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期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项目考评员培训班（长沙）考核通过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属院校/社会机构

1 赖薇 湖北省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 姜小玲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

3 黄利全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4 朱葵阳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5 徐筠 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6 蔡健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7 李红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

8 毛翠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9 徐琼芳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10 雷湘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1 张景春 滨州职业学院

12 刘东梅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3 沈玲娣 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14 张性娥 湖北省十堰市医药卫生学校

15 刘玲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16 徐健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17 余虹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8 刘慎梅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19 陈春姣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20 潘国庆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21 王屹 上海市第四社会福利院

22 赵小琴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



23 刘茜 江西省社会福利工作协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24 王秋月 湖北省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5 帅爱桂 湖北省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6 张晓念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27 苏银利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28 武丽娟 萍乡市卫生学校

29 顾晓超 萍乡市卫生学校

30 蒋玲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31 刘蓉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32 李正姐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33 周英 丽水学院

34 丁灿辉 湖南康乐年华养老产业集团

35 陶红霞 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36 但琼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7 蒋争艳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38 谭小英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

39 苏玉华 湖南常德职业技术学校

40 邓红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41 饶艳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42 黄秋霞 湖北省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3 诸群瑛 上海市第四社会福利院

44 陈燕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5 张欣颖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46 范晓江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47 赵美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8 胡颖辉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49 黄鸯枫 长沙市老年公寓管理所

50 罗清平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 李金泽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

52 何嫣 武汉市东西湖职业技术学校

53 孟火娟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4 沈慧 湖北省十堰市医药卫生学校

55 刘爱国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

56 刘立珍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7 唐凤平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8 孟庆娟 湖南康乐年华养老产业集团

59 应碧荷 丽水学院

60 陈宝霞 长沙市老年公寓管理所

61 陆佩群 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62 邹富鸿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63 汪月 仙桃职业学院

64 周艳云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65 赵梦遐 湖北科技学院

66 郝碧海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67 付雪连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68 周宇瑶 湖南华衡泽湘养老产业发展中心

69 吴岚 湖南华衡泽湘养老产业发展中心

70 陈瑞明 丽水学院



71 沈晓琴 湖北省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72 李宗花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3 朱娌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康年颐养院

74 徐凡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75 王丽娟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76 罗环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77 杨丹丹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8 周兰芳 江西九江市社会福利院

79 史路平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80 李尚发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81 尹玉华 通辽职业学院

82 肖霞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老年公寓

83 朱小凤 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84 朱云飞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

85 张华 长沙市老年公寓管理所

86 杨彦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87 邹华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88 朱乐英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89 刘丽竹 吉林佐佑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90 唐梓真 上海晚晴护理院

91 尚小英 丽水利宏养老院

92 左红平 上高县感恩养老乐园

93 张钿钿 武汉市东西湖职业技术学校

94 随芳 新疆乌鲁木齐市养老福利院



95 陈琼 上海市第四社会福利院

96 李莉 湖北科技学院

97 魏茜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98 罗菊英 湖北科技学院

99 于静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00 雷金美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01 范福玲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02 殷娟 江西九江市社会福利院

103 王丽花 长沙市同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4 刘海霞 上海晚晴护理院

105 张婷 上海市第四社会福利院

106 周薇 萍乡市卫生学校

107 高雁南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8 李苗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109 程亮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10 徐难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111 黄嘉 湖南华衡泽湘养老产业发展中心

112 王改芳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13 曾淑华 江西省报春晖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114 成露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15 江震 仙桃职业学院

116 郗昕 吉林省长春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17 胡宇琳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118 雷田香 长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119 黄秋慧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20 谢娟 湖南颐养在线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21 蒋玲 湖南翊养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22 郑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社会福利院

123 叶娟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124 邵琼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

125 刘雪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6 文凤秀 永州市金誉职业培训学校

127 王芸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28 韦璐 广西华夏幸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29 周敏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130 张淑静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31 陆静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132 贺丽春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133 杨志林 长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134 曹卫洁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135 凌敏 湖南盛康养老产业发展公司

136 张斌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37 陈诗甜 湖南华衡泽湘养老产业发展中心

138 刘芬 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学校

139 祝坤 永州常青树老年公寓

140 肖燕 长沙市老年公寓管理所

141 郭飏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142 王君华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43 陈云涯 浙江省金华市社会福利中心

144 赵萍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5 朱丹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46 汪海燕 江苏康乐年华宜兴徐舍颐养园

147 章志伟 江西省中华情老年公寓

148 唐萍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149 肖雪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

150 陈璇 鄂州职业大学

151 金霞 中华情老年公寓

152 梁国平 长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153 刘畅 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学校

154 徐百炼 湖南华衡泽湘养老产业发展中心

155 张春香 武汉市江岸区社会福利院

156 田添 上海市青浦祥瑞养老服务指导评估中心

157 陈颖超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158 何凤云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59 杜晓红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老年公寓

160 孙晓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161 贺菊芳 鄂州职业大学

162 吴从琴 长沙市老年公寓管理所

163 袁治 湖南康乐年华养老产业集团

164 张鹏飞 湖南康乐年华养老产业集团江苏公司

165 罗洪英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166 张义珍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7 程炜 江西中华情老年公寓

168 隆鸿志 湖南华衡泽湘养老产业发展中心

169 牟芳 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学校

170 韦春理 广西华夏幸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71 张远荣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

172 田冰霜 上海市青浦祥瑞养老服务指导评估中心

173 金静 武汉市东西湖职业技术学校

174 张红叶 上海市青浦祥瑞养老服务指导评估中心

175 丁兆凤 新疆乌鲁木齐市养老福利院

176 徐彩霞 湖南盛康养老产业发展公司

177 张育红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公寓

178 李敏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179 吴定 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180 刘怀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81 龙洪艳 长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182 黄娟 长沙县康怡老年公寓

183 赵世珍 沅陵县社会福利院

184 郭如淮 湖南华衡泽湘养老产业发展中心

185 李政赛 双牌县社会福利中心

186 黄芳 上海市青浦祥瑞养老服务指导评估中心

187 熊菊 湖南名松职业培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