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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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金丽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2 步慧芳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3 杨瑞霞 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

4 杨桂兰 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

5 王芸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6 马俊 鞍山卫生学校

7 蔺芳芳 鞍山卫生学校

8 蔡雁斌 鞍山卫生学校

9 王莉 鞍山卫生学校

10 王子酮 鞍山卫生学校

11 朱如文 鞍山卫生学校

12 夏光惠 保险职业学院

13 郑智博 北京盛世群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14 谭娜 北京盛世群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15 张佳佳 北京盛世群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16 姚晓芳 北京优护万家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7 杨铄章 毕节市拱拢坪疗养中心

18 赵放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19 李馨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20 刘雯婷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21 江毅敏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22 方淑华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23 何玮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4 刘彩萍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5 陈明瑶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26 王娟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27 曾扬眉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28 赵红玲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

29 瞿璐丹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

30 王海艺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

31 李渊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

32 李利斯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

33 张翠 大连铁路卫生学校

34 单津津 大连铁路卫生学校

35 凌敏 大连铁路卫生学校

36 魏娜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7 贾俊红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8 徐艳斐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9 张宏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0 马丽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41 陈云香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42 张萌萌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43 孙钰婷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44 黄丽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5 潘丽婷 广东省连州卫生学校

46 杨翠红 广东省连州卫生学校

47 徐瑾 贵州省六盘水楷桦永兴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48 姜海琳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9 厉晓洁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0 杨红梅 河北省承德市护理职业学院

51 田彬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52 甄帅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53 孙玉英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54 刘晓松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55 肖印霞 黑龙江省鹤岗卫生学校

56 桑明荣 黑龙江省鹤岗卫生学校

57 刘丹 黑龙江省鹤岗卫生学校

58 付立娟 黑龙江省鹤岗卫生学校

59 万明欣 黑龙江省鹤岗卫生学校

60 李莹 黑龙江医药卫生学校

61 许秀军 衡水卫生学校

62 周珺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63 叶苗苗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64 龚爱珍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65 杨佳佳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66 张翠萍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67 周昱文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68 吴敏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69 周作霞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70 刘杉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71 许利琼 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72 龚佳佳 江西省民政学校

73 王铁民 酒泉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74 潘璐頔 酒泉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75 范敏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76 王海霞 科右前旗民族中等职业学校

77 吴卉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8 向施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9 张莹 兰州万城职业培训学校

80 屈植敏 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81 刘蓉 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82 李纳 聊城东华实业有限公司

83 修海琳 聊城东华实业有限公司

84 丁婷婷 鲁西老年护养院

85 文海英 密山市顺鑫老年公寓

86 高梦鸽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87 张睿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88 苏日娜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89 钟晓利 攀枝花学院

90 邓秋月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91 谢丽霞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92 田娜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93 宋爱全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94 林华伟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95 王芳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96 杨雪艳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97 黄玲玲 上海立达学院

98 汪牡丹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

99 马佳 绍兴护士学校

100 寿培璐 绍兴护士学校

101 侯东方 绍兴护士学校

102 聂娟 石河子大学护士学校

103 高玉平 石河子卫生学校

104 谷玉红 石河子卫生学校

105 刘依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106 马卫芳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107 蒲向阳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108 王艳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109 龚玲 四川省志翔职业技术学校

110 王毅 四川省志翔职业技术学校

111 代小静 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校

112 罗斌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113 潘燕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114 秦慷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15 沈娟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16 张欢欢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17 姚娟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18 郝可佳 绥化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119 邹海英 绥化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120 黄雅惠 台湾省新北市私立亲龄居家长期照护机构

121 郑秀云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22 陈文颖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123 蓝雪颖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124 马连娣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5 张萌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6 李霞莉 天水市卫生学校

127 李小艳 天水市卫生学校

128 房小飞 威海市卫生学校

129 安雯 威海市卫生学校

130 刘旭 威海市卫生学校

131 赵娜 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

132 王瑾 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

133 卢玉娟 武汉市青山区普仁易维康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134 薛俊珍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135 柯美云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136 张媛婕 新疆银龄大家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37 刘琛 新疆银龄大家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38 马玉洁 新绛县职业教育中心

139 田妞 新绛县职业教育中心

140 宝音德力格尔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141 代娜娜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142 颛孙雯 徐州开放大学

143 陆洁 徐州开放大学

144 邓雯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145 吕成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146 刘莹 伊春职业学院

147 刘岩 伊春职业学院

148 侯婷婷 伊春职业学院

149 田润丽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150 彭俊秋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151 唐芳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152 刘婧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153 黄海燕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154 赵海静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155 张娜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156 万莉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157 杨小元 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

158 靳平 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159 陈红静 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160 王瑜 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161 焦枭枭 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162 李琳玲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

163 张艺凡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