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期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项目考评员培训班（西安）考核通过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属院校/社会机构

1 石淑霞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 朱蓓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3 张亮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4 刘露露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 燕玲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 徐珊珊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7 韩丹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8 李兰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9 达朝锦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10 张志云 乌海职业技术学院

11 李璐良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12 郝敏 丽水学院

13 朱畅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14 黄金银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5 宋艳苹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16 石晓译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17 王燕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18 赵建玲 乌海职业技术学院

19 徐莉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20 赵广东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21 任静 西安市卫生学校

22 高显祺 丽水学院

23 王玮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

24 王香妮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

25 赵文星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菏泽医专附属医院

26 周淑萍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7 胡雅玲 湖北武汉市江福养老评估中心



28 孟玲燕 山西省社会福利院

29 李成莲 大同市卫生学校

30 刘新华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31 陈亚男 湖北武汉江区社会福利院

32 杨君 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

33 冷长瑜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34 龙林子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35 崔志慧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36 苑秋兰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7 王春梅 西安思源学院

38 张晓怡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39 赵跃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40 赵 倩 西安思源学院

41 王 静 西安思源学院

42 费素定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3 李红 湖北武汉市江福养老评估中心

44 林国君 曲阜中医学校

45 雷佳虹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6 吴玲玲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47 章琪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8 李英 西安培华学院

49 秦兰兰 山西省老年公寓

50 张艳 彬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51 杨建春 彬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52 杨敏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3 周兰兰 海宁卫生学院

54 李辅华 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

55 贾荣 大同市卫生学校

56 裘兴梅 杭州胤瑞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57 王丽华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58 马慧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9 武天颖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0 李珺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61 王彬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62 思广花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63 段静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64 樊娟娟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65 张丹丹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66 蒋淑芳 晋中市卫生学校

67 李娟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68 朱杰敏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9 邢爽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70 高川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71 焦湖英 嘉翔福爱家长者照护之家

72 施雪晖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73 孙娜 晋中市卫生学校

74 杨娜 太原市卫生学校

75 周雅馨 太原市卫生学校

76 刘庆勇 淄博职业学院

77 徐晓琴 咸宁职教（集团）学校

78 曾远 乌鲁木齐市中开老年公寓

79 姬丹 西安养老康复中心

80 唐霞 乌鲁木齐市中开老年公寓

81 苏元梅 新疆银龄大家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82 孙彩娥 新疆银龄大家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83 王猛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84 卢菁 湖州中等卫生专业学校

85 南宁 西安养老康复中心

86 李霞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87 卢玉彬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88 胡爱招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89 何青林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90 于志云 西安市卫生学校

91 杜晓凤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92 刘静 乌鲁木齐市养老福利院

93 省珉 周口敬慈养老公寓

94 余婷婷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95 杨杰 杭州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96 白茹 石河子大学护士学校

97 陈桂园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98 王水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99 杨阳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三桥老年公寓

100 董旭婷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01 袁红网 扬州市职业大学

102 袁枫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103 崔岩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104 李栓梅 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

105 刘於花 西安养老康复中心

106 赵文秀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7 刘艳文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08 司敏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09 马琳 济源职技术学院

110 张秀梅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111 叶霞 兴国县田庄上养老中心

112 刘海霞 金杨第二敬老院

113 田卫华 西安养老康复中心

114 谈笑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15 杨文英 西宁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116 高正春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17 李锦萍 扬州市职业大学

118 张利苹 西安市卫生学校

119 平步青 扬州市职业大学

120 吕颖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121 朱士菊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122 庞维跃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123 刘鸿业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124 祁维 石河子卫生学校

125 陈越男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126 周慧 新疆龙泽医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27 周静怡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128 张亚楠 济源职技术学院

129 王儒林 西安长安区西京路2号西京学院

130 张兰英 第六师五家渠市吾家乐宝养老总院

131 何岩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132 王娟娟 宁波颐乐园

133 徐云生 诚和友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34 仇艳丽 南京朗诗常青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35 侯蕾蕾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136 康梅蓉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137 周茜 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

138 孙明 咸宁卫生学校

139 蒙雅萍 西安市卫生学校

140 金玉姬 杭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141 严长远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42 王妍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43 王方妮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144 郭淑妮 绍兴护士学校

145 李艳荣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146 李延莉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47 任旭龙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148 孔令媛 新疆银龄大家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49 高誉文 连云区社会福利院

150 王惠琴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151 刘仲彪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152 袁慧敏 石河子市盛世阳光天颐养老院

153 肖潇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154 张雅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55 董慧 石河子卫生学校

156 杨柳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7 戴伟峰 靖江金秋护理院

158 张英 杭州在水一方养老服务集团

159 于荣哉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160 陆琦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1 宋春玲 石河子大学护士学校

162 鲍蕾 新疆护理协会

163 郭小花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64 刘芳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65 翟林林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

166 肖山秀 武汉市江汉区社会福利院

167 于欣伟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168 滕济英 连云区社会福利院

169 王辉 第六师五家渠市吾家乐宝养老总院

170 李园园 西安思源学院

171 周立平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172 王玲玲 西安翻译学院

173 易辉 湖北武汉市江福养老评估中心

174 张秀芳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夕阳红休养中心

175 邢少娜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76 骆妮 西安养老康复中心



177 金佳慧 南京市建邺区社会福利院

178 王双来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179 陈佩玲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80 王栋 西安市卫生学校

181 王丽君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82 沈国芬 桐乡市卫生学校

183 张舜瑜 万河子银龄大家庭养老院

184 贾晓雯 石河子卫生学校

185 孙彩云 西宁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186 刘曼婷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87 高红云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永宜老年公寓

188 马雪雪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89 南联红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90 郭媛媛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1 徐育 湖州中等卫生专业学校

192 黄美红 湖州中等卫生专业学校

193 刘旭芳 山西省社会福利院

194 赵丽娟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95 张慧琳 西宁卫生职业学校

196 郭建辉 西吉县职业中学

197 蒋薇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98 徐晶心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199 程聪 丽水学院

200 胡欣兰 西安翻译学院

201 高惠霞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202 谢建菊 西宁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203 董梅德 新疆昌吉厚德康养家园

204 符林秋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205 王苹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206 曹梅琴 晋中市卫生学校



207 刘娟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8 杨丽丽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209 张蕾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10 韩小毅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11 马明丽 乌鲁木齐市养老福利院

212 王小会 西吉县职业中学

213 马小郦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214 裴园丽 昌吉厚德康养家园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215 李王林 西安行健养老服务评估中心

216 王莉 阿拉尔市银龄大家庭老年公寓

217 王玮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218 李玲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219 谭静 青县康泰养老护理中心

220 李秀荣 浙江康芮嘉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21 袁晓媛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222 席娇娜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23 刘琦 商南老年护理院

224 詹传东 浙江省老年服务业协会

225 强金蓓 湖州中等卫生专业学校

226 崔京京 山西省老年公寓

227 吴琼 宁波康乐居养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28 董婷 江苏迈特望教育培训中心

229 张菊梅 宁夏银北医养中心

230 金燕 奎屯夕阳护理院

231 王瑞 西安市阎良区德瑞养老院

232 李春英 丽水学院

233 郝春艳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234 李鹏飞 甘肃省卫生学校

235 李葆存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36 葛炜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37 王港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38 戴秋云 南京市一方养老服务知道中心

239 蒋燕萍 甘肃省卫生学校

240 叶玉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41 冯淑雅 山阳县平阳老年养生公寓

242 董晓婷 山西省老年公寓

243 张敏 山西省老年公寓

244 杨川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

245 兰雁 晋中市卫生学校

246 刘琼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247 余婷婷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248 易婕 建邺区社会福利院

249 王琼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50 段磊 第六师五家渠市吾家乐宝养老总院

251 钟小日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252 仇淑娟 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

253 魏青青 桐乡市卫生学校

254 韩楠 西安翻译学院

255 卫华 西安培华学院

256 李敏慈 阿拉尔市银龄大家庭老年公寓

257 李静 邢台医专老年养护中心

258 闻丽芬 西安长安区西京路1号西京学院

259 王文忠 大庆市养老行业协会

260 刘楠 西安翻译学院

261 汤少美 绍兴护士学校

262 李晓惠 乌鲁木齐市中开老年公寓

263 徐凤麟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64 黄维 宁波康乐居养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65 邹丹 江苏省南京淳化利安康乐颐养院

266 曹灵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67 姚少维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68 李敏 乌鲁木齐市馨怡老年护理院

269 常桂娟 小秤砣养老评估咨询中心

270 周雅玲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271 张存丽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272 谌慧君 西安康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73 刘昌瑞 山阳县平阳老年养生公寓

274 袁晔华 江苏南通银城康养护理院

275 李茜 贵州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