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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文件

南晓院教字〔2022〕39 号

签发人：王本余

关于各学院、部门教研室设置及教研室主任、

专业负责人聘任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根据根据《南京晓庄学院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实施办

法》（南晓院〔2022〕39 号）的文件精神，经各学院、部门

推荐，学校审定，决定设置大学物理等 119 个教研室，聘任

曹军等同志为教研室主任，陆玉正等同志为专业负责人，任

期为四年（2023 年-2026 年），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 1：南京晓庄学院教研室设置及教研室主任聘任一

览表

附件 2.南京晓庄学院专业负责人聘任一览表

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12 月 16 日

抄送：各学院，各部门。

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 2022年 12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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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南京晓庄学院教研室设置及教研室主任聘任一览表

序

号
学院、部门名称 教研室设置

教研室

主任

1

电子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 曹军

2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王鹏

3 机器人 王丹

4 物理学（师范） 张亮

5 自动化 李丽萍

6 通信工程 王宇

7 电工基础 赵婷

8

环境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张长丽

9 物化化工 朱媛

10 无机化学 王小锋

11 有机化学 袁国军

12 自然地理 张艳会

13 人文地理 马国强

14 地理信息科学 黄晴

15 环境工程 刘景亮

16 化学(师范) 宋怡

17 复合材料 曹金星

18 实验室安全与环保 刘少贤

19 新工科劳动教育 李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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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教师教育学院

小学语文教育 王宗海

21 小学数学与科学教育 彭亮

22 小学英语教育 范晓敏

23 小学教育教学与实践 陈薇

24 心理学 郭冰冰

25 教育学 刘晓静

26 数字化教学与研究部 杨欢

27

旅游与社会管理

学院

文旅研学 宋涛

28 酒店管理 王瑾

29 国际航空服务 董红艳

30 旅游管理 常直杨

31 社会工作 易伍林

32 历史学（师范） 叶璐

33 新文科劳动教育 刘佳雪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束江涛

35 思想道德与法治 范跃

3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黄仕坤

3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胡倩

38 形势与政策 孙丽丽

39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赵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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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

讲义
水远璇

4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于敏

42

美术学院

美术学（师范） 邹轶泓

43 美术与设计基础 何金安

44 视觉传达设计 张蓓贝

45 数字媒体艺术 周渝果

46 环境设计 宋扬

47 美育 朱琪

48

商学院

行政管理 陈泉辛

49 经济与金融 武琳

50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奇珍

51 财务管理 车菲

52 物流管理 王小波

53 管理学虚拟 徐萌

54

食品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蔡垚

55 生物科学（师范） 吴向华

56 食品安全与营养 王立科

57 食品工程 张伟

58 食品科学 阮鸣

59 小学教育（科学） 周泉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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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食品生物技术产教融合 续晨

61 新师范劳动教育教研室 唐宁

62

体育学院

体育专业理论 周文生

63 田径、武术 陈刚

64 操类 周应宝

65 球类 杨世东

66 公共体育教学 魏丽

67 体质监测中心 曹钰

68 体育教育教学实践 张红

69
运动训练竞赛与场馆管理中

心
周大亮

70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陈君

71 小学教育（英语） 王月红

72 商务英语 郦珲

73 翻译 吴小兰

74 日语 郑娟

75 专门用途英语 申建军

76 基础英语 黄兰

77 高级英语 王琼

78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温志拔

79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璐

80 汉语言文字学 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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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曹蕾

82 文艺理论与写作 张耀宗

83 文秘实务 陈妙闽

84 秘书理论 李燕

85 汉语国际教育 郎文行

86 语文教育 张炳文

87

新闻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蒋一莉

88 广播电视编导 蔡博

89 网络与新媒体 唐乐水

90

信息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戴震龙

91 小学教育（数学） 董伟

92 大学数学 王剑宇

9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宋万里

94 人工智能教育 常合友

95 软件工程 肖文洁

96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科学 李滢

97 计算机基础 田丰春

98 计算机体系结构 赵红

99 软件工程留学生 李青

100

音乐学院

声乐 周闵

101 钢琴 王艳

102 器乐 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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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舞蹈 马晓飞

104 音乐教育 张萍

105 音乐理论 李昂

106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陈晓光

107 公共艺术 胡梦婧

108

幼儿师范学院

幼儿教育基础知识 张莉

109 幼儿心理发展研究 刘亚鹏

110 幼儿教育实践 林榕

111 幼儿音乐 巩庆华

112 幼儿美术 陶亚萍

113 幼儿舞蹈 张静

114 学工处、人武部 军事理论 刘坤

115 招生就业处 创新创业教育 周红霞

116
国际交流处、海

外教育学院
留学生汉语 武文翔

117
心理健康研究院

心理健康教育 陈涛

118 心理咨询与辅导 王艳慧

119
陶行知研究院、

教育研究院
陶行知思想教学与研究部 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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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南京晓庄学院专业负责人聘任一览表

序

号
学院、部门 专业 专业负责人

1

电子工程学院

机器人工程 陆玉正

2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王芳

3 通信工程 蒋慧琳

4 自动化 李冲

5 物理学(师范) 闫海涛

6

环境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陈昌云

7 地理信息科学 曹建军

8 环境工程 王晓波

9 化学（师范） 赵继阳

10 地理科学（师范） 顾筱莉

11 复合材料与工程 张敦谱

12

教师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顾富民

13 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孔珍

14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刘娟娟

15 小学教育（英语方向） 白薇

16 应用心理学 张环

17
旅游与社会管理

学院

历史学（师范） 秦翠红

18 社会工作 向延平

19 旅游管理 刘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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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酒店管理 徐菁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余守萍

22

美术学院

美术学（师范） 邹轶泓

23 环境设计 宋扬

24 视觉传达设计 王南杰

25

商学院

行政管理 高振杨

26 经济与金融 王国林

27 国际经济与贸易 梅锦萍

28 财务管理 毛磊

29 物流管理 王荣

30

食品科学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林红英

31 小学教育（科学） 贲爱玲

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守江

33 生物科学（师范） 周峰

34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戚虎

35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钱铭

36 小学教育（英语） 徐冻梅

37 商务英语 孙维林

38 翻译 沈红伟

39 日语 潘小英

40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张谦芬

41 汉语国际教育 罗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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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小学教育（语文） 童娣

43 秘书学 温瑜

44

新闻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王万尧

45 广播电视学 陈一雷

46 网络与新媒体 马彧

47

信息工程学院、人

工智能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周恺

48 软件工程 肖文洁

49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陈俊

50 小学教育（数学） 王剑宇

5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武扬

52
音乐学院

音乐学（师范） 王秀

53 音乐表演 周筠

54 幼儿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李艳玮

55
国际交流处、海外

教育学院
留学生汉语言文学 吴彦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