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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陕教高〔2015〕15号     
 
 
 
 

关于表彰第九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有关军队院校：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九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

选表彰工作的通知》（陕教高办〔2015〕4号），省教育厅组织开

展了第九届省级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经学校推荐、申报公示、

专家评选、厅务会审议、网上公示等程序，确定 103名教师为第

九届陕西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名单见附件）。 

开展高校教学名师评选表彰工作，是“陕西高校教学名师引

领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高校要在认真总结教学名师评选工

作基础上，建立健全教学名师的“培养—选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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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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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作用，唱响教学主旋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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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教学名师一定的物质奖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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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教育厅希望获奖教师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号召高校广大教师向获奖教师学习，切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

人才培养上来，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陕西省教育厅 

2015年 6月 30日 

 

（全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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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九届陕西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名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院院院院  系系系系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1 田高良 管理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2 李小妹 医学部 西安交通大学 

3 李继成 数学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4 王永欣 材料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 

5 周德云 电子信息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 

6 阮红梅 外国语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 

7 李书琴 信息工程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8 吴发启 资源环境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 孟全省 经济管理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 周佳社 电子工程学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1 王  泉 计算机学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2 胡安顺 文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 

13 孙根年 旅游环境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 

14 杨兴科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长安大学 

15 巨永锋 电子与控制工程学院 长安大学 

16 曹  蓉 公共管理学院 西北大学 

17 钱耀鹏 文化遗产学院 西北大学 

18 张志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西北大学 

19 姚全珠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西安理工大学 

20 胡海青 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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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院院院院  系系系系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21 李安桂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2 刘  晖 建筑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3 党宏社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陕西科技大学 

24 贺小贤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陕西科技大学 

25 李占利 计算机学院 西安科技大学 

26 刘向荣 化学与化工学院 西安科技大学 

27 袁  森 外国语学院 西安石油大学 

28 石冬莲 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石油大学 

29 武宏志 政治与法学学院 延安大学 

30 惠雁冰 文学院 延安大学 

31 王琨琦 机电工程学院 西安工业大学 

32 冯希哲 人文学院 西安工业大学 

33 贺兴时 理学院 西安工程大学 

34 狄育慧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西安工程大学 

35 李雪茹 商学院 西安外国语大学 

36 毋育新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西安外国语大学 

37 马庆林 外国语学院 西北政法大学 

38 朱继萍 刑事法学院 西北政法大学 

39 卢光跃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西安邮电大学 

40 陈莉君 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系 西安邮电大学 

41 于远望 基础医学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 

42 胡  碧 经济学院 西安财经学院 

43 王高飞 视唱练耳教研室 西安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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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院院院院  系系系系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44 贺荣敏 美术教育系 西安美术学院 

45 吴  昊 建筑环境艺术系 西安美术学院 

46 匡小红 体育艺术系 西安体育学院 

47 张东生 机械工程学院 陕西理工学院 

48 关嵩山 经济与法学学院 陕西理工学院 

49 罗秀成 基础医学部 西安医学院 

50 晏志军 化学工程学院 西安文理学院 

51 王富平 教育学院 宝鸡文理学院 

52 李  峰 教育科学学院 咸阳师范学院 

53 凌朝栋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渭南师范学院 

54 刘翠英 生命科学学院 榆林学院 

55 陈守满 电子与信息工程系 安康学院 

56 王思怀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商洛学院 

57 王彩霞 机械学院 西安航空学院 

58 何善平 学前教育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59 刘利侠 人文学院 西安培华学院 

60 王  淙 外国语学院 西安翻译学院 

61 孙姜燕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西安外事学院 

62 敦建勇 外语系 西京学院 

63 龙怀珠 文学院 西安思源学院 

64 赖普辉 医药学院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65 谢金宝 交通运输系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66 姚继涛 土木工程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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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院院院院  系系系系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67 吴丁毅 机电工程系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68 陈延枫 电力工程系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69 张永良 经济与贸易分院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70 郝红科 水利工程分院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71 韩小峰 材料工程学院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2 尚  华 化工与纺织学院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3 刘向红 数控工程学院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4 张玉生 建筑工程学院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75 朱  晔 旅游系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76 刘爱云 自动化工程学院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77 张  俊 航空制造工程学院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78 缑宇英 会计一系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79 高  葛 数控工程学院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0 张永军 机械工程学院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1 师  炜 基础学科部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2 李振林 地质测量系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83 张福荣 测绘工程系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4 毛红梅 轨道工程系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5 赵  岚 交通运输系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86 向金侠 文理学院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87 惠亚爱 管理系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88 庞  莉 财务管理系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89 韩洲雄 管理系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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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院院院院  系系系系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90 马  慧 财政金融系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91 李新潮 医学分院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92 赵云龙 机电学院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93 石亮婷 机电系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94 徐仿海 化工化学系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95 张建标 医学系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96 刘庭明 临床医学系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97 冯居秦 中医美容学院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98 李金莲 基础部 第四军医大学 

99 李  青 基础部 第四军医大学 

100 童中翔 航空航天工程学院 空军工程大学 

101 张  群 信息与导航学院信息对抗教研部 空军工程大学 

102 王雪梅 控制工程系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 

103 李爱华 装备工程系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年 7月 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