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部湾大学关于 2020 年农村小学全科教师(高中起点四年制

本科)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招生面试的通告

各位考生：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工

作的通知》（桂教师范〔2020〕3 号）精神，为更好地做好我校 2020

年广西农村小学全科教师（高中起点四年制本科本科）定向培养免费

师范生招生面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面试对象

我校根据广西招生考试院提供填报我校“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

培养师范生”志愿，并且户籍符合定向招生范围的考生名单，按照自

治区教育厅下达我校的分县（区）培养计划数的 1:1.5 确认参加面

试考生名单(详见附件)，分县（区）培养计划表和面试安排详见表 1、

表 2。

表 1：北部湾大学 2020 年高中起点四年制（本科）农村小学全科

教师定向培养计划表

北部湾大学 2020 年高中起点四年制（本科）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

培养计划表

序

号
市 县（市、区）

招生计划数

小计 理工 文史 培养院校

1 贵港市 桂平市 40 20 20 北部湾大学

2 北海市 合浦县 20 10 10 北部湾大学



二、面试内容

面试主要对考生将来从事小学教师职业所需的基本条件、基本素

质和潜能的摸底考核，包括形体仪表、汉字硬笔书写、语言表达、特

长展示等四个方面。

三、现场确认、面试时间以及考场安排

（一）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0 年 8 月 2日

第一批：上午 7：30～8：30(桂平市、合浦县、钦北区、浦北县

的考生)

第二批：中午 12：30～14：00(金城江区、天峨县、东兰县、巴

马县、北流市的考生)

2．地点：北部湾大学 1号教学楼 1B-115

（二）面试时间及考场安排(详见个人准考证)

3 钦州市 钦北区 10 5 5 北部湾大学

4 钦州市 浦北县 10 5 5 北部湾大学

5 玉林市 北流市 20 10 10 北部湾大学

6 河池市 金城江区 19 9 10 北部湾大学

7 河池市 天峨县 18 9 9 北部湾大学

8 河池市 东兰县 20 10 10 北部湾大学

9 河池市 巴马县 20 10 10 北部湾大学

合计 177 88 89



表 2：面试时间安排表

四、面试程序及要求

（一）面试程序

1.按准考证指定的时间地点报到，核验考生身份证（或户籍证明）、

准考证，学生填写面试登记表有关信息，确定面试顺序。

2.考生在指定的候考室候考并参加汉字硬笔书写测试。

3.考生按顺序由引导员带入面试考场，进行形体仪表、语言表达、

特长展示等测试。

4.面试结束，考生离开考场。

（二）纪律要求

1.考生参加面试时，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不得穿奇装异服和

佩戴任何标志性饰物，在候考室及休息室内的考生，不得随意出入和

大声喧哗。

日期 时间 内容 面试对象

2020 年

8 月 2 日

8：50～9：00 硬笔书写 桂平市、合浦县、

钦北区、浦北县

的考生9：10～12：30 形体仪表、语言表达、特长展示

14：10～14：20 硬笔书写 金城江区、天峨县、

东兰县、巴马县、

北流市的考生14：30～18：30 形体仪表、语言表达、特长展示



2.考生按时到报到处签到，然后到候考室准备汉字硬笔书写测试。

考生应服从工作人员管理，不明确事项可向工作人员咨询。

3.面试准时开始，每名考生的面试时间为 5 分钟。面试结束的考

生不得与其他考生接触，如有接触，接触双方均按违纪处理。

4.考生必须在指定的报到地点和时间内进行报到。

5.面试期间，考生家长只能在指定的 1A-103、1A-104、1A-105、

1A-106、1A-107 及 1A-108 休息室等候考生。

五、防疫要求

参加面试的考生需进行健康监测，进入考点（校门）要接受体温检

测并佩戴口罩.面试前 14 天内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

咽痛、腹泻等症状的人员，应提前报告我校招生就业处，并按规定及

时就医。经研判后，如可以参加面试的，须在隔离考场参加面试。

六、注意事项

1．考生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籍证明）和准考证参加现场确

认和面试。若身份证或准考证遗失，请及时到当地派出所和学校办理

相关证明若身份证或准考证遗失，证明中必须贴有考生本人照片，并

在照片上加盖公章。

2．面试时硬笔书写环节请自备黑色钢笔或黑色水性笔；特长展示

环节所需物品请自行准备。

3．本次面试不收取面试费。考生的交通、食宿请自理。

4．咨询电话：0777—2804188 0777——2804088

北部湾大学

2020 年 7月 31 日



附件：北部湾大学 2020 年农村小学全科教师(高中起点四年

制本科)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面试名单表

北部湾大学 2020 年农村小学全科教师(高中起点四年制本科)

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面试名单表

（排名不分先后）

考生号 姓名 户籍所属地市 户籍所在地 科类

20451201150648 陈丽红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754 黄桂良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504 黄丽霖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021150087 黄青萌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001152086 黄秋瑰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648 黄秀丽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195 黄重齐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0101156693 黎炳君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345 陆彩凤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602 陆建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154 罗杨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284 罗苡璇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222 石盛文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554 韦小娟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27150418 杨姝娴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理科



20451201110516 班雪婷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003 陈玉赟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005 胡孟春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133 黄家东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066 黄美玲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012 黄舒蜜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656 黄镇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401 梁潇倩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033 罗振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300 韦美婴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176 韦小练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9110301 韦艳东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116 姚翠婷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81110200 余俊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1227110181 郑大钊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文科

20450981150982 蔡梓凤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1504 杜铭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4490 冯信强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1271 何春燕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1145 李朝宁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5427 李宪慧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0185 李英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0209 梁梅婷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4159 梁舒婷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4160 罗安林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0930 吕艺枫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4369 莫锐静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0897 覃舒棋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4515 杨展晴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51187 郑秋霖 玉林市 北流市 理科

20450981114323 陈坤兰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0204 黄冰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2961 黄延玲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2653 黄彦菱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3402 李水凤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2500 梁景艳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4294 梁宇琪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3265 凌传美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01112903 刘红梅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0289 卢广梅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0077 卢桂容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4297 罗统欣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4311 苏丽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4262 谭郁珍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0981112650 杨梁好 玉林市 北流市 文科

20451201151253 陈嘉耀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639 陈俊杉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690 黄安平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672 黄兰凤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197 梁培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108 覃冬技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643 覃兰娟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295 覃佩佩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01151557 谭兰州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01150919 汪大惠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01150838 韦纯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159 韦桂兰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498 韦虎德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1150326 韦香毅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616 韦秀修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50233 牙韩记 河池市 东兰县 理科

20451224110097 黄丽林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01110386 黄祎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4110112 梁丽佳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4110010 罗彩娟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4110415 覃兆彤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4110136 韦丽秋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4110108 韦毅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01110467 韦运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4110022 韦梓歆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9110058 许茹婷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4110188 牙曼灵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81110194 牙妹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4110273 牙雄心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4110372 杨远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1224110117 袁艺芳 河池市 东兰县 文科

20450881152417 陈惠媚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01150799 陈洁婷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585 郭舒敏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1532 胡清兰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013 黄炳凤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1935 黄焕芬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02153872 黄家荣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396 黄坤兰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1940 黄兴兰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742 黄燕丽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3746 李翠秀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3624 李海兰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7440 李丽兰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664 李卓瑜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0105 梁朝虹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099 梁国丽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1391 梁瑶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403 梁永熙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570 刘杰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1752 陆星桦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1786 莫伟诚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406 欧秋玲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771 覃春芳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7251 覃新贵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2794 覃意婵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02154588 吴炎龙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02153850 谢有林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02152945 杨钧淋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3621 杨怡芳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54304 张钊彬 贵港市 桂平市 理科

20450881110661 白宗玲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445 曾采苹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2865 曾家如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519 陈丽清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01114764 陈寿军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3569 邓海淇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01116780 冯洁妍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766 甘倩仪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01111656 顾云萍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564 黄眉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01111347 黄诗怡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587 黄晓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592 赖晓宇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483 李正美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285 梁丹铃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619 梁嘉玲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633 梁金妮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1028 梁永梅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1101112665 蒙滢滢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591 容慧琪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684 容文凤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088 施卓君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551 覃志豪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1438 吴嘉欣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2139 吴军兰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1230 吴培园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119 吴炫莹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3971 徐艾菁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1356 杨翘枫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0046 姚永兰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881113473 尹平 贵港市 桂平市 文科

20450521151353 蔡小宁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0072 陈曦阳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0946 陈云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0886 付海盈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1817 韩丽萍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0207 何欣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3540 洪龙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0393 黄洁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0083 黄薇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3523 李莹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1349 凌芳芳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3859 裴世斌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0412 苏妍妍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0984 张焕湉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54075 赵姗姗 北海市 合浦县 理科

20450521111811 陈宏娇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21110008 陈歆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21110079 陈振倩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21110225 劳燕萍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21110842 李桂芳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21111838 廖彩霞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21110093 廖海宏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01110109 林秀青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21111896 莫雨洁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21110133 沈怡冰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21110257 温鹃萍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701111292 温婉珍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521110143 吴玉婷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101113512 叶琦娜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0701110369 易广如 北海市 合浦县 文科

20451201150706 黄楚涵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1423 龙丽妃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1781 陆星语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1576 马欣悦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1000 莫喆杰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2049 苏毅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0749 覃安琪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0083 覃舒荣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26150966 覃胤朔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1601 韦电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0682 韦佳媛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1510 韦正汀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80003 韦子祺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51804 杨薏 河池市 金城江区 理科

20451201110663 陈雨婷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26110404 黄诗淇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01110320 兰春菊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01110719 李佳玲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01110721 龙思羽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01110737 莫梦春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01110702 覃海玉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01110597 覃秋怡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01110734 唐彩容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01110744 田桂凤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22110024 韦红良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01110388 韦捷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1221110491 韦孟汝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文科

20450722151113 邓宇璐 钦州市 浦北县 理科

20450722150905 黄芝霞 钦州市 浦北县 理科

20450722151335 李世颖 钦州市 浦北县 理科

20450722151246 廖心玲 钦州市 浦北县 理科

20450722151415 米思瑜 钦州市 浦北县 理科

20450722150764 宁良艳 钦州市 浦北县 理科

20450722150014 宁燕丽 钦州市 浦北县 理科

20450722150360 覃津 钦州市 浦北县 理科

20450722110096 高丽丽 钦州市 浦北县 文科

20450722110343 黄著凤 钦州市 浦北县 文科

20450722110304 刘秋伶 钦州市 浦北县 文科

20450722110905 容海燕 钦州市 浦北县 文科

20450722110339 王宇虹 钦州市 浦北县 文科

20450722112029 颜家强 钦州市 浦北县 文科

20450722110357 叶坤艳 钦州市 浦北县 文科

20450722110909 张月津 钦州市 浦北县 文科



20450701154461 黄利华 钦州市 钦北区 理科

20450701152802 黄毅孝 钦州市 钦北区 理科

20450701151870 黄悦 钦州市 钦北区 理科

20450701154290 黎沛 钦州市 钦北区 理科

20450701154500 凌思 钦州市 钦北区 理科

20450701151960 宋振缙 钦州市 钦北区 理科

20450701150920 韦铭诗 钦州市 钦北区 理科

20450701152277 周大桓 钦州市 钦北区 理科

20450701111224 黄冬兰 钦州市 钦北区 文科

20450701112657 黄平娟 钦州市 钦北区 文科

20450701110137 李瑷成 钦州市 钦北区 文科

20450701111860 利达恩 钦州市 钦北区 文科

20450701110504 陆芳夏 钦州市 钦北区 文科

20450701110282 宋盛钰 钦州市 钦北区 文科

20450701113324 杨媛 钦州市 钦北区 文科

20450701111764 周欣欣 钦州市 钦北区 文科

20451281151019 班富妮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6150914 班华卿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50241 蔡新建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50293 岑艳娥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50418 陈思爱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50374 李婷婷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50198 李永兴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50391 罗美容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50385 宁丽利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50428 邱愈腾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01151411 田发鸿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50044 王旭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50043 韦安锦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01151049 韦艳巧 河池市 天峨县 理科

20451222110308 黄彩银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22110358 黄楚玲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22110410 黄雪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22110401 兰林美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22110407 李佳倩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22110300 刘美藓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22110329 陆甜甜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22110298 罗昌节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22110394 罗盛远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81111477 罗婷婷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01110409 覃玉万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22110316 王荣娜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21110520 吴佳玲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20451281110186 熊伊曼 河池市 天峨县 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