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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 2016-2020 年吉林省普通本科 

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吉教高字〔2016〕29 号 

 

各本科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意见》精神，

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咨询、指导作用，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大力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经认真研究并广泛征求意见，决定

成立 2016-2020 年吉林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学指导委员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学指导委员会性质 

教学指导委员会是省教育厅聘请并领导的专家组织，具有非常设学术机构的性质，接受

省教育厅的委托，开展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的研究、咨询、指导、评估、服务等工作。 

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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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各高校要积极支持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委员所在单位应为委员提供参加教学指导

委员会工作的必要支持。 

2.建立秘书长联席会议制度，相关工作由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负责协调。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联系人：韩依彤 

联系电话：0431-88905350。 

 

 

 

 

吉林省教育厅 

2016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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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贺  来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514485291 helai@hotmail.com

庞立生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学部部长 13578966508 pangls901@nenu.edu.cn

祖国华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5904340007 zugh@jlnu.edu.cn

秘书长 许修杰 吉林化工学院 教授 部主任 13843225997 494902258@qq.com

韩喜平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154360475 hanxp@jlu.edu.cn

李大强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009107673 pr.li@qq.com

方浩范 延边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4317182 fanghaofan@163.com

魏书胜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副部长 15044120327 weiss170@nenu.edu.cn

刘忠岩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主任 13843696698 zhengjiaobuzy@163.com

郑永奎 吉林医药学院 教授 党委书记 15704320001 2250653069@qq.com

邵汉明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院长 13943186119 8zxbj@vip.163.com

马  妮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哲学编辑 13578894028 mani5958@163.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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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宋冬林 吉林财经大学 教授 校长 13009008936 sdlz@jlu.edu.cn

李俊江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180885055 lijj@jlu.edu.cn

张玉智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8844174999 zhangyuzhi@ccut.edu.cn

秘书长 张  肃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院长 13943090700 2066136311@qq.com

李  政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089117430 1282280618@qq.com

李  晓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78918341 lxjldx@sina.com

年志远 吉林大学 教授 系主任 13331670769 nian125@126.com

权哲男 延边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704435535 qzn92@ybu.edu.cn

吴  翔 东北电力大学 教授 系副主任 13943237008 dianyuanwuxiang@163.com

崔  征 吉林建筑大学 教授 党委书记 15243123666 czzp@sina.com

范  静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13578878849 851583644@qq.com

滕建州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96185588 tengjz270@126.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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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王晓杰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604343795 jjwangxiaojie1990@163.com

栾立明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教授 校长 13756098558 Luan_liming@163.com

郦文凯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书记 13943685162 liwenkaisj@126.com

杨春梅 吉林财经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844171365 ccycm@sina.com

廖安勇
吉林华桥外国语

学院
教授 教务处处长 13578989497 1365797747@qq.com

于  焱 长春大学 教授 院长 13578703958 yuyanchina2005@126.com

曹  华 北华大学 教授 系主任 18604498759 444734219@qq.com

王志厚 吉林省白山市 市长 13578797425 LY151@QQ.com

孙志明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所长 13504301171 szm1962@163.com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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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蔡立东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019131522 caild@jlu.edu.cn

尹奎杰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331777823 yinkj265@nenu.edu.cn

贺  电 吉林警察学院 教授 党委书记 18943000009 hedian000009@163.com

秘书长 李贤武 长春工业大学 副教授 15694318988 710460175@qq.com

田毅鹏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78938978 tianyp@jlu.edu.cn

周光辉 吉林大学 教授 主任 13500812569 guanghui0826@126.com

张贤明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944931680 zhangxm@jlu.edu.cn

蔡永浩 延边大学 副教授 副院长 13843392259 yonghao78@163.com

赫  然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074310386 hereo620802@sina.com

张福东 东北电力大学 教授 院长 13604471991 zfd@mail.nedu.cn

胡晓岩 吉林建筑大学 教授 13154303741 huxiaoyannvshi@163.com

郭  宏 吉林师范大学 副教授 副院长 13943462385 ghjlsp@126.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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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张兴海 长春中医药大学 教授 党委书记 13610788088 xinghai8088@126.com

王明文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3514368960 dkmingwen@163.com

李光宇 吉林财经大学 教授 院长 13504321926 zwxlgy@126.com

孟丽君 长春大学 教授 党总支书记 18704485373 783298318@qq.com

韩俊江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教授 主任 13089101237 1098139865@qq.com

王立军 长春市司法局 一级公证员 副主任 13843147655 3256695256@qq.com

李红广
延边州中级
人民法院

庭长 15585580097 726822349@qq.com

王  哲
北京大成（长春）

律师事务所
国家一级

律师
主任 13596488769 wang.zhe@dachenglaw.com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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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柳海民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13504330938 liuhm@nenu.edu.cn

张德江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13944803388 zhangdejiang@126.com

秦  和
吉林华桥外国语

学院
教授 校长 13904319155 qinhe0910@126.com

秘书长 吴振利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944428640 zhbk1974@126.com

俞爱宗 延边大学 教授 院长 13944349295 yuaizong@sina.com

李  兵 东北电力大学 教授 院长 15843213607 20009971@qq.com

周建忠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院长 18686678505 xyzjz@163.com

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部长 18686682768 lyb1960@164.com

于桂霞 通化师范学院 教授 副所长 15944504067 thyuguixia@163.com

刘君义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教授 副校长 13756533555 13756533555@126.com

赵慧君 长春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5844078881 126288112@qq.com

刘  华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教研室主任 18244199668 liuhua1961@126.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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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王月华 吉林体育学院 教授 副校长 13500899233 923584076@qq.com

张代治 长春大学 教授 处长 13943189562 2806498210@qq.com

林永柏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8604496681 lyb1960@163.com

王廷波
东北师范大学

附属小学
中学高级 副校长 13019115608 1217wtb@sohu.com

张  旺
吉林省教育

科学院
教授 院长 18088600001 zwjky@126.com

委员

— 11 —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张福贵 吉林大学 教授
中国文化研
究所所长

13514480889 zhangfg@jlu.edu.cn

王  确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东北师大
学报主编

15844020901 wangq254@nenu.edu.cn

金海峰 长春大学 教授 院长、主任 13159520333 jindg1963@163.com

秘书长 肖振宇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3400234 xiaozhenyu1970@163.com

徐正考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5043035766 xzk595@sina.com

孙惠欣 延边大学 教授 学科主任 13904430098 hxsun@ybu.edu.cn

杨燕翎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院长 13578968790 939429737@qq.com

高玉秋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069209193 gaoyq279@nenu.edu.cn

姜  国 通化师范学院 教授 副校长 18743558866 jiangguo1965@163.com

贺  萍 长春师范大学 教授
副院长

（主持工
作）

13943052226 657151782@qq.com

曲文吉
吉林华桥外国语

学院
教授 学科负责人 18946581988 13039101567@163.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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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唐海龙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8643219009 tang353502@126.com

孙立权 东北师大附中 教授 教研室主任 13756907118 2470132302@qq.com

冯  彦 吉林日报社 高级记者
吉林日报社
社委委员、

总经理
13596073377 746994798@qq.com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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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500806158 zhangsj@nenu.edu.cn

战  菊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404353820 jzhan@jlu.edu.cn

宋银秋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院长 13654368500 914008287@qq.com

马建华 长春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500886478 846130511@qq.com

秘书长 陈  强 长春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04313823 40258611@qq.com

张玫玫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5844002316 zhangmm@jlu.edu.cn

郑鲜日 延边大学 教授 院长 13804486608 xrzheng@ybu.edu.cn

段翠霞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院长 18604408102 duancuixia701@163.com

苗亚男 东北电力大学 副教授 院长 13944207056 miaoyn@nedu.edu.cn

崔艳辉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院长 13039346161 cuiyanh@163.com

尹  朝 吉林建筑大学 教授 主任 13943001906 865812973@qq.com

王  萍 吉林化工学院 教授 院长 13843226295 wsbwangping@126.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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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林正军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604410366 linzj845@nenu.edu.cn

李淑华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8804346006 1265372450@qq.com

李子丹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15043696216 judylee513@163.com

张德文
吉林华桥外国语

学院
教授

双语学院
院长

18704457099 hqzhangdw@126.com

石秀文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8604497158 bhdxsxw@163.com

马娜薇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教授 13578866872 manawei@126.com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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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张文东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4970578 zhangwd724@nenu.edu.cn

副主任委员 王大海 吉林教育电视台 主任记者 副台长 18643146163 11230751@qq.com

秘书长 刘鸣筝 吉林大学 副教授 副院长 18643119813 lilacmzliu@126.com

李逢雨 延边大学 教授
朝韩学院党

委书记
13843381363 fylee6737@hanmail.net

郭桂萍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13596063055 ggp315@163.com

沈月娥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174460327 shenyew@163.com

夏维波 吉林师范大学 副教授 院长 13596053559 1015639630@qq.com

陈少志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3604416841 jccsz@126.com

关  众 吉林财经大学 教授 院长 13756176817 090101gz@sina.com

谷  岩 北华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8604497057 guyan70@163.com

孙宝国 吉林电视台 高级编辑 主任 13844072700 jlgdsun@163.com

陈耀辉 吉林日报社 高级编审
吉林日报社

总编辑
18843005577 cyh6655@sina.com

吴文阁 吉林音像出版社 编审 社长 13630589998 345079389@qq.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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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韩东育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069048162 handy916@nenu.edu.cn

刘德斌 吉林大学 教授 校长助理 13504320937 dbliu@jlu.edu.cn

范立君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5944415323 jlsdjds@163.com

秘书长 苗  威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13944809306 miaow465@nenu.edu.cn

杨  军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8686517701 iblahim18@163.com

尹铉哲 延边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8643320015 xzyin@ybu.edu.cn

周巩固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96056562 zhougg015@nenu.edu.cn

王  忠 通化师范学院 教授 党委书记 18343596677 wangzhong@ccut.edu.cn

夏宇旭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5944417310 2417586264@qq.com

姜维公 长春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069121660 csjwg@126.com

汪澎澜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3843603116 wpl1963@126.com

郑  毅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3804404978 zhengyi-k@sohu.com

赫  坚 吉林教育学院 教授 书记 13844857888

 吉林省高等学校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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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李延忠 北华大学 教授 校长 18629996888

李辉来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944861177 lihuilai@jlu.edu.cn

董小刚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院长 13159564141 dongxiaogang@mail.ccut.edu.cn

范  猛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党委书记 18686513881 mfan@nenu.edu.cn

秘书长 孔灵柱 吉林建筑大学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13086804243 376128972@qq.com

李  勇 吉林大学 教授 18843195588 liyong@jlu.edu.cn

王德辉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04403034 wangdehui69@163.com

邹永魁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154316536 zouyk@jlu.edu.cn

侯成敏 延边大学 教授 学科主任 13844365211 cmhou@ybu.edu.cn

马文联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844833991 mawl@cust.edu.cn

李鹏松 东北电力大学 教授 院长 18629959052 lipengsong@nedu.edu.cn

刘庆怀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副所长 13394492005 liuqh6195@126.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数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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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数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林  峰 吉林化工学院 副教授 系主任 13331508903 549398821@qq.com

赵  昕 吉林农业大学 副教授 系主任 18686604818 jlndzx@sina.com

彭维玲 通化师范学院 教授 副院长 15044508998 285653995@qq.com

付  军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4406306 jlfj8080@126.com

王冰杰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3843603148 bingjie3148@163.com

李秀玲 吉林财经大学 教授 院长 13756186215 xlli2003@126.com

肖玉山 长春大学 教授 处长 13844187197 xiaoys.ccu@163.com

杨月婷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8604497502 yangyueting@163.com

史  亮 东北师大附中
中学特级

教师
校长 13904308628 yonghe1212@163.com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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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刘益春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校长 18643180005 ycliu@nenu.edu.cn

张汉壮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04330539 zhanghz@jlu.edu.cn

杨景海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校长 15904340023 jhyang@jlnu.edu.cn

金光勇 长春理工大学 研究员 院长 13944880666 jgyciom@163.com

秘书长 宋立军 长春大学 教授 院长 18643144816 songlj@ccu.edu.cn

孟广伟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154360731 mgw@jlu.edu.cn

王海军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086886155 hjwang@jlu.edu.cn

张  寿 延边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844361313 szhang@ybu.edu.cn

兰  民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院长 13314396302 lanmin@ccut.edu.cn

满玉春 吉林建筑大学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18186887867 378432575@qq.com

杨  雪 吉林化工学院 副教授 中心主任 13069111365 yangxue11791539@163.com

李士军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院长 13756138008 lsj0883@sina.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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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李金环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书记 15843088031 lijh248@nenu.edu.cn

胡乡峰 通化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3196178448 h-xf1968@163.com

刘惠莲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中心主任/
副院长

15944400692 lhl541@126.com

贺小光 长春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943055155 442035063@qq.com

辛春雨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3843603209 xinchunyu0001@163.com

高丽丽 北华大学 教授 系主任 18604499613 gaolili000@sina.com

郑  权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研究员 总经理 13844981994 zhengquanok@163.com

刘星元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研究员 15948005973 liuxy@ciomp.ac.cn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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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徐家宁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086892006 xujn@jlu.edu.cn

韩荣弼 延边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4743116 rongbihan@ybu.edu.cn

张景萍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500823027 zhangjp162@nenu.edu.cn

刘春明 长春师范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504461237 ccsf777@163.com

秘书长 郭玉鹏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助理 13944183578 guoyupeng@jlu.edu.cn

林英杰 吉林大学 教授 18904310026 linyj@jlu.edu.cn

刘大军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院长 15948355216 ldj478@sohu.com

敖玉辉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院长 13009136006 aoyuhui@ccut.edu.cn

石莹岩 吉林建筑大学 教授 副处级 18704302968 490623282@qq.com

孙秀云 吉林化工学院 教授 副校长 13843226251 sunxiuyun1989@sina.com

刘文丛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副院长兼学
科建设办公

室主任
13804460499 jwlw6803@126.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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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车广波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处长 15144446600 guangboche@jlnu.edu.cn

奚洪民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8604497701 xhm63@126.com

李  斌
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机所
研究员 13944097859 lib020@ciomp.ac.cn 

王立民
中国科学院长春
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13578914199 lmwang@ciac.ac.cn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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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于化东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校长 13604331008 yuhd@cust.edu.cn

谭庆昌 吉林大学 教授 13504466424 tqc@jlu.edu.cn

李占国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604306430 Lizg79@126.com

张海波 东北电力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3226301 zhbzhb1970@163.com

秘书长 孙丽霞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8604497725 sunlixia.2004@163.com

高  青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04334317 gqing@jlu.edu.cn

朴成道 延边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844358877 psd@ybu.edu.cn

王淑坤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756023236 wsk@cust.edu.cn

曹国华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院长 13943033896 caogh@cust.edu.cn

史国权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
物医学工程技术研

究所
教授 13504339898 sgq@cust.edu.cn

刘国敏 吉林建筑大学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15543119758 lgm951@163.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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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秦政坤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4405990 qin_zhengkun@126.com

杨卓娟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5904412985 450818386@qq.com

杨树臣 长春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756500909 397641519@qq.com

李志瑶 长春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614309677 lizhiyao@ccu.edu.cn

王文忠 长春工程学院 副教授 副主任 13504400051 jlwwz@126.com

宋连彬

吉林省启明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启利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研究员 副总经理 15590265217 slb66@163.com

孙凤池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高级
工程师

部长 13843095126 sunfengchi@rdc.faw.com.cn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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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陈  岗 吉林大学 教授 常务副校长 13504315171 gchen@jlu.edu.cn

张会轩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校长 13504407993 zhanghx@ccut.edu.cn

李海波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504344536 lihaibo@jlnu.edu.cn

苏春辉 长春师范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321583349 suchunhui2007@sohu.com

秘书长 徐海阳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504463438 hyxu@nenu.edu.cn

谷诤巍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019220802 guzw@jlu.edu.cn

柏朝晖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604322777 zhaohuibai@126.com

张希艳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13604435166 xiyzhang@126.com

吴  化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主任

13134451055 wuhua@ccut.edu.cn

赵洪凯 吉林建筑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96077798 hkzhao003@126.com

肖力光 吉林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 院长 13578879577 xlg627@163.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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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路大勇 吉林化工学院 教授 院长 13578509271 dylu@jlict.edu.cn

王志平
四平市高斯达纳米
材料设备有限公司

研究员 董事长 13604348922 gsdnm@163.com

张明华
吉林省建筑材料工

业设计研究院
研究员 党委书记 13353100095 1500675198@qq.com

张家骅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研究员 13019112627 zhangjh@ciomp.ac.cn

赵东旭
中国物理学会

发光分会
研究员 秘书长 13944878891 zhaodx@ciomp.ac.cn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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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杨华民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504330011 yhm@cust.edu.cn

魏晓辉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8686516360 weixh@jlu.edu.cn

胡  明
吉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教授 校长 15043009777

吕英华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756979999

秘书长 李念峰 长春大学 教授 院长 18100482816 cculinianfeng@126.com

宋长龙 吉林大学 教授 13159779855

杨永健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074316565

金小峰 延边大学 教授 专业主任 13944386020 xfjin@ybu.edu.cn

宋人杰 东北电力大学 教授 院长 13704425941 1939811347@qq.com

李万龙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教务处处长 13009119997 lwl@ccut.edu.cn

李  鑫 吉林化工学院 教授 系主任 18943217567 lliixin2007@126.com

于合龙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00828956 yuhelong@aliyun.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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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马志强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019200575 mazq@nenu.edu.cn

李雁翎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13089418662

钟绍春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13843055599

于江涛 通化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5114308088 tsyjt@163.com

谭振江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944400585 tanzj@jlnu.edu.cn

于繁华 长春师范大学 教授 人事处处长 13194375558 yufanhua@163.com

张  强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3943606669 zhangqiang6312@126.com

王丽敏 吉林财经大学 教授 院长 13039018897 wlm_new@163.com

解成俊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8604499895 28002439@qq.com

孙宏彬 长春工程学院 教授 副院长 13843107325 win_shb@163.com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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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秦贵信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校长 13843052917 qgx@jlau.edu.cn

佟  金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500816565 jtong@jlu.edu.cn

赵骥民 长春师范大学 教授 校长 13604300764 jmz@263.net

戚继忠 北华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8604498118 bhqjz@126.com

秘书长 王春凤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514418921 wangchunfeng@jlau.edu.cn

张  强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944095597 zhangqiang@jlu.edu.cn

潘洪玉 吉林大学 教授
国家实验室
分实验室主

任
13756072789 panhongyu@jlu.edu.cn

周  虚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944099656 xzhou65@vip.sina.com

梁成云 延边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3392005 cyliang@ybu.edu.cn

王丕武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教授 13504702571 peiwuw@163.com

穆春生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副所长 13756655352 mucs821@nenu.edu.cn

 吉林省高等学校农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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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农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张秋菊 通化师范学院 教授 教务处长 15944595515 zhangqiuju5515@163.com

程金芝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13943606858 jlbczlx@126.com

武术杰 长春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8844595389 1915584618@qq.com

杜凤国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8604498150 dfg4656@qq.com

赵  权 长春科技学院 教授 院长 13844102239 zhaoquan0825@163.com

林玉梅
吉林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所长 13019229027 linyumei0420@126.com

闫洪余
吉林省农业
机械研究院

研究员
院长、党委

书记
13089100585 jlamyhy@aliyun.com

边少锋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副所长 15904428080 bsf8257888@sina.com

金海国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教授 所长 13224342598 khk1962@126.com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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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李  凡 吉林大学 教授 部长 13019102225 lifan@jlu.edu.cn

宋柏林 长春中医药大学 教授 校长 13944935888 czfysbl@163.com

毕胜利 北华大学 教授 18643219012 bsl651@163.com

蔡建辉 吉林医药学院 教授 校长 15704320002 13844208760@163.com

秘书长 林贞花 延边大学 教授 处长 13504723153 zhlin720@ybu.edu.cn

李  娟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664319729 li_juan@jlu.edu.cn

毕黎琦 吉林大学 教授 科主任 13578879099 biliqi66@126.com

孙宏晨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8686531003 hcsun@jlu.edu.cn

付学奇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8943188278 fxq@jlu.edu.cn

续  薇 吉林大学 教授 主任 13756661642 xuwei0210@sina.com

于双成 吉林大学 教授 部长助理 13944172090 yusc@jlu.edu.cn

包海鹰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644413168 baohaiying2008@126.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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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冷向阳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主任医师 副校长 15948000708 lengxiangy@163.com

刘宏岩 长春中医药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804352164
18686698557

hong.yancc@163.com

张大方 长春中医药大学 教授 13843135879 zdf0431@126.com

夏  薇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8604499799 xiawei4016@126.com

盖晓东 北华大学 教授 医学部主任 18604498261 bhdxgaixiaodong@126.com

温春阳 吉林医药学院 教授 副校长 18943554001 chunyangwen103@126.com

齐  伟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

属经开医院
教授 科主任 13844022737 125386287@qq.com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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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郭庆海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主任 13943186308 gws55@sina.cn

蔡  莉 吉林大学 教授
党委常务副

书记
15948707807

吴国萍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教授委员

会主任
13624476555

张振华 吉林财经大学 教授 院长 13596055485

秘书长 梅  林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教授 系主任 13364540727 meil682@nenu.edu.cn

于桂兰 吉林大学 教授
院教学委员

会主任
13578865900 yugl@jlu.edu.cn

麻宝斌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5948366808

杨印生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500810476

李京勋 延边大学 教授 专业主任 13843395272 lijx1002@ybu.edu.cn

郑立文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13630559066 1614906770@qq.com

张喜荣 东北电力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3229225 1144012157@qq.com

王忠吉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院长 13943126808 wangzhongji@ccut.edu.cn

 吉林省高等学校管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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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高等学校管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戚  欣 吉林建筑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8804319977 qixin9977@126.com

曹建民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院长 18104317598 nmgcaojm@126.com

都晓春 长春中医药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4908262 Duxiaochun@126.com

曲秉春 东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副院长 13596071413 qubc848@nenu.edu.cn

王如鹏 通化师范学院 教授 13844584388 448012125@qq.com

徐彦伟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4405528 yw-xu@163.com

张存贵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教授 处长 13804318696 105987288@qq.com

李海红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3843607559 lhh666699@163.com

满江红 吉林体育学院 教授 18043968071 manjh@sdu.edu.cn

张炳辉 长春大学 教授 副校长 13843002388 zhang_bing_hui@126.com

佟大新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8604498769 tdx200804@163.com

王柳行 吉林医药学院 教授 处长 13704306302 Wanglh1106@sohu.com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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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郭春方 吉林艺术学院 二级教授 校长 13604361306 975269159@qq.com

类维顺 吉林大学 教授博导 院长 13596036185 diablo428@163.com

刘  炼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804308341 liulian8341@nenu.edu.cn

郑立国 吉林动画学院 董事长 13601213186 zhengliguo2007@sina.com

秘书长 赵晓明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13578938214 1962685130@qq.com

孔朝蓬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8604459585 kongzhp@126.com

王丽伟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074375855 lwwang@jlu.edu.cn

崔玉花 延边大学 教授 学科主任 15844330234 yhcui@ybu.edu.cn

韩雅怡 长春理工大学 教授 13604417959 417han@sina.com

陶瑞峰 东北电力大学 教授 院长 13804402828 304551935@qq.com

齐伟民 吉林建筑大学 教授 院长 13596054396 qwmea@163.com

金士友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18946731156 jinsy097@nenu.edu.cn

委员

 吉林省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 36 —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大我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13353105663 guandawo@sohu.com

孙作东 通化师范学院 教授 副院长 13944598719 1339131980@qq.com

陈文国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院长 13843411016 3125113699@qq.com

吕  波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3154369327 723955782@qq.com

李  星 白城师范学院 教授 院长 13704370663 lixing6776@163.com

范美艳 吉林体育学院 教授 院长 13009103280 386016217@qq.com

孙佳宾 吉林艺术学院 教授 13604407856

马宝艳 长春大学 教授 院长 13514498866 329423592@qq.com

司瑞姿 北华大学 教授 院长 13894217756 siruizi@163.com

李文成 长春科技学院 教授 院长 13009109200 49349716@qq.com

曲  笑 长春市文广新局 副局长

石东松 吉林省交响乐团 一级 团长 18686607555 39611157@qq.com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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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主任委员 赵树宽 吉林大学 教授 院长 13134318125 zhaosk@jlu.edu.cn

李  政 吉林大学 教授 副院长 13089117430 1282280618@qq.com

王占仁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处长 13394318007 wangzhanren@nenu.edu.cn

秘书长 王岩松 吉林建筑大学 副教授 正处级 13756128688 408877787@qq.com

李宝龙 延边大学 副教授 副处长 18643398358 bll@ybu.edu.cn

底晓强 长春理工大学 副教授 系主任 18604465275 dixiaoqiang@cust.edu.cn

孙世勋 吉林农业大学 副教授 13321405666 jlauglssx@126.com

李业旗 长春工业大学 教授 副主任 13321585785 59274651@qq.com

姜文龙 吉林师范大学 教授 主任 13504342301 jiangwl@jlnu.edu.cn

王继忠 北华大学 副研究员 副处长 18604496118 beihuawjz2006@126.com

尹  兵 吉林财经大学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15526663313 ybwww@126.com

郑  艺 吉林艺术学院 教授 处长 13364302008 961114283@qq.com

吉林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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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吉林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刘  刚 长春大学 讲师 副院长 13504421778 1256013@qq.com

董鹏中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教授 处长 13596081861 272266280@qq.com

李红艳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教授 院长 13596357206 108995621@qq.com

温池洪 吉林工商学院 研究员 13159563455 438736270@qq.com

王春利 吉林动画学院 副研究员
校长助理、
教务部部长

18604303009 466583728@qq.com

吕海升
吉林建筑大学

城建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18004422666 9258574@qq.com

李惑然 长春市创业者联盟 理事长 13944897468 bolanjingji@sina.com

李文杰
吉林省光电子产业
孵化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604368402 liwj@ciomp.ac.cn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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