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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20〕62号 

 

 

 

各学院、处（室、部、馆），各直附属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过程管理和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建立

健全校院两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根据《江西师范大学本科教学

督导工作条例》（校发〔2019〕80号）文件精神,经学校研究，决

定聘任以下人员为新一届校、院两级本科教学督导组专家。 

一、校级本科教学督导组（23 人） 

组  长：胡  青、张朝光 

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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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组：何小平  虞文华  吴仁平  郑义寅 

文管组：雷良启  王永环  祝爱武  李晓园  吴小红 

李  洁 

理工组：詹志春  王建模  王  涛  余  敏  毛端谦   

曾广洪 

特殊专业（音体美外）组：刘赞爱  胡建军  程其练 

谢运才  毛玺英 

二、院级本科教学督导组（87 人） 

经个人申请，相关单位审核，学校决定聘任 16 位专职、71

位兼职教师担任全校 23 个本科教学学院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科教学督导组专家（具体名单见附件）。 

三、本科教学督导专家聘期和待遇 

本科教学督导专家聘任时年龄一般不超过 68 周岁，聘期 3

年，可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实际情况延聘或提前解聘。其中年满

68周岁（截至 2019年 8月）人员聘至年满 71周岁。聘任时间自 

2019 年 9月起算。校、院两级本科教学督导组专家待遇按学校相

关规定执行，其中在职专任教师担任校级本科教学督导组专家的，

其工作年度考核合格，每年教授、副教授依次计算 180、140个课

堂教学工作量。 

各单位各部门要大力支持、积极配合本科教学督导专家开展

工作，充分发挥教学督导在稳定教学秩序、规范教学活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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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促进人才培养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办好一流本科教育

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江西师范大学院级教学督导员名单一览表 

         

 

江西师范大学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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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称 备注 

1 财政金融学院 邓久根 教授 组长、兼职 

2 财政金融学院 朱清贞 教授 专职 

3 财政金融学院 李似鸿 教授 兼职 

4 财政金融学院 胡礼文 教授 兼职 

5 城市建设学院 刘  杰 副教授 组长、兼职 

6 城市建设学院 曾文海 副教授 兼职 

7 城市建设学院 周  博 副教授 兼职 

8 城市建设学院 陈晓刚 副教授 兼职 

9 初等教育学院 章  波 副教授 组长、兼职 

10 初等教育学院 邓格琳 副教授 兼职 

11 初等教育学院 宋丽红 副教授 兼职 

12 地理与环境学院 蒋梅鑫 教授 组长、专职 

13 地理与环境学院 叶  滢 教授 兼职 

14 地理与环境学院  廖富强 副教授 兼职 

15 地理与环境学院 曹  昀 副教授 兼职 

16 地理与环境学院 夏  宇 副教授 兼职 

17 国际教育学院 张友香 副教授 组长、兼职 

18 国际教育学院 胡  媛 副教授 兼职 

19 国际教育学院 熊  琴 副教授 兼职 

20 化学化工学院 张小亮 教授 组长、兼职 

21 化学化工学院 陶端健 教授 兼职 

22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王  岚 副教授 组长、兼职 

23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丁树良 教授 专职 

24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甘登文 教授 专职 

25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廖云燕 副教授 兼职 

26 教育学院 曾青云 教授 组长、专职 

27 教育学院 李  箭 副教授 兼职 

28 教育学院 宋晓云 副教授 兼职 

29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肖华忠 副研究员 组长、专职 

30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李昌新 副教授 兼职 

31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尹 敏 副教授 兼职 

32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曹柯平 副教授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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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职称 备注 

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小平 教授 组长、专职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仁平 教授 专职 

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康凤云 教授 兼职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汤舒俊 副教授 兼职 

37 美术学院 蔡  鸣 教授 组长、专职 

38 美术学院 王  燕 教授 兼职 

39 美术学院 毛加农 副教授 兼职 

40 美术学院 刘俊杰 讲师 兼职 

41 美术学院 李  扬 副教授 兼职 

42 软件学院 王声决 教授 组长、专职 

43 软件学院 曾雅琳 副教授 兼职 

44 软件学院 吴福英 副教授 兼职 

45 商学院 孟  鹰 副教授 组长、兼职 

46 商学院 陈  建 副教授 兼职 

47 商学院 范丽群 副教授 兼职 

48 生命科学学院 邵明勤 副教授 组长、兼职 

49 生命科学学院 李言阔 副教授 兼职 

50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龚海林 副教授 组长、兼职 

51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张细苟 副教授 兼职 

52 体育学院 何耀昕 教授 组长、专职 

53 体育学院 冯  洪 教授 专职 

54 体育学院 宋建华 讲师 兼职 

55 体育学院 王新宝 副教授 兼职 

56 外国语学院 杨丽娇 副教授 组长、专职 

57 外国语学院 曹迎春 副教授 兼职 

58 外国语学院 刘  政 讲师 兼职 

59 外国语学院 胡新建 副教授 兼职 

60 文学院 黄爱平    副教授 组长、兼职 

61 文学院 余光煜 副教授 兼职 

62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谢芳森 教授 组长、兼职 

63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刘  刚 教授 兼职 

64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王  琦 副教授 兼职 

65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程晏蓓 讲师 兼职 

66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薛  琴 副教授 兼职 

67 心理学院 刘建平 教授 组长、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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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职称 备注 

68 心理学院 易  芳 副教授 兼职 

69 心理学院 刘明矾 教授 兼职 

70 新闻与传播学院 胡小端 副教授 组长、专职 

71 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海丽 副教授 兼职 

72 新闻与传播学院 黄清华 副教授 兼职 

73 音乐学院 吴  翔 教授 组长、兼职 

74 音乐学院 李艳琳 教授 兼职 

75 音乐学院 卢伟敏 副教授 兼职 

76 音乐学院 于  琳 讲师 兼职 

77 政法学院 熊春泉 教授 组长、专职 

78 政法学院 陈谨祥 教授 兼职 

79 政法学院 周  琴 教授 兼职 

80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梁  珊 讲师 兼职 

81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张友香 副教授 兼职 

82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唐跃钦 副教授 兼职 

83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侯云龙 讲师 兼职 

84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伍  月 无 兼职 

85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金利明 副教授 兼职 

86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林海平 讲师 兼职 

87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熊  磊 讲师 兼职 

 

 

 

 

 

 

 

抄送：纪委，党群各部门。 

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5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