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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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雪 北京市昌平卫生学校

2 于婧竹 北京市昌平卫生学校

3 贾楠 北京市昌平卫生学校

4 徐艳霞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 苏周美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6 劳金华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7 胡然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8 杨小英 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9 闫秀花 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10 苗瑛铭 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11 王晴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12 陈静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13 张富程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14 杜晓菲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15 杨帅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16 靳红芹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17 季淑梅 燕山大学

18 应立娟 燕山大学

19 张青燕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20 母建权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21 袁元 包头市卫生学校

22 明明 包头医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23 汪文杰 赤峰建筑工程学校

24 李艳萍 赤峰建筑工程学校

25 孙甜甜 赤峰建筑工程学校

26 付艳晨 赤峰建筑工程学校

27 海红霞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28 穆迪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29 朱静华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30 赵殊邈 通辽职业学院

31 任清馨 通辽职业学院

32 刘爽 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

33 张颖 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

34 韩海涛 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5 梁日华 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6 杨竞 黑龙江医药卫生学校



37 路丽娜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38 陈海霞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39 吴宗倩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

40 马晨杨 桐乡市卫生学校

41 沈国芬 桐乡市卫生学校

42 李果 浙江省永康卫生学校

43 潘露梦 浙江省永康卫生学校

44 刘庆 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

45 薛佳鑫 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

46 李晓丹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47 姜冬坤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卫校校区）

48 张萍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卫校校区（中专部）

49 刘燕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50 刘菲菲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1 游崇进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52 吴晶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53 张璐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54 陈岚 厦门医学院

55 黄琛琛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6 黄臻颖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7 谢简莹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8 陈玉青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9 陈丽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60 陈伟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61 黄立娥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62 刘媛媛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63 赖丹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64 沈燕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65 徐志英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66 段婷 九江市卫生学校

67 吴芳 九江市卫生学校

68 贺利利 南昌理工学院

69 谢昆 南昌理工学院

70 许淑芳 鹰潭卫生学校

71 黄秋萍 鹰潭卫生学校

72 叶丽茹 鹰潭卫生学校

73 王毅 鹰潭卫生学校

74 翟西荣 曹县职业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75 李烨 曹县职业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76 吕志伟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77 曹务英 曲阜中医药学校

78 孔文心 曲阜中医药学校

79 黄秋会 曲阜中医药学校

80 孔冉 曲阜中医药学校

81 王娟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82 柳璐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83 姜锐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84 张红艳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85 徐彦卿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86 伍俊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87 邓永梅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88 刘美萍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89 唐玲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

90 冉杨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

91 邓辉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92 张夕容 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

93 刘晓宇 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

94 唐天芳 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校

95 李静 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校

96 肖成英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97 杨皓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98 曹艳琳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99 吕彧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100 李彤彤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01 沈丽萍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102 高静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103 余飞飞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104 靳婕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105 任静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106 陈思颖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107 唐蕾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108 梁茜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109 李会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110 周梦婕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111 张天兰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112 赵丽娟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113 马晓霞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114 吴香萍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115 李莉萍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116 赵秋燕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117 薛云霞 合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18 何欢欢 合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19 孙孟妍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120 孙慧峰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121 魏雪燕 陇南市卫生学校

122 陈海娟 陇南市卫生学校

123 曾红 陇南市卫生学校

124 王雅丽 陇南市卫生学校

125 钟光英 西宁市湟中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126 马兰 西宁市湟中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127 李芳 海原县职业技术学校

128 余桂希 海原县职业技术学校

129 杜志梅 海原县职业技术学校

130 安婷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131 吕文沛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132 田甜 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

133 孙娜 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

134 徐秋玲 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

135 熊伟英 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

136 张海燕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137 马兰兰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138 马瑞红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139 周瑞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140 李红梅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141 杨红霞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142 周聪 克孜勒苏职业技术学院

143 李霖 克孜勒苏职业技术学院

144 何静 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145 张书玮 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146 张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卫生学校

147 吴海风 山西省福利养老机构联合会

148 孙英 南京市佑安医院

149 李清 南京市佑安医院

150 闻海梅 南京市佑安医院

151 侯娟娟 南京市佑安医院

152 季芳 南京银城康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53 何荣荣 浙江柏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蒋村颐养院分公司



154 胡秋云 鹰潭汇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55 宁玉蓉 成都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