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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关于 2019-2020第二学期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工作的通报表扬 

                      (第十七期)  

按照《关于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在线课程教学的通知》（校发

【2020】8 号）、《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本科教学工作的通知》（校疫防办【2020】11 号）精神，由

教务处会同各学院开展的在线课程已于 2 月 24 日正式通过

教育部推荐的在线教学平台向全体学生开放。 

根据在线课程管理平台的数据统计结果（4 月 4 日 0 点

—4 月 10 日 0 点），以下学院在线课程(任课教师)教学有效

度综合评定优良及学院、专业、行政班级、课程、教师、学

生在在线课程的“课程访问学习、完成任务点、提交测试、

提交作业、参与讨论”等指标体系方面综合表现突出，经学

校研究决定予以通报表扬。同时,学校将结合实际，对采用

其他辅助平台开展在线教学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学院和个

人予以表扬。 

 

一、学院在线课程(任课教师)教学有效度综合评定优良 

序号 学院 教师姓名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1 

材建学院 

黎阳 材料科学基础 专业课 

2 肖纯 轻金属冶金学、氧化铝生产工艺 专业课 

3 方芳 房屋建筑学 专业课 

4 刘小萤 钢结构设计原理 专业课 

5 吴发银 理论力学 专业课 

6 
传媒学院 

陈荣 新媒体概论 专业课 

7 李娟 新闻采访与写作 专业课 

8 

大数据学

院 

贡庆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专业课 

9 宋小伟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专业课 

10 冉桂萍 离散结构 专业课 

11 董文颖 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专业课 

12 郭子义 数据库原理 专业课 

13 地环学院 朱珂 遥感概论 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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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冯丽娟 水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 专业课 

15 李娟 房地产评估及其案例分析 专业课 

16 焦树林 自然地理学（一） 专业课 

17 傅宇虹 环境规划学 专业课 

18 胡娟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专业课 

19 李娟 中国自然地理 专业课 

20 李旭东 城市地理学 专业课 

21 赵翠薇 土地规划学 专业课 

22 李亦秋 GIS 空间分析 专业课 

23 周旭 地图学 专业课 

24 王青 气象学与气候学 专业课 

25 徐燕 经济地理学 专业课 

26 黄苏燕 园林工程制图 专业课 

27 李薇 园林史 专业课 

28 

法学院 

谢海燕 经济法 专业课 

29 岳洁 国际私法 专业课 

30 包运成 国际经济法 专业课 

31 

国际教育

学院 

唐莹 商务会计 专业课 

32 尹晓露 财务管理 专业课 

33 马骁 宏观经济学 专业课 

34 罗玉梅 计算机网络 专业课 

35 王其寓 初级综合 专业课 

36 张曦月 实用英语 2 专业课 

37 

国旅学院 

程雯 酒店宴会设计 专业课 

38 李隆虎 文化经济学 专业课 

39 吴莎 旅游心理学 专业课 

40 戎阳 财务管理 专业课 

41 陈永红 英语现场导游 专业课 

42 张婧 欧美旅行文学鉴赏 专业课 

43 周林 旅游英语 专业课 

44 付海燕 贵州民族文化传播 专业课 

45 杨婷 中外传统艺术品鉴赏 专业课 

46 马静 文化经纪理论与实务 专业课 

47 

化材学院 

杜莹 仪器分析 专业课 

48 时少坤 中学化学教学研究 专业课 

49 许亮 有机化学 专业课 

50 陈雪羽 无机化学 专业课 

51 

机电学院 

李红 17级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专业课 

52 赵竹平 18级机械原理 专业课 

53 郑小倩 18级自动控制理论 专业课 

54 张 训 19级 C语言程序设计 专业课 

55 颜 广 19级电路原理Ⅰ 专业课 

56 
教育学院 

冯寅 中国教育史 专业课 

57 胡媛 教育心理学 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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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李纯 课程教学论 专业课 

59 王中华 教育学基础 专业课 

60 阮志红 程序设计基础 专业课 

61 黄河 教师语言 专业课 

62 

经管学院 

杨馥榕 市场营销学 专业课 

63 刘芸芸 统计学 专业课 

64 易静 网络营销 专业课 

65 贺洁 ERP 原理 专业课 

66 龙海 软件工程概论 专业课 

67 李悦 中级财务会计 专业课 

68 

历政学院 

  

李红军 科学社会主义 专业课 

69 伍志燕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课 

70 刘荣昆 中国史学史 专业课 

71 王雅克 中国古代史（下） 专业课 

72 李致江 城市社区治理 专业课 

73 黄薇 法理学 专业课 

74 王萍萍 普通心理学 专业课 

75 詹玉平 社会工作项目管理 专业课 

76 

美术学院 

王万发 中国语言探索 专业课 

77 顾静 中国语言探索 专业课 

78 鲍林黔 写意山水 专业课 

79 宁培秋 品牌包装（包装设计 2） 专业课 

80 金艳 中小学美术教学论 专业课 

81 任进 水彩基础 专业课 

82 黄肖波 书法美学 专业课 

83 

生命科学 

郭娟 遗传学（双语） 专业课 

84 晏妮 植物学 专业课 

85 王玉倩 分子生物学 专业课 

86 张燕 动物学 专业课 

87 罗充 园艺植物栽培学总论 专业课 

88 朱斌 设施园艺 专业课 

89 

数科院 

刘红军 数学分析 II 专业课 

90 罗淼 高等代数 II 专业课 

91 杨本娟 数据库应用技术 专业课 

92 伍芸 概率论 专业课 

93 严虹 数学史与数学文化 专业课 

94 

体育学院 

宋和胜 体育统计学 专业课 

95 周燚 健康评价与运动处方 专业课 

96 罗琳 运动生理学 专业课 

97 朱江 体育经济学 专业课 

98 
外国语学

院 

舒菲、张

帆、朱立 
综合英语 II 

专业课 

99 钱亦斐 英语泛读 II 专业课 

100 张凌云 基础日语（二） 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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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余盈盈 基础日语（四） 专业课 

102 马义霞 综合俄语（二） 专业课 

103 

文学院 

王福元 中国文化概论 专业课 

104 何嵩昱 外国文学二 专业课 

105 王辰龙 中国当代文学 专业课 

106 邓梅 普通话技能及教师口语训练 专业课 

107 

物理与电

子科学学

院 

庞礼军 线性代数与概率论 专业课 

108 石红 物理教学论 专业课 

109 谢伟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专业课 

110 刘万松 数字电路基础 专业课 

111 吴冬妮 电路分析基础 专业课 

112 

心理学院 

龙女 教育心理学 专业课 

113 陈加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设计 专业课 

114 黄亚夫 心理咨询学 专业课 

115 张禹 变态心理学 专业课 

116 

音乐学院 

何宇峰 器乐ⅠV 专业课 

117 邓航 器乐 VⅠ 专业课 

118 袁敏 国际流行舞 专业课 

119 何欢 现代舞基训二 专业课 

120 巩中辉 舞蹈编创二 专业课 

121 李卿菁 钢琴 Vl 专业课 

122 邹静 钢琴Ⅱ 专业课 

123 黄丹宇 音表钢琴Ⅴl 专业课 

124 祝波 中国音乐史及作品鉴赏 2 专业课 

125 宋婷竹 中国民族音乐 专业课 

126 杨洁 艺术指导 专业课 

127 王雁飞 乐理 II 专业课 

128 殷佳 视唱练耳 Il 专业课 

129 应玫 合唱指挥 专业课 

130 刘方 民乐 lV 专业课 

131 罗章菡 民乐Ⅵ 专业课 

132 何汝贵 声乐 II 专业课 

133 龙文莉 声乐 VⅠ 专业课 

134 陈炎冰 声乐 lV 专业课 

135 张涛 声乐 lV 专业课 

136 
教师教育

学院 

施贵菊 教育学基础 通识必修课 

137 王强 现代教育技术 通识必修课 

138 阮芳 教师专业发展 通识必修课 

139 

大学外部

教学部 

张颖 2018 级大学英语高阶读写 通识必修课 

140 唐雨 2019 级 A-读写译 3 通识必修课 

141 张敏 2019 级 A-读写译 3 通识必修课 

142 何宇洪 2018 级 C2-读写译 2（艺体） 通识必修课 

143 陈春彤 2018 级 B-读写译 4 通识必修课 

144 马克思主 邓雄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通识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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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义学院 

李红军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通识必修课 

146 章凤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通识必修课 

147 唐应龙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通识必修课 

148 
韩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通识必修课 

149 
大数据学

院(公共) 

胡家磊 大学计算机Ⅱ 通识必修课 

150 姜希 大学计算机 I 通识必修课 

151 熊祥光 大学计算机 I 通识必修课 

152 
数科院

(公共) 

吴祥 高等数学 II 
相关学科基础

课 

153 范岳 高等数学 II 
相关学科基础

课 

154 
经济与管

理学院 
李孔俊 财税理论与实务 通识选修课 

155 
外国语学

院 
邓晓蒨 塑造职业形象之公关礼仪 通识选修课 

156 组织部 冯城城 党的基本知识 通识选修课 

157 
历史与政

治学院 
江明生 大学生论文写作指导 通识选修课 

158 
创新创业

学院 
刘逸兴 大数据及其行业创新应用 通识选修课 

 

二、学院使用量前十名 

序号 学院 总使用量 上线教师人数 上线学生人数 

1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3312892 57 1730 

2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2787421 37 1549 

3 国际教育学院 2698727 26 1363 

4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2393671 46 1517 

5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2280419 41 1089 

6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2223733 52 1519 

7 数学科学学院 2119176 42 1003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2111312 38 1391 

9 文学院 1953929 22 1188 

10 外国语学院 1951654 75 879 

(注:平台统计算法为六天的使用量总和,将某操作时长等因素折合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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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跃专业前十名 

1. 汉语言文学（师范） 

2.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4. 英语（师范） 

5. 化学（师范） 

6. 物理学（师范） 

7. 法学 

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9. 音乐学（师范） 

10. 旅游管理 

 

四、活跃行政班级前十名 

1. 18电子信息工程 

2. 19地理信息科学 

3. 18旅游管理 2班 

4. 18应用统计学 

5. 18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6. 17财务管理 

7. 18旅游管理 1班 

8. 18应用心理学 

9. 18物联网 

10. 18物理学 2班 

 

五、活跃课程前十名 

1. 大学生创业基础 

2. （2019-2020-2期） 2018级形势与政策 

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5.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2019-2020-2期） 

6. 教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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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形势与政策 2019-2020-2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9. 军事理论（上海财经大学版）-2020春季 

10. 贵州省情 2019-2020-2 

  

六、活跃教师前十名 

1. 李隆虎（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2. 张寒蕾（知行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3. 谢  刚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4. 张石梅 （数学科学学院） 

5. 李娟（传媒学院） 

6. 任进(美术学院) 

7. 李孔俊（经济与管理学院） 

8. 王祥斌（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9. 邓欧（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10. 陈福娣（经济与管理学院） 
 

七、活跃学生前十名 

序号 姓名 学院 班级 

1 孙星杰 音乐学院 19音乐学 3班 

2 罗彬元 体育学院 8 运动训练(宝) 

3 覃冲冲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19园林 

4 魏东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19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班 

5 张海东 心理学院 19应用心理学 

6 舒奕豪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19物联网工程 

7 周燚垚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19物理学 1班 

8 李威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17计算机（专升本） 

9 沈恩爽 法学院 19法学 2 班 

10 孙大雄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19物理学 1班 

                               
贵州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0 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