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地市 姓名 民族 性别 单位 学历 职务 派往地区 营地名称
1 四川 眉山市 谢维勇 汉族 男 眉山中学 本科 数学教师 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 四川 达州市 李飞 汉族 男 四川达州新世纪学校 本科 科技辅导员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3 四川 遂宁市 马彬 汉族 男 四川省射洪中学校 本科 教师 广东 中山大学
4 四川 达州市 杨晓莉 汉族 女 四川省渠县中学 本科 科技辅导员湖北 武汉理工大学
5 四川 遂宁市 何中文 汉族 男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第一高级中学 本科 教师 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 四川 成都市 李昔霜 汉族 女 成都华西中学 本科 教师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7 四川 眉山市 田禾 汉族 男 眉山车城中学 本科 主任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8 四川 德阳市 刘崇富 汉族 男 四川省罗江中学校 本科 教师 湖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9 四川 攀枝花市 敬开松 汉族 男 攀枝花市第十五中学校 本科 教师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
10 四川 阿坝州 何成渝 汉族 男 阿坝州汶川中学 大专 教师 四川 四川大学
11 四川 攀枝花市 文兰 汉族 女 四川省米易中学校 本科 教师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12 四川 成都市 刘陈 汉族 女 成都市华阳中学 本科 生物教师 北京 清华大学
13 四川 宜宾市 曾德宇 汉族 男 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本科 工作人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
14 四川 雅安市 陈科静 汉族 男 四川省汉源县第二中学 本科 教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15 四川 广元市 张达 汉族 男 四川省旺苍东城中学 本科 班主任 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6 四川 泸州市 刘进权 汉族 男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护国中学 本科 教师 四川 四川大学
17 四川 成都市 王艺钢 汉族 男 成都市新都香城中学 本科 教师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18 四川 凉山州 张辉 汉族 男 四川省西昌市第一中学 本科 教师 四川 四川大学
19 四川 宜宾市 万作均 汉族 男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本科 年级副主任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20 四川 广元市 张桂蓉 汉族 女 四川省广元中学 本科 教师 重庆 重庆大学
21 四川 资阳市 刘波 汉族 男 四川省乐至县吴仲良中学 本科 教师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22 四川 资阳市 杨晓 汉族 男 四川省资阳中学 本科 教师 浙江 浙江大学
23 四川 达州市 王建华 汉族 男 四川省宣汉中学 硕士研究生教科室副主任重庆 重庆大学
24 四川 雅安市 高荣耀 汉族 男 四川省天全中学 本科 中学一级教师陕西 兵器工业与西工大
25 四川 阿坝州 卓尔玛 藏族 女 四川省壤塘县中学 本科 教务员 四川 山地科学
26 四川 成都市 洪辉 汉族 男 成都市金堂县竹篙中学校 本科 主任助理 兵团 石河子大学
27 四川 凉山州 张建彬 汉族 男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中学 本科 教师 四川 山地科学
28 四川 广安市 倪勇 汉族 男 四川省岳池县第一中学 本科 副主任 四川 四川大学
29 四川 泸州市 唐道伟 汉族 男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本科 物理教师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30 四川 广安市 李龙 汉族 男 四川省广安市友谊中学 本科 教师 重庆 重庆大学
31 四川 自贡市 黄辉 汉族 男 四川省富顺第二中学校 硕士研究生工作人员 重庆 重庆大学
32 四川 南充市 张慧泽 汉族 男 四川省南部中学 本科 教师 湖北 武汉理工大学
33 四川 绵阳市 赵晓春 汉族 女 绵阳外国语学校 硕士研究生化学教师 重庆 重庆大学
34 四川 成都市 卢齐依 汉族 女 四川省成都七中 硕士研究生化学教师 北京 北京大学
35 四川 绵阳市 孙琪 汉族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本科 通用技术老师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
36 四川 南充市 何明哲 汉族 男 四川省阆中中学校 本科 教师 兵团 石河子大学
37 四川 南充市 张顺翔 汉族 男 四川省营山中学校 本科 副主任 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38 四川 自贡市 王江玲 汉族 女 自贡蜀光中学 本科 副主任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39 四川 乐山市 王晓莹 汉族 女 四川省乐山市新桥中学 本科 校团委书记湖北 武汉理工大学
40 四川 内江市 詹大军 汉族 男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本科 副主任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41 四川 德阳市 唐炜 汉族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本科 高中教师 重庆 重庆大学
42 四川 甘孜州 吕德军 汉族 男 丹巴县第二中学 本科 教师 重庆 重庆大学
43 四川 甘孜州 王治刚 汉族 男 九龙高级中学 本科 班主任兼教师四川 四川大学
44 四川 巴中市 张一平 汉族 男 巴中市第三中学 本科 主任 重庆 重庆大学
45 四川 巴中市 易成章 汉族 男 四川省南江中学 本科 教师 湖北 植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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