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四期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项目师资+考评员双证培训班考核通过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院校

1 侯睿琳 定襄县河边职业中学

2 李先苹 定襄县河边职业中学

3 杨艳花 定襄县河边职业中学

4 刘午艳 定襄县河边职业中学

5 常保霞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6 刘宇霞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7 田改平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8 任彦南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

9 张玲玲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

10 范国臣 鞍山卫生学校

11 李敏 吉林省四平卫生学校

12 刘亚君 吉林省四平卫生学校

13 巩占伟 长春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14 张雪 长春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15 庞雪玲 哈尔滨市卫生学校

16 宋晶 哈尔滨市卫生学校

17 刘娜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18 王雨婵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19 程兆东 黑龙江省鹤岗卫生学校

20 杜春华 黑龙江省鹤岗卫生学校

21 冯玉香 黑龙江省鹤岗卫生学校

22 崔东艳 黑龙江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23 孙娜 黑龙江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24 付萍 牡丹江市卫生学校

25 曹玲丽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6 陈如意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7 多威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8 洪慧敏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9 吴媛媛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0 杨晓仙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1 周静倩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2 张秀珍 桐乡市卫生学校

33 邵黎芳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34 吴曼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35 叶菁菁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36 范丽敏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7 李铮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8 林欣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9 朱虹玉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0 王延昇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1 吴泓杰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2 郑竹艺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3 李希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44 刘瑶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45 武丽娟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46 张静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47 王晓玲 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

48 于海燕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49 吴文娟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50 张雨琪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51 覃花凡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2 陈琳 恩施州卫生学校

53 陈胜男 竹山县职业技术集团学校

54 徐岚 竹山县职业技术集团学校

55 杨倩 湖北新产业技师学院（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56 李钰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57 宋婷婷 保险职业学院

58 肖艳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9 钟秋英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60 曾小民 广州市增城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61 陈润芝 广州市增城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62 单桂兰 广州市增城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63 王莹莹 广州市增城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64 洪雪梅 珠海市卫生学校

65 刘亚楠 珠海市卫生学校

66 潘燕 珠海市卫生学校

67 覃安琳 广西贵港市卫生学校

68 夏群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69 黄冬梅 贵港市卫生学校

70 黄镜莅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1 王冬红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2 何晓彬 梧州职业学院

73 梁婷婷 梧州职业学院

74 陆雯 梧州职业学院

75 祝家美 梧州职业学院



76 陈梅 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77 向婕 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78 唐秘密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79 曾凡梅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80 周敬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81 甘家荣 德宏职业学院

82 牟铁文 德宏职业学院

83 杨采焦 德宏职业学院

84 杨璐璐 德宏职业学院

85 张正艳 德宏职业学院

86 高亚红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87 郭金丽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88 李蓉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89 廖正忠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90 戚贵华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91 戚蓉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92 俸玲 普洱市澜沧县职业高级中学

93 叶菊花 普洱市澜沧县职业高级中学

94 刘艳花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95 刘玉兰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96 付东芹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97 苏杰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98 章君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99 陈丽蓉 云南省玉溪卫生学校

100 黄颖 云南省玉溪卫生学校

101 毛真珍 云南省玉溪卫生学校

102 杨茜凌 云南省玉溪卫生学校

103 黄文锦 定西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104 马陇琴 定西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105 彭巧明 定西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106 张岩勇 靖远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7 朱成东 靖远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8 段新梅 武威市凉州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9 张亚萍 武威市凉州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10 吴志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111 俞蓉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112 张小燕 海南州职业技术学校

113 空太措 青海省海南州职业技术学校

114 刘玉婷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115 徐庆梅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116 董慧 石河子卫生学校

117 林慧珍 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118 张彩 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119 李继荣 吐鲁番职业技术学院

120 帕提古力•阿不力米提 吐鲁番职业技术学院

121 热孜宛古丽·伊卜拉依吐鲁番职业技术学院

122 冯玉倩 吐鲁番职业技术学院

123 白成涛 鹤岗市兴山人民医院

124 曹桂英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125 刘治宇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126 秦光林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127 梁宇 牡丹江医学院

128 陆文辉 张家港九洲老年专科医院

129 高青 西宁城北和睦康养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