69 85.97 75.79

杨冰玉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常乐初中 初中 地理 93 89.7 91.68

裴婕妃 女 平陆县 平陆县上洪小学 小学 数学 60 82.2 68.88

刘莹莹 女 平陆县 平陆县东车小学 小学 数学 64 85.67 72.67

景欣悦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常乐中心校 小学 数学 82 86.67 83.87

员艺凡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常乐中心校 小学 数学 80 83 81.20

梁闪闪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常乐初中 初中 数学 81 90.53 84.81

裴耀华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张店初中 初中 数学 72 87.97 78.39

张钥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曹川中心校 小学 数学 66 83 72.80

毛丹丹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洪池中心校 小学 数学 71 84 76.20

陈兰兰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洪池初中 初中 数学 68 86.47 75.39

张雅云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滩里小学 小学 数学 72 88.67 78.67

杨田薪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滩里小学 小学 数学 65 84.83 72.93 递补到平陆县下坪中心校

高洁 女 平陆县 平陆县盘南小学 小学 数学 82 87 84.00



李翠翠 女 平陆县 平陆县盘南小学 小学 数学 82 85.5 83.40 递补到平陆县张店中心校

冯二丽 女 平陆县 平陆县老城中心校 小学 数学 71 84.67 76.47

李帅希 女 平陆县 平陆县老城中心校 小学 数学 68 85.83 75.13 递补到平陆县杜马九年制学校

宁美娟 女 平陆县 平陆县西侯中心校 小学 数学 71 81.57 75.23

郭彤 女 平陆县 平陆县部官九年制学校 小学 数学 75 82.33 77.93

康香香 女 平陆县 平陆县下坪中心校 小学 美术 86 83.47 84.99

杨宇飞 男 平陆县 平陆县西侯中心校 小学 美术 81 89.37 84.35

刘丽丽 女 平陆县 平陆县上洪小学 小学 英语 74 88.87 79.95

魏舒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刘岭小学 小学 英语 85 83.43 84.37

赵雅莹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曹川初中 初中 英语 83 88 85.00

翟博庆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杜马九年制学校 小学 英语 87 80.3 84.32

薛肖洋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洪池中心校 小学 英语 81 81.83 81.33

付攀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洪池初中 初中 英语 87 63.33 77.53

员超亭 女 平陆县 平陆县上洪小学 小学 语文 74 80.26 76.50

张志娟 女 平陆县 平陆县下坪中心校 小学 语文 70 91 78.40

李亚娟 女 平陆县 平陆县东车小学 小学 语文 72 93 80.40

胡江云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寺头小学 小学 语文 76 77.57 76.63

李洁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寺头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6.77 76.71

卫毓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常乐中心校 小学 语文 70 87.67 77.07

张迪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张店中心校 小学 语文 81 89.4 84.36

赵艺平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曹川中心校 小学 语文 71 83 75.80

雷洁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曹川初中 初中 语文 75 87.27 79.91

高晶茹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杜马九年制学校 小学 语文 77 88.2 81.48

侯世豪 男 平陆县 平陆县洪池中心校 小学 语文 72 87.3 78.12

王佳乐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洪池初中 初中 语文 71 91.57 79.23

陈雪燕 女 平陆县 平陆县盘南小学 小学 语文 72 88.27 78.51

马皎 女 平陆县 平陆县移民小学 小学 语文 71 89.33 78.33

袁媛 女 平陆县 平陆县移民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5.33 76.13

员佳梦 女 平陆县 平陆县老城中心校 小学 语文 71 88.35 77.94

冯琴 女 平陆县 平陆县西侯中心校 小学 语文 66 84.33 73.33



王莎莎 女 平陆县 平陆县部官九年制学校 小学 语文 72 88.33 78.53

郝李东 男 平陆县 平陆县下坪中心校 小学 音乐 60 87.87 71.15

栗荣 女 平陆县 平陆县张店中心校 小学 音乐 78 83.67 80.27

贾小盼 女 平陆县 平陆县洪池中心校 小学 音乐 74 89.03 80.01

王岩 男 芮城县 芮城县阳城镇东任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9 95.67 85.67

杨佳衡 男 芮城县 芮城县陌南镇东夭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1 89.67 84.47

王娜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西柏台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3 85 83.80

王希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阳城中学 初中 地理 84 88.23 85.69

杨开心 女 芮城县 芮城县永乐镇永乐小学 小学 数学 68 91.33 77.33

周奕含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阳城中学 初中 数学 81 85.33 82.73

任美兰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阳城镇东风小学 小学 数学 67 84 73.80

李茜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陌南镇四新小学 小学 数学 71 87 77.40

姚琪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第三中学 初中 数学 84 85.5 84.60

王亚辉 男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第三中学 初中 数学 83 88.8 85.32

赵双婷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三焦小学 小学 数学 70 84.67 75.87

李香玉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古伦小学 小学 数学 54 83.17 65.67

王晨苗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实验小学 小学 数学 77 86.67 80.87

杨荣荣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西太阳小学 小学 数学 77 81.33 78.73

李晶晶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西柏台小学 小学 数学 74 82.67 77.47

荆密芬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西阳小学 小学 数学 68 87.67 75.87

张芮 男 芮城县 芮城县东垆乡南曹小学 小学 美术 85 81.67 83.67

肖洁 女 芮城县 芮城县永乐镇永乐小学 小学 英语 89 85.57 87.63

段莎莎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阳城镇东风小学 小学 英语 70 82.7 75.08

薛雅菲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第二中学 初中 英语 91 77.33 85.53

陈爱晶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东章小学 小学 英语 82 83.53 82.61

王沱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匼河小学 小学 英语 81 84.7 82.48

王建霞 女 芮城县 学张小学 小学 语文 77 87.82 81.33

杨倩 女 芮城县 芮城县东垆乡南曹小学 小学 语文 69 89.47 77.19

周倩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阳城镇杜庄小学 小学 语文 69 82 74.20

侯晓宁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陌南镇东夭小学 小学 语文 66 87.83 74.73



武芮庆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陌南镇岭底小学 小学 语文 72 94 80.80

刘柔利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第三中学 初中 语文 79 84.07 81.03

谭柯柯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第三中学 初中 语文 79 88.27 82.71

任爽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第三中学 初中 语文 74 90.77 80.71

杨圆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第三中学 初中 语文 70 91.83 78.73

李柔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第二中学 初中 语文 74 88.8 79.92

杨丽娟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第二中学 初中 语文 71 91.8 79.32

焦琪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三焦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7.67 77.07

张姣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中瑶小学 小学 语文 65 91.67 75.67

李芳华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实验小学 小学 语文 71 92.77 79.71

武怡蓉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西太阳小学 小学 语文 76 87.83 80.73

周佳丽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西柏台小学 小学 语文 76 88.2 80.88

王思奇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风陵渡镇西阳小学 小学 语文 69 90.5 77.60

柴敏 女 芮城县 芮城县陌南镇初级中学 初中 道德与法治 86 83.33 84.93

赵倩琳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中心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9 86 81.80

蒋郝宽 男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西光华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6 84.4 79.36

梁贝贝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南张乡南张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2 86 83.60

段晓荣 女 万荣县 万荣县汉薛镇汉薛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5 89.53 86.81

卫飞鸿 男 万荣县 万荣县皇甫乡希望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3 84.93 83.77

董茜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刘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90.33 82.93

张梦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荣河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88.67 82.27

赵睿娟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解店镇北解实验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90 82.80

张潇丹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解店镇西解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87 81.60

董凡 男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中心学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5 83.87 78.55

黄煦栋 男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杨郭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62 70.67 65.47

冯渊祺 男 万荣县 万荣县通化镇孝原中心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1 84.67 76.47

武丰敏 女 万荣县 万荣县通化镇通化二小学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3 83 83.00

张革 女 万荣县 万荣县通化镇通化二小学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9 90.13 83.45

李东珉 男 万荣县 万荣县里望乡里望村学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1 85 76.60

杨苗苗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历史 91 82.33 87.53



吉柯宇 男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历史 87 91.67 88.87

段博翔 男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地理 92 87.47 90.19

吴卓益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地理 91 91.6 91.24

薛建 男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中心小学 小学 数学 73 87.67 78.87

毛萌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薛吉村明德小学 小学 数学 77 79.67 78.07

王江筱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西光华村小学 小学 数学 73 85 77.80

许欢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西光华村小学 小学 数学 69 91 77.80

吴佳琦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南张乡南张村小学 小学 数学 69 85.67 75.67

张雅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南张乡王李中心小学 小学 数学 82 85.67 83.47

乔睿君 女 万荣县 万荣县王显乡福和希望小学 小学 数学 68 83.33 74.13

谢卓娜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刘村小学 小学 数学 75 89 80.60

王亚蓉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周王小学 小学 数学 73 89.33 79.53

张晨迪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荣河小学 小学 数学 83 84 83.40

丁茜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南百祥小学 小学 数学 71 81.93 75.37

杨新赞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南百祥小学 小学 数学 69 82.9 74.56

吕佳佳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裴庄学校 小学 数学 82 81.1 81.64

赵虹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裴庄学校 小学 数学 77 83.5 79.60

邓燕红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解店镇北解实验小学 小学 数学 86 87.67 86.67

白佳佳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解店镇北解实验小学 小学 数学 84 85 84.40

孙文静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中心学校 小学 数学 74 83.53 77.81

郑宁宁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杨郭村小学 小学 数学 80 81 80.40

刘彩萍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数学 85 92.37 87.95

李婉如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数学 82 92.5 86.20

范亚文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生物 97 92.63 95.25

郑晓璐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生物 97 91.53 94.81

付琳 女 万荣县 万荣县万泉乡万泉小学 小学 美术 93 84.1 89.44

张钰璐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中心小学 小学 美术 91 82.7 87.68

解悦悦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薛吉村明德小学 小学 美术 85 89.63 86.85

李晓娜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西光华村小学 小学 美术 85 84.67 84.87

台伟杰 男 万荣县 万荣县王显乡福和希望小学 小学 美术 87 85.83 86.53



李婉蓉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周王小学 小学 美术 82 86.37 83.75

谢鹏云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荣河小学 小学 美术 81 87.33 83.53

解世鹏 男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南百祥小学 小学 美术 77 90.1 82.24

董佳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解店镇北解实验小学 小学 美术 88 90.23 88.89

韩瑞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中心学校 小学 美术 87 81.6 84.84

王若童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杨郭村小学 小学 美术 84 87.07 85.23

孙晓静 女 万荣县 万荣县万泉乡万泉小学 小学 英语 89 85.53 87.61

解定洁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刘村小学 小学 英语 89 80.2 85.48

张晓佩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南百祥小学 小学 英语 82 88.53 84.61

赵洋琪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裴庄学校 小学 英语 89 85.1 87.44

马咪咪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解店镇西解村小学 小学 英语 79 83.6 80.84

毛小洁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中心学校 小学 英语 85 82.33 83.93

苏香帆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大甲村小学 小学 英语 86 82.5 84.60

武方圆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杨郭村小学 小学 英语 83 86.9 84.56

张玉霞 女 万荣县 万荣县高村镇高村小学校 小学 英语 82 83.67 82.67

侯亚亚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英语 89 84 87.00

周凡靖 女 万荣县 万荣县万泉乡万泉小学 小学 语文 64 94.33 76.13

董香悦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中心小学 小学 语文 67 93.47 77.59

畅舒悦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薛吉村明德小学 小学 语文 71 88.14 77.86

薛田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西光华村小学 小学 语文 65 86.63 73.65

段雅雯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南张乡南张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1 85.67 76.87

王盼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南张乡王李中心小学 小学 语文 79 94.07 85.03

杨迎 女 万荣县 万荣县王显乡福和希望小学 小学 语文 67 81.33 72.73

刘玉杰 女 万荣县 万荣县皇甫乡东埝底村学校 小学 语文 71 88.05 77.82

李晓轩 男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刘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1 94 80.20

贾晓丹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周王小学 小学 语文 72 84.7 77.08

张榕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宝井村小学 小学 语文 69 89.43 77.17

薛娅楠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荣河小学 小学 语文 74 85.97 78.79

贺倩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荣河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9.23 77.69

吕晓波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金井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1 93.3 79.92



程若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南百祥小学 小学 语文 73 84.3 77.52

柴林平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南百祥小学 小学 语文 73 87.03 78.61

胡亚妮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裴庄学校 小学 语文 77 85.37 80.35

韩晓菲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裴庄学校 小学 语文 75 88.17 80.27

王敏赞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解店镇北解实验小学 小学 语文 72 92.27 80.11

贾彦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解店镇北解实验小学 小学 语文 70 92.87 79.15

齐田田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0 86.67 76.67

王方丹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大甲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8.35 77.34

董婵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杨郭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2 89 78.80

杨卓莉 女 万荣县 万荣县通化镇孝原中心小学 小学 语文 79 87.03 82.21

卫雅璠 女 万荣县 万荣县通化镇通化二小学校 小学 语文 73 91.27 80.31

张晓霞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语文 80 92.2 84.88

吴冰倩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语文 74 90 80.40

解晓青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道德与法治 88 84.33 86.53

林亚男 女 万荣县 解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道德与法治 87 88.67 87.67

林吉展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光华乡薛吉村明德小学 小学 音乐 81 72.28 77.51

孙艺萌 女 万荣县 万荣县南张乡王李中心小学 小学 音乐 83 89.43 85.57

范晓钰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荣河镇周王小学 小学 音乐 76 87.17 80.47

阮韦宁 男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南百祥小学 小学 音乐 76 87.17 80.47

张奇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裴庄镇裴庄学校 小学 音乐 86 90.13 87.65

赵盼 男 万荣县 万荣县解店镇西解村小学 小学 音乐 78 83.43 80.17

李怡萍 女 万荣县 万荣县贾村乡中心学校 小学 音乐 73 87.1 78.64

姚迪 男 万荣县 万荣县通化镇通化二小学校 小学 音乐 78 89.8 82.72

杨凡 男 闻喜县 东镇中心校东鲁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0 87.7 83.08

郭瑞 男 闻喜县 东镇中心校裴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4 80.67 82.67

常李娜 女 闻喜县 桐城中心校西官庄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2 86.47 83.79

赵仲强 男 闻喜县 畖底中心校上宽峪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4 84.87 78.35

崔晶昶 女 闻喜县 阳隅中心校回坑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7 93.33 83.53

张晓杰 女 闻喜县 东镇集镇初中 初中 历史 92 81.67 87.87

李红玉 女 闻喜县 河底初中 初中 历史 87 92.67 89.27



任海洋 女 闻喜县 东镇集镇初中 初中 地理 88 87.07 87.63

何泽仓 男 闻喜县 畖底初中 初中 地理 87 89.3 87.92

王苗苗 女 闻喜县 东镇南街小学 小学 数学 74 81 76.80

董舒玉 女 闻喜县 东镇西街小学 小学 数学 71 82.97 75.79

张竞予 女 闻喜县 东镇西街小学 小学 数学 69 76.97 72.19

张峰 男 闻喜县 东镇西街小学 小学 数学 68 83.07 74.03

王兆 女 闻喜县 后宫中心校后宫小学 小学 数学 60 83 69.20

王玉玲 女 闻喜县 桐城中心校西官庄小学 小学 数学 88 89.67 88.67

潘美晶 女 闻喜县 桐城中心校西官庄小学 小学 数学 68 88.83 76.33

王玲燕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北郭小学 小学 数学 83 85.33 83.93

辛晨榕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北郭小学 小学 数学 70 87 76.80

王雪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南姚小学 小学 数学 70 88.33 77.33

袁雪颖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河底小学 小学 数学 54 87 67.20

张淇淇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苏村小学 小学 数学 79 81.33 79.93

李舒婷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苏村小学 小学 数学 69 89 77.00

张瑞羚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西郭小学 小学 数学 68 89.33 76.53

何林蔓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西郭小学 小学 数学 62 92.33 74.13

鲁冠蓉 女 闻喜县 河底初中 初中 数学 75 87.3 79.92

张小静 女 闻喜县 畖底中心校上宽峪小学 小学 数学 76 85 79.60

李慧贤 女 闻喜县 畖底中心校东雷阳小学 小学 数学 72 87.67 78.27

梁策 男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下寨小学 小学 数学 74 85.67 78.67

张卓 女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下寨小学 小学 数学 74 85.33 78.53

董晓蓉 女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支村小学 小学 数学 69 80.77 73.71

张琳 女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昙泉小学 小学 数学 84 86 84.80

张海丽 女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昙泉小学 小学 数学 77 87.83 81.33

郭卓备 男 闻喜县 礼元初中 初中 数学 85 86.6 85.64

高鹏 女 闻喜县 神柏中心校下丁小学 小学 数学 57 93.5 71.60

丁丹妮 女 闻喜县 薛店中心校薛店小学 小学 数学 62 89.33 72.93

王玲 女 闻喜县 裴社中心校南吴小学 小学 数学 72 80 75.20

杨堃艺 女 闻喜县 裴社中心校裴社小学 小学 数学 72 91 79.60



孙倩文 女 闻喜县 阳隅中心校回坑小学 小学 数学 85 81 83.40

李苗苗 女 闻喜县 东镇集镇初中 初中 生物 97 92 95.00

李琳 女 闻喜县 畖底初中 初中 生物 99 89.37 95.15

杨磊 女 闻喜县 东镇南街小学 小学 美术 84 85.77 84.71

鱼晓慧 女 闻喜县 东镇南街小学 小学 美术 80 86.17 82.47

毛心玥 女 闻喜县 东镇西街小学 小学 美术 82 84.8 83.12

史婧 女 闻喜县 后宫中心校上院小学 小学 美术 84 89.97 86.39

冯妙瑾 女 闻喜县 后宫中心校后宫小学 小学 美术 85 87.67 86.07

张杨杨 女 闻喜县 桐城中心校西官庄小学 小学 美术 87 80.43 84.37

王怡蓉 女 闻喜县 畖底中心校上宽峪小学 小学 美术 76 83.7 79.08

关梦丹 女 闻喜县 东镇中心校三五三四小学 小学 英语 81 86.6 83.24

杨帅 男 闻喜县 东镇南街小学 小学 英语 83 85.6 84.04

刘璐 女 闻喜县 侯村中心校吉家峪小学 小学 英语 84 87.5 85.40

崔笑笑 女 闻喜县 桐城中心校西官庄小学 小学 英语 84 87 85.20

李林晋 女 闻喜县 桐城中心校西官庄小学 小学 英语 83 89 85.40

杨学娟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北郭小学 小学 英语 89 90.33 89.53

郝雅蓉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北郭小学 小学 英语 84 89 86.00

卫建蓉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南姚小学 小学 英语 85 84.67 84.87

张倩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河底小学 小学 英语 88 81.6 85.44

郝国晶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苏村小学 小学 英语 85 88.87 86.55

徐西倩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苏村小学 小学 英语 84 83.8 83.92

许方颖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西郭小学 小学 英语 85 89.33 86.73

裴蕾萌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西郭小学 小学 英语 83 92.63 86.85

任磊 女 闻喜县 畖底中心校上宽峪小学 小学 英语 88 88 88.00

李晶晶 女 闻喜县 畖底中心校东雷阳小学 小学 英语 89 77.33 84.33

仇苗苗 女 闻喜县 石门中心校石门小学 小学 英语 79 82.67 80.47

赵庆玲 女 闻喜县 薛店中心校薛店小学 小学 英语 77 87.23 81.09

张李洁 女 闻喜县 裴社中心校大泽小学 小学 英语 86 92 88.40

支怡丹 女 闻喜县 裴社中心校裴社小学 小学 英语 82 82.33 82.13

段辉娟 女 闻喜县 郭家庄中心校七里坡小学 小学 英语 83 87.43 84.77



梁潇慧 女 闻喜县 阳隅中心校回坑小学 小学 英语 85 88.4 86.36

崔维鑫 女 闻喜县 东镇南街小学 小学 语文 78 86.53 81.41

杨玺 女 闻喜县 后宫中心校上院小学 小学 语文 82 89.03 84.81

崔小栋 男 闻喜县 后宫中心校后宫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6 76.40

李红 女 闻喜县 桐城中心校西官庄小学 小学 语文 77 87.33 81.13

姚宁 男 闻喜县 桐城中心校西官庄小学 小学 语文 74 93 81.60

张生祥 男 闻喜县 桐城中心校西官庄小学 小学 语文 70 90.33 78.13

张萌萌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苏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2 84 76.80

王湛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西郭小学 小学 语文 69 87.17 76.27

苗雨 女 闻喜县 河底中心校西郭小学 小学 语文 66 90.83 75.93

马孟苑 女 闻喜县 畖底中心校东雷阳小学 小学 语文 74 88.07 79.63

樊景雪 女 闻喜县 畖底中心校东雷阳小学 小学 语文 73 87.83 78.93

张茹帆 女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下寨小学 小学 语文 73 88.67 79.27

张梦 女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下寨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5 76.00

李哲慧 女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支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6 88.1 80.84

赵婷 女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支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2 89.43 78.97

康亚亚 女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昙泉小学 小学 语文 73 84.67 77.67

王昱甦 女 闻喜县 礼元中心校昙泉小学 小学 语文 70 90.33 78.13

丁颖莉 女 闻喜县 神柏中心校下丁小学 小学 语文 69 88 76.60

许茹 女 闻喜县 薛店中心校薛店小学 小学 语文 75 86.37 79.55

张婷 女 闻喜县 裴社中心校裴社小学 小学 语文 79 86 81.80

管钏 女 闻喜县 裴社中心校裴社小学 小学 语文 73 92.43 80.77

高松 女 闻喜县 郭家庄中心校七里坡小学 小学 语文 68 91.83 77.53

张薇娜 女 闻喜县 阳隅中心校回坑小学 小学 语文 75 87 79.80

聂武琴 女 闻喜县 河底初中 初中 道德与法治 82 80.67 81.47

翟惠云 女 闻喜县 礼元初中 初中 道德与法治 93 85.33 89.93

程渤茹 女 闻喜县 东镇中心校东鲁小学 小学 音乐 80 89.33 83.73

杨玉梅 女 闻喜县 东镇中心校裴村小学 小学 音乐 82 88.67 84.67

吕幸幸 女 闻喜县 东镇南街小学 小学 音乐 82 90.87 85.55

杨悦 女 闻喜县 东镇南街小学 小学 音乐 80 89.99 84.00



王姣 女 闻喜县 东镇西街小学 小学 音乐 76 88.55 81.02

王玉琳 女 闻喜县 侯村中心校吉家峪小学 小学 音乐 89 82.77 86.51

樊翔月 女 闻喜县 桐城中心校西官庄小学 小学 音乐 85 83.1 84.24

牛强博 男 夏县 夏县庙前镇中心校庙前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5 89.67 86.87

陈晓宪 男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曹张学校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6 92.33 82.53

卢尧 男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泗交示范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3 94.33 87.53

安宁 男 夏县 夏县瑶峰镇城关中心校四董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4 92.67 87.47

赵泽辉 男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庙坪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93.67 84.27

李博 男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殷玉清希望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8 94 84.40

樊佳琪 女 夏县 夏县胡张乡中心校胡张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0 93.33 85.33

孙泽程 男 夏县 夏县裴介镇中心校鲁因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5 88.67 80.47

李文源 女 夏县 夏县南大里乡南大里学校 小学 数学 79 81 79.80

康慧艳 女 夏县 夏县南大里乡南大里学校 小学 数学 69 88.83 76.93

董琴 女 夏县 夏县埝掌镇中心校埝掌小学 小学 数学 86 84.67 85.47

李聪 女 夏县 夏县埝掌镇中心校埝掌小学 小学 数学 79 85.67 81.67

李茹 女 夏县 夏县埝掌镇中心校埝掌小学 小学 数学 73 90 79.80

周佳怡 女 夏县 夏县尉郭乡中心校中卫小学 小学 数学 63 90 73.80

晋妮妮 女 夏县 夏县尉郭乡中心校尉郭小学 小学 数学 82 78.33 80.53

阴璐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世纪小学 小学 数学 69 84.33 75.13

吴晨娜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水头中心学校 小学 数学 77 82 79.00

陈晓洁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水头中心学校 小学 数学 73 83 77.00

邢高洁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宝洁希望小学 小学 数学 64 90.33 74.53

姚欢妮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泗交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77 85 80.20

高珂丽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西沟小学 小学 数学 75 87.67 80.07

尚彤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西沟小学 小学 数学 74 91 80.80

李睿 男 夏县 夏县瑶峰镇城关中心校社西小学 小学 数学 82 88.33 84.53

车红艳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郭道中心校郭道小学 小学 数学 63 85.17 71.87

张艺然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中心校殷玉清希望小学 小学 数学 74 86.67 79.07

李斯芳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中心校殷玉清希望小学 小学 数学 67 76.33 70.73

张蓉蓉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西山头小学 小学 数学 51 80 62.60



薛惠琪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初级中学 初中 数学 79 90.8 83.72

刘晓宁 女 夏县 夏县禹王镇中心校禹王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79 83.67 80.87

王丹 女 夏县 夏县胡张乡中心校王村小学 小学 数学 77 88.33 81.53

李珏 女 夏县 夏县裴介镇中心校墙下小学 小学 数学 80 91.67 84.67

范瑞婷 女 夏县 夏县裴介镇中心校大吕学校 小学 数学 85 89 86.60

李飞帆 女 夏县 夏县裴介镇中心校大吕学校 小学 数学 84 90 86.40 递补到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庙坪小学

常雪薇 女 夏县 夏县埝掌镇中心校埝掌小学 小学 美术 85 91.37 87.55

张敏 女 夏县 夏县埝掌镇中心校埝掌小学 小学 美术 84 86.3 84.92

卫志琴 女 夏县 夏县庙前镇中心校庙前小学 小学 美术 89 88.33 88.73

赵玉 女 夏县 夏县庙前镇中心校西村学校 小学 美术 92 86.4 89.76

任娅妮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泗交示范小学 小学 美术 84 90.13 86.45

段俊如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城关中心校社西小学 小学 美术 81 87.73 83.69

尉梦倩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郭道中心校周村小学 小学 美术 89 84.67 87.27

尉志晓 女 夏县 夏县南大里乡中心校圪塔小学 小学 英语 86 89 87.20

黄婷婷 女 夏县 夏县庙前镇中心校张郭店学校 小学 英语 88 84 86.40

佟文婷 女 夏县 夏县庙前镇中心校西村学校 小学 英语 89 89 89.00

王昭西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世纪小学 小学 英语 80 82.5 81.00

邱文婷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水头中心学校 小学 英语 85 89.5 86.80

张小敏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涑水中学 初中 英语 87 89.67 88.07

郑晓宁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宝洁希望小学 小学 英语 84 88.33 85.73

孙美杰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西沟小学 小学 英语 72 76 73.60

田佳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初级中学 初中 英语 81 75.33 78.73

景伟霞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初级中学 初中 英语 80 88.67 83.47

胡佩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城关中心校社西小学 小学 英语 90 87.2 88.88

秦颖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郭道中心校郭道小学 小学 英语 89 73.33 82.73

王菲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祁家河中心小学 小学 英语 83 82.33 82.73

李江江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祁家河中心小学 小学 英语 79 82.33 80.33

刘青青 女 夏县 夏县南大里乡南大里学校 小学 语文 73 91 80.20

丁晓莹 女 夏县 夏县南大里乡南大里学校 小学 语文 66 94 77.20

解帅妮 女 夏县 夏县埝掌镇中心校埝掌小学 小学 语文 67 87.5 75.20



崔佳洋 女 夏县 夏县埝掌镇中心校埝掌小学 小学 语文 67 87.67 75.27

何琦 女 夏县 夏县尉郭乡中心校中卫小学 小学 语文 59 90.43 71.57

樊晓锐 女 夏县 夏县尉郭乡中心校尉郭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8.5 77.40

赵莹 女 夏县 夏县尉郭乡中心校尉郭小学 小学 语文 67 92.7 77.28

裴丽欣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世纪小学 小学 语文 79 89.47 83.19

高雅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曹张学校 小学 语文 71 87.2 77.48

李丹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水头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6 88.03 80.81

常小雨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水头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5 89.7 80.88

焦煜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水头中心学校 小学 语文 74 88.93 79.97

胡哲伦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西下晁学校 小学 语文 76 91.13 82.05

周亚兰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宝洁希望小学 小学 语文 69 85.39 75.56

席佩茹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泗交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67 84.6 74.04

张盼红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泗交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66 87.07 74.43

王若菲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西沟小学 小学 语文 67 85.77 74.51

王金铭 女 夏县 夏县泗交镇中心校西沟小学 小学 语文 66 86.93 74.37

郭美华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城关中心校四董小学 小学 语文 75 89.18 80.67

张盼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城关中心校四董小学 小学 语文 73 87.98 78.99

荆琪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城关中心校社西小学 小学 语文 79 91 83.80

康凯丽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城关中心校社西小学 小学 语文 79 80.33 79.53

樊雪姣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城关中心校社西小学 小学 语文 76 82 78.40

高雅琪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郭道中心校郭道小学 小学 语文 66 80.35 71.74

郭鑫媛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殷玉清希望小学 小学 语文 71 86.9 77.36

杜戈戈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西山头小学 小学 语文 63 86.1 72.24

王毅杰 男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初级中学 初中 语文 65 93.7 76.48

赵湘 女 夏县 夏县禹王镇中心校东浒小学 小学 语文 70 78.33 73.33

张姗 女 夏县 夏县禹王镇中心校中其里小学 小学 语文 71 94.87 80.55

张越 女 夏县 夏县禹王镇中心校司马小学 小学 语文 76 84 79.20

朱琳 女 夏县 夏县禹王镇中心校师冯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7.56 77.02

王星星 女 夏县 夏县胡张乡中心校康杰小学 小学 语文 63 95 75.80

吕怡瑄 女 夏县 夏县胡张乡中心校王村小学 小学 语文 75 90.33 81.13



张彦茹 女 夏县 夏县胡张乡中心校胡张小学 小学 语文 78 89.33 82.53

谢鑫 女 夏县 夏县裴介镇中心校四辛庄小学 小学 语文 69 94.67 79.27

吕青青 女 夏县 夏县裴介镇中心校墙下小学 小学 语文 73 88.33 79.13

司佳仪 女 夏县 夏县裴介镇中心校鲁因小学 小学 语文 79 91 83.80

张丽媛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涑水中学 初中 道德与法治 86 86.33 86.13

梁喆 男 夏县 夏县埝掌镇中心校埝掌小学 小学 音乐 79 82.33 80.33

杨杰 女 夏县 夏县庙前镇中心校庙前小学 小学 音乐 79 87 82.20

陆少玉 女 夏县 夏县水头镇中心校西下晁学校 小学 音乐 88 86.6 87.44

丁欣雨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城关中心校社西小学 小学 音乐 88 89.06 88.42

邢楷婷 女 夏县 夏县瑶峰镇郭道中心校郭道小学 小学 音乐 88 82.67 85.87

李国红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祁家河中心小学 小学 音乐 84 79.38 82.15

贾洁洁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祁家河示范小学 小学 音乐 83 86.85 84.54

樊媛媛 女 夏县 夏县祁家河乡中心校西山头小学 小学 音乐 77 80.07 78.23

尚代红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泉掌镇泉掌示范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3 91.33 80.33

宋瑾瑾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北张中学 初中 历史 91 84 88.20

卫栋 男 新绛县 运城市三泉镇三泉学校 小学 数学 82 85.67 83.47

兰妮 女 新绛县 运城市三泉镇长庆学校 小学 数学 77 84 79.80

秦益港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北张中学 初中 数学 86 86.33 86.13

张鑫婷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北张中学 初中 数学 84 90.67 86.67

王荣荣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北张学校 小学 数学 82 91.33 85.73

宁瑞艳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北张学校 小学 数学 78 84 80.40

严洁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西庄学校 小学 数学 71 82.83 75.73

姚莎莎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古交镇前刘村学校 小学 数学 72 82.07 76.03

杨艳慧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古交镇古交中学 初中 数学 86 90.5 87.80

黄洋红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古交镇周流学校 小学 数学 84 79.43 82.17

王瑜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新绛县新纺学校 小学 数学 87 78.17 83.47

赵凯 男 新绛县 运城市横桥镇支北庄中心小学 小学 数学 79 89.67 83.27

赵倩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横桥镇横桥中心小学 小学 数学 64 88.33 73.73

樊淑琴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泉掌镇泉掌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79 88.33 82.73

王巾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泽掌镇光村学校 小学 数学 76 91.67 82.27



范晶萍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泽掌镇北范庄学校 小学 数学 69 81.67 74.07

贺维霞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泽掌镇泽掌学校 小学 数学 68 81 73.20

贾一娟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阳王镇刘峪学校 小学 数学 70 86 76.40

郭晓轩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龙兴镇北梁学校 小学 数学 74 79.67 76.27

王凡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龙兴镇店头学校 小学 数学 82 76.67 79.87

薛豆豆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龙兴镇店头学校 小学 数学 75 87 79.80

宁曌君 女 新绛县 运城市万安镇万安学校 小学 美术 83 85.2 83.88

宁晶丽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北董学校 小学 美术 83 83.13 83.05

李逸雪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古交镇上院学校 小学 美术 87 83.53 85.61

薛聪蓉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新绛县新纺学校 小学 美术 86 82.87 84.75

梁艺丹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阳王镇刘峪学校 小学 美术 83 86.07 84.23

董雅婷 女 新绛县 运城市三泉镇三泉学校 小学 英语 84 87.43 85.37

胡梦丽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北董学校 小学 英语 87 85.17 86.27

冯雨汾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西行庄学校 小学 英语 89 87 88.20

王军霞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古交镇古交中学 初中 英语 92 73 84.40

楚雁嵘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古交镇古交中学 初中 英语 90 78.67 85.47

董敏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古交镇周流学校 小学 英语 85 91 87.40

杨赟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横桥镇柳泉中心小学 小学 英语 88 87.83 87.93

南莉茹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横桥镇横桥中心小学 小学 英语 87 86.5 86.80

原茹岩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泉掌镇东薛郭学校 小学 英语 88 87.97 87.99

张晶晶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泽掌镇北苏村学校 小学 英语 88 82.77 85.91

周彤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龙兴镇北梁学校 小学 英语 86 88.47 86.99

马晨霞 女 新绛县 运城市万安镇西马学校 小学 语文 69 84.33 75.13

黄蓉 女 新绛县 运城市三泉镇三泉学校 小学 语文 76 91.7 82.28

王宇 女 新绛县 运城市三泉镇长庆学校 小学 语文 76 91.5 82.20

李晓娜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北董学校 小学 语文 71 86.67 77.27

权瑞华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北张镇西庄学校 小学 语文 68 86.67 75.47

李敏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古交镇上院学校 小学 语文 77 90 82.20

赵茹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古交镇前刘村学校 小学 语文 75 84.33 78.73

杨翔宇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横桥镇支北庄中心小学 小学 语文 66 86 74.00



杨煜华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横桥镇杨家院学校 小学 语文 70 85.17 76.07

侯君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横桥镇狄庄学校 小学 语文 68 82.67 73.87

李婧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泉掌镇泉掌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71 90.67 78.87

程志颖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泽掌镇北范庄学校 小学 语文 76 83.17 78.87

张欢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泽掌镇泽掌学校 小学 语文 74 87.37 79.35

赵丹丹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阳王镇阳王学校 小学 语文 72 86.03 77.61

张景景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龙兴镇娄庄学校 小学 语文 70 90 78.00

侯婷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龙兴镇店头学校 小学 语文 73 81 76.20

杨秀云 女 新绛县 运城市古交镇上院学校 小学 音乐 80 81.48 80.59

高雅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横桥镇柳泉中心小学 小学 音乐 74 85.17 78.47

杨荔 女 新绛县 运城市横桥镇横桥中心小学 小学 音乐 80 83.13 81.25

郭倩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阳王镇阳王学校 小学 音乐 64 84.2 72.08

宋泫 女 新绛县 运城市龙兴镇娄庄学校 小学 音乐 80 89 83.60

谭亚娟 女 垣曲县 王茅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1 90.33 84.73

吕端 男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堤沟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80 90.33 84.13

吕同坤 男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洼里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4 84 78.00

孟钰玺 男 垣曲县 谭家中心校峪子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2 90.33 79.33

姚鹤芝 女 垣曲县 长直中心校前青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77 92.33 83.13

杨阳阳 女 垣曲县 华峰初中 初中 历史 87 83 85.40

卫倩倩 女 垣曲县 英言初中 初中 历史 86 88.33 86.93

王巧巧 女 垣曲县 华峰初中 初中 数学 83 90.07 85.83

刘扬扬 女 垣曲县 历山中心校上堡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66 80.73 71.89

裴永琴 女 垣曲县 历山中心校上堡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65 78.13 70.25

苗玮洁 女 垣曲县 古城中心校城南小学 小学 数学 75 92 81.80

王俊苹 女 垣曲县 毛家中心校胡家峪小学 小学 数学 69 84 75.00

米雪 女 垣曲县 皋落中心校岭回小学 小学 数学 81 84.33 82.33

马灵芝 女 垣曲县 皋落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73 89.67 79.67

崔杰 男 垣曲县 皋落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67 90.83 76.53 递补到铜矿峪学校

张鹏 男 垣曲县 篦子沟学校 小学 数学 73 73.07 73.03

王柯 女 垣曲县 篦子沟学校 小学 数学 64 77.5 69.40



王芳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北白小学 小学 数学 58 85.33 68.93

黄秀婷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马湾小学 小学 数学 75 85.17 79.07

段肖军 男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马湾小学 小学 数学 66 83.17 72.87 递补到华峰中心校示范小学

赵美娜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马湾小学 小学 数学 65 90.33 75.13

吴李娜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马湾小学 小学 数学 61 86.83 71.33 递补到英言中心校赵寨小学

陈秋菊 女 垣曲县 英言初中 初中 数学 94 90.73 92.69

秦江丽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洼里小学 小学 数学 74 79.93 76.37

李家晓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洼里小学 小学 数学 63 80.4 69.96

张静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洼里小学 小学 数学 62 79.63 69.05 递补到蒲掌中心校示范小学

孙溪蓉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64 83 71.60

刘杨 男 垣曲县 谭家中心校峪子小学 小学 数学 83 81.33 82.33

杨洁 女 垣曲县 谭家中心校峪子小学 小学 数学 66 79.33 71.33 递补到英言中心校示范小学

赵存花 女 垣曲县 谭家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80 81.33 80.53

吕丽慧 女 垣曲县 谭家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61 80.67 68.87 递补到蒲掌中心校堤沟小学

张静楠 女 垣曲县 长直中心校前青小学 小学 数学 72 83 76.40

崔燕霞 女 垣曲县 陈堡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86 81.07 84.03

马莹 女 垣曲县 陈堡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数学 69 77.1 72.24

杨横飞 男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赵寨小学 小学 美术 84 79.83 82.33

韩格琳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堤沟小学 小学 美术 87 86.2 86.68

陕娜 女 垣曲县 长直中心校前青小学 小学 美术 93 83.4 89.16

李晓晓 女 垣曲县 陈堡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美术 90 77.03 84.81

王洋 女 垣曲县 华峰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英语 82 82.83 82.33

周国丽 女 垣曲县 同善初中 初中 英语 82 67.67 76.27

李旭燕 女 垣曲县 毛家中心校胡家峪小学 小学 英语 77 78 77.40

车玉洁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北白小学 小学 英语 86 85.67 85.87

李盼盼 女 垣曲县 英言初中 初中 英语 83 90 85.80

甘甜甜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洼里小学 小学 英语 86 87.47 86.59

史英娜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英语 86 85.13 85.65

王洁 女 垣曲县 华峰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72 89.43 78.97

张璐 女 垣曲县 历山中心校上堡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73 84.57 77.63



席婵 女 垣曲县 历山中心校上堡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67 89.5 76.00

文文 女 垣曲县 古城中心校城南小学 小学 语文 72 87.1 78.04

米杰 女 垣曲县 古城中心校城南小学 小学 语文 68 88 76.00

于睿 女 垣曲县 毛家中心校朱家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61 88.87 72.15

梁辰 女 垣曲县 毛家中心校胡家峪小学 小学 语文 72 84.93 77.17

吴天天 女 垣曲县 皋落中心校岭回小学 小学 语文 76 86 80.00

郑瑶玉 女 垣曲县 皋落中心校岭回小学 小学 语文 71 87 77.40

张凯欣 女 垣曲县 皋落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81 78 79.80

霍云 女 垣曲县 篦子沟学校 小学 语文 77 88.67 81.67

车金铭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北白小学 小学 语文 68 85.8 75.12

李晶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北白小学 小学 语文 63 86.27 72.31

卫秀秀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77 86.17 80.67

高迪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70 87.33 76.93

崔雨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赵寨小学 小学 语文 73 89.5 79.60

柴万万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赵寨小学 小学 语文 69 92.73 78.49

柴文卉 女 垣曲县 英言中心校马湾小学 小学 语文 68 85.46 74.98

王洋 女 垣曲县 英言初中 初中 语文 69 89.37 77.15

郝泽泽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堤沟小学 小学 语文 64 85.77 72.71

王则涵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堤沟小学 小学 语文 63 85.83 72.13

赵亚荣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洼里小学 小学 语文 71 86.3 77.12

梁乔颖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71 84.73 76.49

郭雪倩 女 垣曲县 谭家中心校峪子小学 小学 语文 75 90 81.00

陈月月 女 垣曲县 谭家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语文 64 86.53 73.01

张甜 女 垣曲县 铜矿峪学校 小学 语文 81 87.74 83.70

陈月月 女 垣曲县 铜矿峪学校 小学 语文 75 87.95 80.18

吴芷欣 女 垣曲县 长直中心校前青小学 小学 语文 72 90.43 79.37

安丽 女 垣曲县 华峰初中 初中 道德与法治 90 86.33 88.53

白钰洁 女 垣曲县 华峰初中 初中 道德与法治 85 85 85.00

张亚茹 女 垣曲县 同善初中 初中 道德与法治 86 87 86.40

赵倩楠 女 垣曲县 古城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音乐 87 83.67 85.67



冯珂 女 垣曲县 毛家中心校胡家峪小学 小学 音乐 82 81.23 81.69

闫巧琳 女 垣曲县 王茅中心校示范小学 小学 音乐 83 87.67 84.87

闫苗新 女 垣曲县 蒲掌中心校堤沟小学 小学 音乐 75 81.67 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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