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进入决赛教师名单 

编号 学院 姓名 比赛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类型 特色 

决赛 

分组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常向荣 生物医学电子与传感技术 限选 本   

工科组 

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晓彤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限选 本   

3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杨情情 土质土力学 必修 本   

4 电气工程学院 林川 电路分析 必修 本   

5 电气工程学院 麦瑞坤 电力系统暂态分析 限选 研   

6 电气工程学院 荣海娜 信号与系统 必修 本   

7 电气工程学院 王嵩 电机学 B 必修 本   

8 电气工程学院 张雪霞 
电力系统分析 A（含

实验） 
必修 本   

9 机械工程学院 王金栋 金属切削原理 限选 本   

10 机械工程学院 吴文海 液压传动与控制 必修 本   

11 机械工程学院 谢永亮 传热学 必修 本   

12 机械工程学院 袁中原 工程热力学 必修 本   

13 机械工程学院 赵婧 机械设计基础 A 限选 本   

14 建筑与设计学院 陈尧东 建筑物理环境 必修 本   

15 建筑与设计学院 韩君伟 建筑结构 必修 本   

16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李力 行车组织 必修 本   

17 土木工程学院 陈德 
土木工程经济与项目

管理 A 
必修 本   

18 土木工程学院 黄俊杰 路基工程 A 必修 本   

19 土木工程学院 黄胜前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必修 本   

20 土木工程学院 孙延国 桥梁建造技术 限选 本   

21 土木工程学院 赵东平 
土木工程概论—隧道

工程 
必修 本   

2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邸志雄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基

础 
必修 研   

2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江桦 自动检测技术 必修 本   

2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龙彦 
多媒体宽带无线通信

网络 
选修 研   

25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龙治国 离散数学 必修 本   

26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马亮 编组站自动化 必修 本   

27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孙江 
模拟 CMOS 集成电

路设计 
必修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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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力学与工程学院 包陈 工程力学 必修 本   

理科组 

29 力学与工程学院 李鹏 振动理论及应用 必修 研   

30 力学与工程学院 刘娟 理论力学 必修 本   

31 力学与工程学院 苗鸿臣 材料力学 必修 本   

32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建秀 生物统计学 必修 本   

33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帅 
天然药物分离合成及

结构解析 
选修 研   

34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田原 精品中药欣赏 选修 本   

35 数学学院 陈桂玲 高等数学 必修 本   

36 数学学院 陈罗平 数值计算方法 必修 本   

37 数学学院 卢鹏 数学建模 限选 本   

38 数学学院 孟华 数据分析与挖掘 必修 本   

39 数学学院 乔高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本   

40 数学学院 任芮彬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限选 本   

41 数学学院 许仁誉 离散数学 必修 本   

4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樊代和 大学物理实验 必修 本   

4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孙燕云 大学物理 必修 本   

44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辉 大学物理 必修 本   

45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李宏伟 博弈论 选修 本   

文科组 

46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刘鑫 玩转知识产权 选修 本   

47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杨一帆 
老龄社会的跨学科洞

察力 
限选 本   

48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张晶 中国法制史 必修 本   

49 建筑与设计学院 韩效 西方当代建筑思潮 限选 本 创新 

50 建筑与设计学院 杨钦然 城市地理学 限选 本   

51 经济管理学院 刘盾 管理学原理 必修 
本、

研 
  

5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景星维 自然辩证法概论 必修 研   

5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必修 本   

5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德霞 马克思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本   

55 人文学院 曹璞 新媒体概论 必修 本   

56 人文学院 刘蕊 
古筝专业课古筝与钢

琴协奏曲《云裳诉》 
必修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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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人文学院 唐新梅 中国古代文学四 必修 本   

58 人文学院 王强 
音乐与人生：合唱中

的和声 
通识 本   

59 人文学院 王苑媛 美学课程 限选 本   

60 体育工作部 陈锴 自行车旅行之道 

选

修、

跨学

科通

识 

本   

61 图书馆 王洋 
公共传播中的语言艺

术 
选修 本 创新 

62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冯果 心理学与生活 选修 本   

63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高燕 教育心理学 必修 本   

64 建筑与设计学院 黄鹭 建筑理论史 必修 研 双语 

外语双

语组 

65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万瑜 

分子细胞生物学

（Molecular Cell 

Biology） 

必修 本 双语 

66 土木工程学院 何庆 选线设计 限选 本 全英文 

67 土木工程学院 李翠娟 结构力学 必修 本 双语 

68 土木工程学院 孙晓丹 
Basic Engineering 

Seismology 
限选 研 全英文 

69 土木工程学院 袁冉 土力学 必修 本 全英文 

7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赵可 

Physics 1: 

Mechanics and 

Waves 

必修 本 全英文 

7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滕飞 操作系统 必修 本 双语 

72 外国语学院 贾蕃 
 Approaches to 

Language Research 
限选 本 全英文 

73 外国语学院 但鸽 翻译专业综合英语 必修 本   

74 外国语学院 苗妙 大学英语 必修 本   

75 外国语学院 张洁 中国传统语言学 必修 本   

76 外国语学院 张睿 交际与文化视听说 限选 本   

77 外国语学院 赵为娅 翻译概论 必修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