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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扎西平措 男 藏 本科 党员 1997.08 拉萨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 小学 二级教师 2006.03  

2 马瑞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14.08 拉萨市北京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5  

3 尼玛德吉 女 藏 硕士 群众 2014.08 拉萨市北京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5  

4 拉旺旦增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5.10 拉萨市北京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5  

5 李雪强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6.08 拉萨市北京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6 蒋佳佳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6.07 拉萨市北京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7 张国蒙 男 汉 本科 群众 2009.08 拉萨市北京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5.12  

8 尼珍 女 藏 硕士 群众 2014.08 拉萨市北京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6.08  

9 白玛曲吉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5.07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10 尼玛潘多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4.09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07.05  

11 仁青央金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5.07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12 吴睿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5.12  

13 谢琳 女 汉 硕士 党员 2015.07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14 沙汉凯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5.12  

15 卓玛拥宗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0.07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2.05  

16 边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7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08.11  

17 魏开泉 男 汉 本科 群众 2010.07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5.12  

18 赵兰 女 回 本科 党员 2015.10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4  

19 张晚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08.11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09.12  

20 达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5.08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21 赵琦 男 汉 本科 群众 2015.10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5  

22 杨荣 男 汉 本科 群众 2015.10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5  

23 拉姆次仁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2.10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3.10  

24 刘文林 女 汉 硕士 党员 2016.07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25 索朗次仁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4.07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5  

26 仁增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7.08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09.05  

27 边巴拉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5.10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4  

28 尼玛琼达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5.08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4  

29 李朝泉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16.07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12  

30 拉姆央金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1.08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3.10  



31 曾洪春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5.10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4  

32 黄勇娟 女 苗 本科 党员 2012.07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5.12  

33 平措江村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4.07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34 多吉次仁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5.08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35 德曲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2.07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4.05  

36 白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5.08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37 德吉白宗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2.11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6.07  

38 牛立强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5.10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39 何文斌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5.10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40 刘川 男 汉 本科 群众 2008.08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1.07  

41 索朗坚增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5.08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42 罗增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5.08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5  

43 益西卓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5.10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5  

44 孙文斌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09.09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6.07  

45 巴桑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4.07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6.08  

46 龚安祥 男 汉 本科 群众 2014.07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47 次阿卓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3.07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5  

48 普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5.10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49 王雯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07.07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08.07  

50 刘玉慧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5.10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5  

51 扎西罗布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5.08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52 索朗旺堆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3.08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53 旦增多吉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54 达瓦欧珠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2.07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55 达瓦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9.08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56 洛松扎西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57 加央多吉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5.10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58 严义德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04  

59 易多坤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6.09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60 邓涛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13.08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5.12  

61 伍珠多吉 男 藏 硕士 党员 2009.10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2.05  

62 德吉卓嘎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6.07  

63 韩靖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64 卓嘎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6.07  



65 平措卓嘎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2.11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7.12  

66 白玛杰布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0.08 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高中 二级教师 2012.05  

67 张盼盼 女 藏 大专 群众 2007.07 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11   

68 次仁卓嘎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一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5.12  

69 多吉卓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5.10 拉萨市第一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4  

70 郝赛男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1.07 拉萨市第一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2.07  

71 李林琴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16.08 拉萨市第一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12  

72 王旭英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一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5.12  

73 卓玛央宗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3.12 拉萨市第一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5.12  

74 岳佳鑫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5.09 拉萨市第二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4  

75 边巴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1.07 拉萨市第三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05.07  

76 吴换群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4.08 拉萨市第四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6.07  

77 尼玛拉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3.07 拉萨市第四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5  

78 贵桑旺姆 女 藏 本科 党员 1995.07 拉萨市第四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03.01  

79 阿龙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8 拉萨江苏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0.05  

80 陈明桃 男 汉 本科 群众 2016.08 拉萨市第八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12  

81 拉旺次仁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6.08 拉萨市第八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12  

82 廖展 女 汉 硕士 群众 2014.08 拉萨市第八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4  

83 吴祖红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05.07 拉萨市第八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07.12  

84 祥秋 女 藏 本科 群众 1993.07 拉萨市第八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1999.12  

85 央宗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8.07 拉萨市第八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2.05  

86 罗维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一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12  

87 韩雪洁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一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2  

88 达娃央金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1.12 拉萨市第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4.10  

89 边巴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6.07 拉萨市第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07  

90 德吉卓嘎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1.07 拉萨市第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4.12  

91 索朗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第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2  

92 小次仁卓嘎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8.11 拉萨市第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0.12  

93 索朗顿珠 男 藏 大专 群众 1993.07 拉萨市第三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5.05  

94 央拉 女 藏 大专 党员 2005.08 拉萨市第三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10  

95 卓玛央宗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6.08 拉萨市实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4.12  

96 尼珍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1.07 拉萨市实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2  

97 华国鑫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4.08 拉萨市实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12  

98 薛霞霞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15.10 拉萨市实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04  



99 朱华美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09.11 拉萨市实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1  

100 德吉白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8.08 拉萨市实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06  

101 刘栋梁 男 汉 本科 群众 2001.07 拉萨广西友谊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6.05  

102 泽仁卓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6.07 拉萨北京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3.05  

103 张俊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城关区海城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2  

104 卓嘎拉姆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1.12 拉萨市城关区海城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2.12  

105 洛桑曲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8.11 拉萨市城关区海城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0.04  

106 旦增罗布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4.07 拉萨市城关区海城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6.07  

107 巴桑卓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6.12 拉萨市城关区海城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2.08  

108 则毕 女 藏 大专 党员 1999.07 拉萨市城关区吉崩岗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5.12  

109 边巴卓玛 女 藏 大专 党员 2000.07 拉萨市城关区吉崩岗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5.12  

110 索朗扎西 男 藏 大专 群众 2013.12 拉萨市城关区吉崩岗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1  

111 吉吉拉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6.08 拉萨市城关区雪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05  

112 斯朗曲宗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6.07 拉萨市城关区雪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9.06  

113 旦增平措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4.07 拉萨市城关区雪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2.05  

114 索朗拉宗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6.07 拉萨市城关区雪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0.04  

115 尼玛刀登 男 藏 大专 党员 2005.07 拉萨市城关区拉鲁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05  

116 尼珍 女 藏 大专 群众 1993.07 拉萨市城关区拉鲁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0.12  

117 中边巴卓玛 女 藏 大专 党员 1993.07 拉萨市城关区拉鲁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0.12  

118 朗杰旺姆 女 藏 大专 党员 1999.08 拉萨市城关区拉鲁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6.12  

119 小央金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3.07 拉萨市城关区拉鲁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6.10  

120 平措顿珠  男 藏 本科 群众 1995.07 拉萨市城关区藏热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4.01  

121 拉姆次仁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6.07 拉萨市城关区藏热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9.12  

122 李小格 男 汉 本科 群众 2003.07 拉萨市城关区藏热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6.05  

123 边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8 拉萨市城关区藏热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2  

124 郑金萍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09.11 拉萨市城关区藏热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12  

125 连亚兰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0.07 拉萨市城关区藏热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2.06  

126 次旺桑布 男 藏 本科 党员 1999.07 拉萨市城关区当巴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5.03  

127 次旦央吉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7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海萨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8.07  

128 普布卓嘎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6.07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海萨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0.03  

129 措旺 男 藏 大专 群众 2008.08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海萨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0.05  

130 格桑顿珠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4.07 拉萨市城关区白定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12  

131 索朗晋美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5.07 拉萨市城关区白定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9.06  

132 德庆 女 藏 大专 群众 2007.07 拉萨市城关区白定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3.09  



133 格桑旺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7 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05  

134 次仁德吉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1.07 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4.12  

135 景秀红 女 汉 大专 党员 2002.07 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9.03  

136 达娃曲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3.12 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6.07  

137 索朗坚赞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2.11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完全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1  

138 龙多旦巴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3.08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完全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5.12  

139 格列 男 藏 大专 党员 2006.12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完全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8.12  

140 巴桑旺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6.07 拉萨市城关区海淀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0.04  

141 邴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1.07 拉萨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6.04  

142 德庆卓嘎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9.07 拉萨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05  

143 孔文净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2  

144 尼嘎 女 藏 大专 群众 2003.07 拉萨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6.04  

145 次仁央金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4.08 拉萨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0.05  

146 刘至岚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3.12 拉萨市城关区第二十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5.12  

147 卓玛次仁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8.08 拉萨市城关区第二十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4.05  

148 尼玛措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3.07 拉萨市城关区第一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08.05  

149 米玛仓曲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2.11 拉萨市城关区第二幼儿园分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5.12  

150 包银娟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2.11 拉萨市城关区第四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4  

151 拉姆次仁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城关区第五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4  

152 王靖玉 女 汉 大专 党员 2012.11 拉萨市城关区第六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6.07  

153 多吉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8.08 拉萨市城关区第七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4  

154 嘎玛宗珠云旦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7.07 拉萨市城关区第七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2.12  

155 于亚男 女 汉 本科 预备 2014.07 拉萨市城关区第八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12  

156 冯彦丽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6.08 拉萨市城关区第九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12  

157 德其措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8.07 拉萨市城关区第十一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6.07  

158 李玉婷 女 汉 本科 预备 2013.12 拉萨市城关区第十三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6.07  

159 李缓缓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08.07 拉萨市城关区第十五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4  

160 索朗曲宗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5.10 拉萨市城关区北京小学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4  

161 次吉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2.11 拉萨北京实验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4  

162 巴久 男 藏 硕士 党员 2011.08 墨竹工卡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4.05  

163 白玛央宗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9.12 墨竹工卡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5.12  

164 达珍（小）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5.10 墨竹工卡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5  

165 格桑拉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3.12 墨竹工卡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6.06  

166 李琪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6.08 墨竹工卡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12  



167 刘万振 男 汉 硕士 党员 2013.12 墨竹工卡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5.12  

168 尼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8.11 墨竹工卡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1.07  

169 尼玛扎西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4.08 墨竹工卡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6.07  

170 其美央金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4.08 墨竹工卡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5  

171 曹智华 女 汉 大专 群众 2014.08 墨竹工卡县南京实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6.07  

172 张瑶瑶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6.09 墨竹工卡县南京实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12  

173 德庆白珍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墨竹工卡县南京实验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05  

174 格桑曲珍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2.11 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南京希望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2  

175 央坚卓嘎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0.11 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南京希望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12  

176 贡觉次成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7.07 墨竹工卡县日多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11  

177 普布潘多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4.08 墨竹工卡县唐加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12  

178 巴桑次仁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5.07 墨竹工卡县唐加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6.07  

179 旦增卓嘎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2.11 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1  

180 仓罗布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4.08 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12  

181 次央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1.08 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08  

182 次仁占堆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7.07 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6.07  

183 顿珠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1.08 墨竹工卡县门巴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8.12  

184 路雪梅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墨竹工卡县教育（体育）局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12  

185 平措曲珍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墨竹工卡县第一双语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12  

186 王晶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5.10 墨竹工卡县第二双语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12  

187 张银妹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林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5.12  

188 扎西旺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9.08 林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1.07  

189 益西龙桑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4.07 林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5.11  

190 拉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7 林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09.05  

191 尼玛旦增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6.08 林周县教育局 初中 二级教师 2009.05  

192 边巴次仁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1.08 林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7  

193 旦增贡布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1.07 林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2.12   

194 白玛玉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3.07 林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08.11  

195 边巴石曲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9.11 林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1.07  

196 邱淋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6.07 林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12  

197 扎西朗桑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0.07 林周县强嘎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3.12  

198 巴桑伦珠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6.07 林周县边角林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04  

199 大达娃卓玛 女 藏 大专 党员 2009.07 林周县强嘎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6.01  

200 仁青曲措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9.07 林周县苏州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2.05  



201 次仁多吉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5.10 林周县唐古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07  

202 尼玛曲珍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9.03 林周县强嘎乡中心小学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5  

203 阿旺拉姆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6.08 林周县中心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12  

204 单增旺扎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5.07 达孜区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0.05  

205 边巴罗布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6.08 达孜区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09.05  

206 把多萍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3.12 达孜区唐嘎乡双语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6.08  

207 周毛措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达孜区德庆镇白纳村双语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4  

208 嘎玛玉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3.12 达孜区邦堆乡双语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4  

209 朱世清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5.10 堆龙德庆区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5  

210 罗布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1.07 堆龙德庆区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5.08  

211 李天奎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6.08 堆龙德庆区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12  

212 格桑德吉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8.11 堆龙德庆区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1.07  

213 胡正彬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5.10 堆龙德庆区德庆镇中心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6  

214 韩敏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5.10 堆龙德庆区第二双语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6  

215 殷琦瑞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14.07 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中心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5  

216 赤列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5.10 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岗德林村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5  

217 德青拥珍 女 藏 本科 积极分子 2015.09 堆龙德庆区古荣镇巴热村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6  

218 次旦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3.07 曲水县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2.06  

219 拉巴片多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4.07 尼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6.07  

220 旦真卓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1.07 尼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2.08  

221 张达奇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14.07 尼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6.07  

222 洛桑多吉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尼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5  

223 索朗曲吉 女 藏 硕士 党员 2013.07 尼木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5.12  

224 索朗扎西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尼木县麻江乡完全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05  

225 索朗卓嘎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9.08 尼木县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3.12  

226 旺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2.11 尼木县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4.10  

227 秦晴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4.07 尼木县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6.08  

228 色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1.07 尼木县中心小学吞巴校区 小学 二级教师 2015.12  

229 索朗 男 藏 大专 群众 2013.12 尼木县帕古乡完全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6.07  

230 扎西央珍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尼木县北京中心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5  

231 拉巴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1.12 尼木县中心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7.05  

232 索南益西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3.08 当雄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6.03  

233 尼玛吉拉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1.08 当雄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2.12  

234 扎西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2.11 当雄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12  



235 次央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4.08 当雄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6  

236 色利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3.08 当雄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6  

237 嘎玛旦增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0.07 当雄县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06  

238 洛桑卓嘎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8.10 当雄县羊八井镇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12  

239 桑木吉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6.07 当雄县中心幼儿园 学前 二级教师 2015.11  

240 格桑多吉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0 当雄县乌玛乡第一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3.12  

241 格桑多吉 男 藏 大专 党员 2011.08 当雄县乌玛乡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6.07  

242 次卓嘎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1 当雄县纳木湖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6.07  

243 央朗杰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当雄县龙仁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06  

244 拉姆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1.12 当雄县龙仁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8.12  

245 巴旦桑珠 男 藏 本科 团员 2013.12 当雄县龙仁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06  

246 宗吉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9.07 当雄县公塘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2.12  

247 拉巴琼达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当雄县公塘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12  

248 次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8 当雄县公塘乡中心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1.08  

249 罗布次仁 男 藏 硕士 党员 2011.07 拉萨市柳梧初级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3.09  

250 张艳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14.07 拉萨市柳梧初级中学 初中 二级教师 2017.12  

251 次仁德吉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1.08 拉萨市柳梧新区红军小学 小学 二级教师 2017.06  

252 旦增扎巴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8.08 拉萨市柳梧初级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5.12 续聘 

253 桑珠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608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高中 一级教师 201308 续聘 

254 梅才让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5.07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高中 一级教师 2016.10 续聘 

255 扎西卓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8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5.12 续聘 

256 索朗顿珠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4.07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3.08         续聘 

257 达娃桑吉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8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0.05 续聘 

258 龙泽慧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07.08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一级教师 2014.12 续聘 

259 雷杰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07.07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一级教师 2014.09 续聘 

260 薛从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09.07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一级教师 2016.12 续聘 

261 刘骞 男 汉 本科 党员 2009.08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一级教师 2015.11 续聘 

262 普布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1.08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一级教师 2012.04 续聘 

263 卢芬芬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07.07 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 一级教师 2019.12 续聘 

264 巴桑普赤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7.07 拉萨市第一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6.09 续聘 

265 扎西央宗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9.11 拉萨市第一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7.08 续聘 

266 次达卓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7 拉萨市第二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4.01 续聘 

267 达瓦次仁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2.07 拉萨市第二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5.11 续聘 

268 钟文娟 女 汉 本科 群众 2009.11 拉萨市第四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5.11 续聘 



269 巴桑次仁 男 藏 本科 群众 1996.07 拉萨市第六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04.05 续聘 

270 米玛次旦 男 藏 本科 党员 1998.07 拉萨市第七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07.01 续聘 

271 旦增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5.07 拉萨市第七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4.10 续聘 

272 普布卓玛 女 藏 本科 群众 1999.07 拉萨市第七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0.01 续聘 

273 达娃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3.07 拉萨市第八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2.09 续聘 

274 米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7.07 拉萨市第八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4.01 续聘 

275 巴桑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6.07 拉萨市第二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4.10 续聘 

276 索朗次仁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4.07 拉萨市第二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4.12 续聘 

277 旦增色珍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5.07 拉萨市第二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4.01 续聘 

278 蒲燕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07.07 拉萨市实验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4.01 续聘 

279 平措措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10.07 拉萨市城关区海城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9.12 续聘 

280 扎西旺堆 男 藏 大专 群众 1998.07 拉萨市城关区海城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8.12 续聘 

281 小央啦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6.07 拉萨市城关区白定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4.01 续聘 

282 达瓦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8.07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完全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6.12 续聘 

283 白玛玉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7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完全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8.12 续聘 

284 饶剑秋 男 汉 大专 党员 2002.07 拉萨市城关区海淀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1.10 续聘 

285 仓拉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3.06 拉萨市城关区海淀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3.11 续聘 

286 索朗卓嘎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7.07 拉萨市城关区第三幼儿园 学前 一级教师 2017.08 续聘 

287 扎西央宗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3.12 拉萨市城关区北京小学幼儿园 学前 一级教师 2020.06 续聘 

288 达吉次仁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6.07 墨竹工卡县南京实验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5.12 续聘 

289 桑杰达瓦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8.11 林周县松盘乡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5.06 续聘 

290 拉巴玉珍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7 林周县强嘎乡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5.11 续聘 

291 次达多吉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9.11 林周县苏州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5.12 续聘 

292 德吉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7.08 林周县旁多乡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4.01 续聘 

293 巴桑次仁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3.07 达孜区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3.11 续聘 

294 巴桑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1.07 达孜区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8.05 续聘 

295 央宗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6.12 达孜区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6.12 续聘 

296 曲珍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10.11 达孜区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8.04 续聘 

297 琼达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9.07 堆龙区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5.12 续聘 

298 尼玛吉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9.07 堆龙德庆区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5.12 续聘 

299 格桑德吉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7.07 堆龙德庆区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4.01 续聘 

300 朗杰卓嘎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1.07 堆龙德庆区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5.05 续聘 

301 米玛次仁 男 藏 大专 党员 2005.07 堆龙德庆区德庆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2.12 续聘 

302 霍娟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07.07 堆龙德庆区姜昆黄小勇希望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7.08 续聘 



303 央金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1.07 堆龙德庆区姜昆黄小勇希望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1.11 续聘 

304 达嘎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10.07 拉萨经开小学（堆龙四小） 小学 一级教师 2017.08 续聘 

305 拉珍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8.11 堆龙德庆区乃琼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4.12 续聘 

306 林婕 女 汉 本科 党员 2009.11 堆龙德庆区羊达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1.6 续聘 

307 白玛德庆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6.07 堆龙德庆区古荣乡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4.04 续聘 

308 洛桑益西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6.08 堆龙德庆区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4.10 续聘 

309 次旦旺久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7.07 堆龙德庆区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8.12 续聘 

310 平措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10.11 曲水县茶巴拉乡小学 小学 一级职称 2018.01 续聘 

311 扎西次仁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6.07 曲水县南木乡小学 小学 一级职称 2015.12 续聘 

312 普布卓玛 女 藏 本科 党员 1994.07 曲水县达嘎乡小学 小学 一级职称 2009.05 续聘 

313 索朗普布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4.08 曲水县中学 初中 一级职称 2012.10 续聘 

314 次仁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4.08 尼木县帕古乡完全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7.01 续聘 

315 拉姆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7.07 当雄县中学 初中 一级教师 2014.01 续聘 

316 扎西曲培 男 藏 本科 党员 200607 当雄县宁中乡第一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6.12 续聘 

317 白玛卓嘎 女 藏 本科 群众 2004.07 当雄县龙仁乡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6.09 续聘 

318 尼玛次仁 男 藏 本科 群众 2007.08 当雄县公塘乡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7.08 续聘 

319 次仁松姆 女 藏 本科 党员 2009.07 当雄县公塘乡中心小学 小学 一级教师 2017.08 续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