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教育厅文件
吉教高字 (2016J 46 号

关于 2016年吉林省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名师、教学新秀选选结果的公告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意见)) (吉

政发 [2013J10 号)，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提升教师队伍素

质，近日，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 2016 年省级教学名师、教学新

秀申报连选工作。经学校推荐、专家评选、网上公示等程序，现

确定吉林大学姚大志等 75 名教师为省级教学名师，冯波等 40 名

教师为省级教学新秀。现将进选结果予以公告(见附件)。

希望各高等学校以本次省级教学名师、教学新秀选选工作为

契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以及高教强省建设部署，从战略高度认识教师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充分信任、

紧紧依靠广大教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

快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要建立

健全教学名师的"培养一选拔一应用"机制，促进学校教学工作

水平进一步提高。要充分发挥教学名师、教学新秀传、帮、带作

用，落实好名师、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积极探索学校"名师

工作室"建设途径，为教学名师开展工作提供良好条件。要结合

本校实际，建立教学名师、教学新秀奖励评价机制，引导广大教

师积极投身教学、钻研教学，在校内营造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的

良好氛围 o

希望省级教学名师、教学新秀，坚定理想信念，做以德施教、

以德立身、尊重学生、热爱学生的楷模，在教育改革发展中不断

锻炼成长，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事业，在教书育人的

工作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我省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和新一轮振兴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 1. 2016 年吉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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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吉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姚大志 吉林大学

2 孙丰月 吉林大学

3 王清 吉林大学

4 陈霞 吉林大学

5 张学文 吉林大学

6 杨桦 吉林大学

7 于双成 吉林大学

8 潘洪玉 吉林大学

9 孙宏晨 吉林大学

10 郭凤志 东北师范大学

11 王德利 东北师范大学

12 李增 东北师范大学

13 王凌自告 东北师范大学

14 金顺爱 东北师范大学

15 赵蔚 东北师范大学

16 孙惠欣 延边大学

17 崔玉花 延边大学

18 赵玉霞 延边大学

19 许广波 延边大学

20 马文联 长春理工大学

21 黄根哲 长春理工大学

22 张肃 长春理工大学

23 段翠霞 长春理工大学

24 柏朝晖 长春理工大学

25 王春凤 吉林农业大学

26 宋银秋 吉林农业大学

27 董良杰 吉林农业大学

28 姜大成 长春中医药大学

29 张喜荣 东北电力大学

30 王宏。士 长春工业大学

31 李奇涵 长春工业大学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32 于微波 长春工业大学

33 王涛 长春工业大学

34 夏宇旭 吉林师范大学

35 刘惠莲 吉林师范大学

36 夏凤琴 吉林师范大学

37 李庆春 北华大学

38 τ同1Ø其A可、 北华大学

39 张铁山 北华大学

40 刘盛 北华大学

41 刘静 吉林财经大学

42 李秀玲 吉林财经大学

43 梁燕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44 李春杰 长春师范大学

45 邹德文 长春师范大学

46 贺萍 长春师范大学

47 郑艺 吉林艺术学院

48 李之吉 吉林建筑大学

49 赵红 吉林体育学院

50 温搏 吉林体育学院

51 史玉凤 长春大学

52 张春颖 长春大学

53 盛洪昌 长春大学

54 韩丽珠 吉林化工学院

55 戴传波 吉林化工学院

56 侯丽华 长春工程学院

57 陈铁华 长春工程学院

58 方健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59 孙艳红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60 曲元海 通化师范学院

61 杨晓翠 自城师范学院

62 孙大春 自城师范学院

63 任旷 吉林医药学院

64 李圄江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65 吴广生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66 李叔宁 吉林工商学院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67 王闯 吉林警察学院

68 王军 吉林动画学院

69 王晓辉 长春建筑学院

70 肖萍萍 长春光华学院

71 胡铁军 长春科技学院

72 吴丽丽 长春财经学院

73 隋铭才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74 韩丽英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75 唐永林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附件2

吉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新秀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冯波 吉林大学

2 赵新宇 吉林大学

3 刘哲 吉林大学

4 倪朝辉 吉林大学

5 莽靖 吉林大学

6 孙鹏 吉林大学

7 王庆勇 东北师范大学

8 徐鹏 东北师范大学

9 贾立军 延边大学

10 齐聪 延边大学

11 李洋 长春理工大学

12 周秀娟 长春理工大学

13 李健 吉林农业大学

14 郭伊楠 吉林农业大学

15 李萍 长春中医药大学

16 姜文娟 东北电力大学

17 刘晓军 东北电力大学

18 路静 长春工业大学

19 宁国利 吉林师范大学

20 陈莹 吉林师范大学

21 陈雪 北华大学

22 韩庆艳 北华大学

23 王慧敏 吉林财经大学

24 宋丹丹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25 杜若松 长春师范大学

26 刘海洋 长春师范大学

27 崔亚卓 吉林艺术学院

28 谢新颖 吉林建筑大学

29 张文才 吉林体育学院

30 韩丹丹 吉林化工学院

31 刘江川 长春工程学院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32 胡彦武 通化师范学院

33 赵玉石 白城师范学院

34 赵东海 吉林医药学院

35 何玉华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36 刘立丹 吉林工商学院

37 王研Z 长春科技学院

38 牟晓伟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9 宋琦华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40 孙国霞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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