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2年朝阳县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计划表
学段 学科

招聘
人数

招聘单位
学历
要求

专业限制

小学

语文 4

松岭门蒙古族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杨
树湾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柳城街道中
心小学、西五家子乡中心小学、东大道乡中
心小学、波罗赤镇中心小学、乌兰河硕乡蒙
古族中心小学、台子镇中心小学、木头城子
镇中心小学、胜利镇中心小学、七道岭镇中
心小学、东大屯乡中心小学、根德乡中心小
学、南双庙镇中心小学、羊山镇中心小学、
北四家子乡中心小学、清风岭镇中心小学、
黑牛营子乡中心小学、六家子镇中心小学、
王营子乡中心小学、尚志乡中心小学、瓦房

子镇中心小学。

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
必须为师范类专业

不限

数学 4 不限

英语 3
小学英语教育、英语、英语教育、英语语言文学、学科教学（英语）、外国语
言文学（英语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研究方向）、课程

与教学论（英语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英语研究方向）等

科学 2
小学科学教育、科学教育、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研究方
向）、学校课程与教学（物理研究方向）、学科教学（化学）、课程与教学论

（化学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化学研究方向）等

道德与法治 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政治学类、哲学类、学科教学（思政）、课程与教学论（思政研究方向）、学

校课程与教学（思政研究方向）等

心理健康 1
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

心理等

信息技术
（计算机）

3

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师范类专业

计算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教育技术学
、课程与教学论（信息技术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信息技术研究方
向）、现代教育技术、科学与技术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计算

机应用技术、网络安全技术与工程、计算机技术、网络与信息安全等

音乐 13
音乐、音乐学、音乐教育、艺术教育（音乐方向）、音乐表演、学科教学（音
乐）、音乐与舞蹈学、课程与教学论（音乐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音

乐研究方向）等

体育 14
体育、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社会体育、体育学类、体
育类、学科教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体育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

（体育研究方向）等（不含休闲体育）

美术 9
美术、美术学、美术教育、绘画、书法学、中国画、艺术教育（美术方向）、
美术学类、学科教学（美术）、课程与教学论（美术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

教学（美术研究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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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学科
招聘
人数

招聘单位及招聘人数
学历
要求

专业限制

初中

语文 7

二十家子实验中学1，尚志红军学校1，东大
道乡初级中学1，胜利镇初级中学1，瓦房子
镇初级中学1，东大屯乡初级中学1，杨树湾

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1

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必须为师范类专业 ，以研
究生学历报考的本科学段必

须为师范类专业

语文、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教育、对外汉语、汉语言、汉语国
际教育、华文教育、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国际教育类、学科教学（语文）、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语文研究方向）等

数学 5
六家子实验中学1，尚志红军学校1，胜利镇
初级中学1，根德乡初级中学1，松岭门九年

一贯制学校初中部1

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类、学科教学（数学）、课程
与教学论（数学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数学研究方向）等

英语 3
尚志红军学校1，根德乡初级中学1，胜利镇

董家店初级中学1

英语、英语教育、英语语言文学、学科教学（英语）、外国语言文学（英语研
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英语

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英语研究方向）等

道德与法治 1 北四家子乡初级中学1
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政治学类、哲学类、学
科教学（思政）、课程与教学论（思政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思政研

究方向）等

历史 1 北四家子乡初级中学1
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历史学类、学科教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

史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历史研究方向）等

物理 7

朝阳县蒙古族中学1，木头城子实验中学1，
羊山实验中学1，根德乡初级中学1，东大屯
乡初级中学1，胜利镇董家店初级中学1，贾

家店农场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1

物理、物理学、物理教育、物理学类、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
理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物理研究方向）等

化学 3
南双庙镇单家店初级中学1，王营子乡初级
中学1，贾家店农场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1

化学、化学教育、化学类、学科教学（化学）、课程与教学论（化学研究方
向）、学校课程与教学（化学研究方向）等

生物 2 北四家子乡初级中学1，清风岭镇初级中学1
生物、生物教育、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学类、学科教学（生物）、课程

与教学论（生物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生物研究方向）等

心理健康 1 朝阳县蒙古族中学1
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

心理等

音乐 3
瓦房子镇初级中学1，七道岭镇初级中学1，

贾家店农场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1

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师范类专业

音乐、音乐学、音乐教育、艺术教育（音乐方向）、音乐表演、学科教学（音
乐）、音乐与舞蹈学、课程与教学论（音乐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音

乐研究方向）等

体育 4
东大道乡初级中学1，波罗赤镇初级中学1，
木头城子实验中学1，清风岭镇初级中学1

体育、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社会体育、体育学类、体
育类、学科教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体育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

（体育研究方向）等（不含休闲体育）

美术 2
朝阳县第一初级中学1，西五家子乡初级中

学1

美术、美术学、美术教育、绘画、书法学、中国画、艺术教育（美术方向）、
美术学类、学科教学（美术）、课程与教学论（美术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

教学（美术研究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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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学科
招聘
人数

招聘单位及招聘人数
学历
要求

专业限制

高中8
职专4

语文 1 朝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1

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必须为师范类专业 ，以研
究生学历报考的本科学段必

须为师范类专业

语文、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教育、对外汉语、汉语言、汉语国
际教育、华文教育、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国际教育类、学科教学（语文）、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语文研究方向）等

数学 2
朝阳县蒙古族中学1，朝阳县中等职业技术

专业学校1
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类、学科教学（数学）、课程

与教学论（数学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数学研究方向）等

政治 1 朝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1
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政治学类、哲学类、学
科教学（思政）、课程与教学论（思政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思政研

究方向）等

物理 1 朝阳县柳城高级中学1
物理、物理学、物理教育、物理学类、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

理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物理研究方向）等

心理健康 4
朝阳县柳城高级中学1，朝阳县实验中学2，

朝阳县蒙古族中学1
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

心理等

音乐 1 朝阳县实验中学1

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师范类专业

音乐、音乐学、音乐教育、艺术教育（音乐方向）、音乐表演、学科教学（音
乐）、音乐与舞蹈学、课程与教学论（音乐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音

乐研究方向）等

体育 1 朝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1
体育、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社会体育、体育学类、体
育类、学科教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体育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

（体育研究方向）等（不含休闲体育）

美术 1 朝阳县实验中学1
美术、美术学、美术教育、绘画、书法学、中国画、艺术教育（美术方向）、
美术学类、学科教学（美术）、课程与教学论（美术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

教学（美术研究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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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学科
招聘
人数

招聘单位
学历
要求

专业限制

职专4

信息技术
（计算机）

1

朝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师范类专业

计算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教育技术学
、课程与教学论（信息技术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信息技术研究方
向）、现代教育技术、科学与技术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计算

机应用技术、网络安全技术与工程、计算机技术、网络与信息安全等

财会 1 会计学、财务管理、财务会计教育等

焊接 1 焊接技术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加工工程

新能源汽车
安装与检修

1
新能源汽车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等

特教

特殊教育 2

朝阳县特殊教育学校

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
必须为师范类专业

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等

心理健康 1

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必须为师范类专业 ，以研
究生学历报考的本科学段必

须为师范类专业

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
心理等

幼儿园

学前教育 16
朝阳县幼儿园5，朝阳县第二幼儿园8，东大

道乡中心幼儿园1，根德乡中心幼儿园2
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

必须为师范类专业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学等

保健医 2 朝阳县幼儿园
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师范类专业
妇幼保健医学、儿科学等

总计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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