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编号 地区 引进单位 岗位名称 岗位工作简述 岗位类别 引进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条件 备注
咨询电话和联

系人

2001 高中语文教师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中文类，研究生阶段为中文类、教师
教育、学科教学（语文）

相应学位 含宛山湖分校

2002 高中数学教师 高中数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数学类、统计学类，研究生阶段为数
学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师教育、学科教学
（数学）

相应学位
含宛山湖分校，竞赛教
师，有数学竞赛获奖
（含高中阶段）的优先

2003 高中物理教师 高中物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物理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
术类，研究生阶段为物理类、电子信息类、电子
科学与技术类、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物理）

相应学位
含宛山湖分校，竞赛教
师，有物理竞赛获奖
（含高中阶段）的优先

2004 高中化学教师 高中化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化学类、化工类，研究生阶段为化学
类、化工类、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化学）

相应学位
含宛山湖分校，竞赛教
师，有化学竞赛获奖
（含高中阶段）的优先

2005 高中生物教师 高中生物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生物类、生物工程类，研究生阶段为
生物类、生物工程类、药学类、教师教育、学科
教学（生物）

相应学位
含宛山湖分校，竞赛教
师，有生物竞赛获奖
（含高中阶段）的优先

2006 高中信息技术教师 高中信息技术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计算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
媒体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等大类专业、教
育技术学

相应学位

含宛山湖分校，竞赛教
师，有信息技术竞赛获
奖（含高中阶段）的优
先

2007 高中心理教师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心理学类，心理健康教育、应用心
理

相应学位 含宛山湖分校

2008 高中语文教师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
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新闻学
、传播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学科教学（语
文）、新闻传播学

相应学位

2009 高中数学教师
高中数学及数学奥赛教

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基础数学、应用数学 相应学位

高中阶段有竞赛省级赛
区一等奖以上优先

2010 高中英语教师 高中英语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英语类、外国语言文学，英语教育
类

相应学位

2011 高中物理教师
高中物理及物理奥赛教

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理论力学、电动力学、光学、热力
学与统计物理、原子物理、量子力学、数学分析

相应学位
高中阶段有竞赛省级赛
区一等奖以上优先

2012 高中生物教师
高中生物及生物奥赛教

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生物类、生物教育类 相应学位

高中阶段有竞赛省级赛
区一等奖以上优先

2013 高中信息技术教师
高中信息技术及信息学

奥赛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计算机专业、软件工程、物联网工
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人工智能、人
机交互

相应学位
高中曾进省队或者大学
期间参加ACM比赛并获
一等奖优先

2014 高中通用技术教师 高中通用技术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机械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机器人
工程、飞行制造工程、人工智能

相应学位
大学期间有科技类活动
获奖优先

2015 图书馆馆员 图书馆管理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 相应学位

2016 教育管理教师 课程开发与课程管理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学原理、教育
经济与管理、教师教育

相应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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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山区
江苏省天一

中学

宋老师、孙老
师0510-
88223001

惠山区
江苏省锡山
高级中学

魏老师
0510-83579333
15190251561



2017 高中语文教师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中文类，研究生阶段为中文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语文）

相应学位

2018 高中数学教师 高中数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数学类，研究生阶段为数学类、课程
与教学论、学科教学（数学）

相应学位

2019 高中英语教师 高中英语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英语类，研究生阶段为外国语言文学
类、英语、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教学（英语）

相应学位

2020 高中物理教师 高中物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物理类，研究生阶段为物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物理）

相应学位

2021 高中化学教师 高中化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化学类，研究生阶段为化学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化学）

相应学位

2022 高中生物教师 高中生物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生物类，研究生阶段为生物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生物）

相应学位

2023 高中政治教师 高中政治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政治类，研究生阶段为政治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政治）

相应学位

2024 高中地理教师 高中地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地理类，研究生阶段为地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地理）

相应学位

2025 高中语文教师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中文类，研究生阶段为中文类、教师
教育、学科教学（语文）

相应学位

2026 高中化学教师  高中化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化学类，研究生阶段为化学类、教师
教育、学科教学（化学）

相应学位

2027 高中政治教师 高中政治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政治类；研究生阶段为政治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思政）

相应学位

2028 高中语文教师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6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中文类；研究生阶段为中文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语文）

相应学位

2029 高中数学教师 高中数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3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数学类；研究生阶段为数学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数学）

相应学位

2030 高中物理教师 高中物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5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物理类；研究生阶段为物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物理）

相应学位

2031 高中化学教师 高中化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5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化学类；研究生阶段为化学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化学）

相应学位

2032 高中英语教师 高中英语教育教学 专技类 5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英语类；研究生阶段为英语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英语）

相应学位

2033 高中历史教师 高中历史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历史类；研究生阶段为历史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历史）

相应学位

2034 高中地理教师 高中地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地理类；研究生阶段为地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地理）

相应学位

2035 高中生物教师 高中生物教育教学 专技类 3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生物类；研究生阶段为生物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生物）

相应学位

2036 高中体育教师 高中体育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本科及以上
体育类、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
（体育）

相应学位

市直属
江苏省梅村
高级中学空

港分校

李老师
051081859769

市直属
无锡市第一

中学
冯老师

13921117127

市直属
无锡市辅仁
高级中学

龚老师
18915279219



2037 高中语文教师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
、对外汉语，研究生阶段为中文类、课程与教学
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语文）

相应学位

2038 高中数学教师  高中数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数学类、统计学（数学）、信息与计
算机科学（数学），研究生阶段为数学类、运筹
学、系统工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与教学
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数学）

相应学位

2039 高中英语教师  高中英语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英语类，研究生阶段为英语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英语）

相应学位

2040 高中物理教师  高中物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物理类，研究生阶段为物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物理）

相应学位

2041 高中化学教师  高中化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化学类，研究生阶段为化学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化学）

相应学位

2042 高中地理教师  高中地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地理类，研究生阶段为地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地理）

相应学位

2043 高中生物教师  高中生物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生物类，研究生阶段为生物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生物）

相应学位

2044 高中语文教师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
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
代文学、中国文学与文化，中国语言文学，汉语
国际教育、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
（语文）

相应学位

2045 高中数学教师 高中数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数学类、运筹学、系统工程、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
教学（数学）

相应学位

2046 高中英语教师 高中英语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外国语言文学类、英语、翻译、课
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英语）

相应学位

2047 高中物理教师 高中物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物理类、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
、学科教学（物理）

相应学位

2048 高中化学教师 高中化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化学类、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
、学科教学（化学）

相应学位

2049 高中地理教师 高中地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地理类、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
、学科教学（地理）

相应学位

2050 高中地理教师 高中地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地理类，研究生阶段为地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学科教学（地理）

相应学位

2051 高中物理教师 高中物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物理类，研究生阶段为物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学科教学（物理）

相应学位

2052 高中英语教师 高中英语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英语类，研究生阶段为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翻译、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教学（英
语）

相应学位

2053 高中数学教师 高中数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数学类，研究生阶段为数学类、运筹
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教
学（数学）

相应学位

2054 高中语文教师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中文类，研究生阶段为中文类、课程
与教学论、学科教学（语文）

相应学位

市直属
无锡市市北
高级中学

邵老师
15261568873

市直属
无锡市第六
高级中学

陈老师
13812016053

市直属
无锡市第三
高级中学

刘老师
0510-85280128



2055 中学数学教师  中学数学学科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数学类，研究生阶段为数学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数学）

相应学位

2056 中学英语教师  中学英语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英语类，研究生阶段为外国语言文学
类、英语、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
（英语）

相应学位

2057 中学地理教师  中学地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地理类，研究生阶段为地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地理）

相应学位

2058 中学历史教师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历史教育、历史学,研究生阶段为历史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历史）

相应学位

2059 中学政治教师  中学政治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研究生阶段为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
教学（思政）

相应学位

2060 中学体育教师  中学体育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本科及以上
体育类、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
（体育）

相应学位

2061 中学物理教师  中学物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物理类，研究生阶段为物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物理）

相应学位

2062 中学心理教师 心理课程及学生心理辅导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均为心理类 相应学位

2063 高中语文教师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中文类，研究生阶段为中文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语文）

相应学位

2064 高中英语教师  高中英语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英语类，研究生阶段为英语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英语）

相应学位

2065 高中物理教师  高中物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物理类，研究生阶段为物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物理）

相应学位

2066 高中化学教师  高中化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化学类，研究生阶段为化学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化学）

相应学位

2067 高中历史教师  高中历史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历史类，研究生阶段为历史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历史）

相应学位

2068 高中政治教师  高中政治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政治类，研究生阶段为政治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政治）

相应学位

2069 高中地理教师  高中地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地理类，研究生阶段为地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地理）

相应学位

2070 中学数学教师  中学数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数学类，研究生阶段为数学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数学）

相应学位

2071 中学政治教师  中学政治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政治类，研究生阶段为政治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政治）

相应学位

2072 高中历史教师  高中历史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历史类，研究生阶段为历史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历史）

相应学位

2073 中学物理教师  中学物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物理类，研究生阶段为物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物理）

相应学位

市直属
无锡市湖滨

中学
高老师

0510-82810881

市直属
无锡市第一
女子中学

惠老师
0510-82739513

市直属
无锡市青山
高级中学

董老师
0510-85860865



2074 初中语文教师  初中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中文类，研究生阶段为文艺学、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
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与文化、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
教学（语文）

相应学位，相应教师资格证

2075 初中数学教师  初中数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数学类，研究生阶段为基础数学，计
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
与控制论，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
（数学）

相应学位，相应教师资格证

2076 初中英语教师  初中英语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英语类，研究生阶段为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课程与教学
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英语）

相应学位，相应教师资格证

2077 初中物理教师  初中物理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物理类，研究生阶段为物理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物理）

相应学位，相应教师资格证

2078 初中化学教师  初中化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1 研究生
本科阶段为化学类，研究生阶段为化学类、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化学）

相应学位，相应教师资格证

2079 初中体育教师  初中体育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本科及以上
体育类、运动训练、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
学科教学（体育）

相应学位，相应教师资格证

2080 小学语文教师 小学语文教育教学 专技类 3 本科及以上
中文类、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教学（语文）、小
学教育（语文）

相应学位，相应教师资格证

2081 小学科学教师 小学科学教育教学 专技类 3 本科及以上
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地理类、课程与教学
论、学科教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

相应学位，相应教师资格证

2082 市直属
无锡市实验

幼儿园
幼儿教师  学前教育教学 专技类 2 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为学前教育专业 相应学位

李老师
0510-82703306

2083 市直属
无锡市妇联
实验托幼中

心
幼儿教师  学前教育教学 专技类 3 研究生 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均为学前教育专业 相应学位

王老师
0510-85853781

市直属
江苏省无锡
师范附属太
湖新城小学

苗老师
15190237139

洪老师
13585078804

市直属
无锡市江南
新城实验中

学

杨老师
0510-82704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