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教高函〔2019〕44 号 
 

河北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19 年河北省普通本科院校教学 

名师和优秀教学团队名单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院校： 

根据省教育厅年度工作安排和《关于开展 2019 年河北省

普通本科院校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学团队建设工作的通知》（冀

教高函〔2019〕30 号）要求，经学校申报推荐、专家评审和省

教育厅审核，共评出 2019 年河北省普通本科院校教学名师 63

名、优秀教学团队 56 个。现予以正式公布。 

各高校要重视教师教学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支持鼓励广

大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潜心教书育人。教学名师和优

秀教学团队要继续发挥示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教师共同建良

好的教风学风，努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办

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河北省教育厅 

2019 年 7 月 31 日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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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河北省普通本科院校教学名师名单 

           

姓 名 单 位 

宋凤轩 河北大学 

柴素芳 河北大学 

赵  杰 河北大学 

金少华 河北工业大学 

梁金生 河北工业大学 

张惠娟 河北工业大学 

谢  平 燕山大学 

姚建涛 燕山大学 

柴  勇 燕山大学 

杜国强 河北农业大学 

黄春玲 河北农业大学 

周春江 河北师范大学 

武吉庆 河北师范大学 

耿永志 河北师范大学 

李淑瑾 河北医科大学 

袁雅冬 河北医科大学 

王晓洁 河北经贸大学 

蔺丰奇 河北经贸大学 

崔建升 河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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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杨  光 河北科技大学 

冯立艳 华北理工大学 

马素慧 华北理工大学 

边凤花 石家庄铁道大学 

宋玉香 石家庄铁道大学 

熊红彦 河北工程大学 

申艳光 河北工程大学 

于文涛 河北中医学院 

严玉平 河北中医学院 

都沁军 河北地质大学 

宋绍清 河北地质大学 

宋士清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杨志新 承德医学院 

杨海军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王香兰 河北金融学院 

张秀梅 廊坊师范学院 

庞国星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张建会 河北体育学院 

路文梅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常晓彤 河北北方学院 

张喜荣 保定学院 

张路安 邯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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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蒋小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白丽荣 衡水学院 

王进选 石家庄学院 

王朝霞 唐山师范学院 

李雅丽 唐山学院 

闫华荣 邢台学院 

刘长霞 沧州师范学院 

郑  磊 张家口学院 

武  一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 

薛  欢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贾小盼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沈  宏 燕京理工学院 

董小龙 河北美术学院 

刘彦丰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孔英会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罗绍华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刘志刚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王  勇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夏登友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王雪峰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刘海生 华北科技学院 

姜纪沂 防灾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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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河北省普通本科院校优秀教学团队名单 

 
单 位 团队 带头人 

河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教学团队 杨宝忠 

河北大学 植物学科教学团队 贺学礼 

河北大学 自动化专业核心课程群教学团队 王培光 

河北工业大学 化工原理教学团队 李春利 

河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教学团队 陈立文 

河北工业大学 大学数学教学团队 何华 

燕山大学 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团队 刘福才 

燕山大学 先进成形工艺与装备教学团队 金  淼 

燕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团队 王新华 

河北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群教学团队 滕桂法 

河北农业大学 植物学课程教学团队 白志英 

河北师范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团队 范树成 

河北师范大学 铁代谢与人类健康教学团队 常彦忠 

河北师范大学 信息地理教学团队 路  紫 

河北医科大学 生理学教学团队 武宇明 

河北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教学团队 边  林 

河北经贸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 柴艳萍 

河北经贸大学 管理学原理教学团队 王胜洲 

河北科技大学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团队 甘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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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科技大学 化学反应工程教学团队 刘润静 

华北理工大学 大学英语综合改革教学团队 田翠芸 

华北理工大学 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刘春凤 

石家庄铁道大学 工程力学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段淑敏 

石家庄铁道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大学数学教学团队 刘响林 

河北工程大学 植物学教学团队 王建书 

河北工程大学 机械设计类课程教学团队 李秋生 

河北中医学院 临床中药学教学团队 张一昕 

河北中医学院 中医诊断学教学团队 方朝义 

河北地质大学 大学数学教学团队 段生贵 

河北地质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教学团队 尚国琲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师范类通修课程教学团队 戴  维 

承德医学院 应用心理学教学团队 杜玉凤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刘晓群 

河北北方学院 病理学教学团队 金春亭 

河北金融学院 财务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程培先 

廊坊师范学院 师范教育类课程改革教学团队 白世国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机械设计类课程教学团队 韩文仲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教学团队 杜太行 

保定学院 美术学教学团队 马紫薇 

邯郸学院 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学团队 叶  嘉 

衡水学院 英语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 安晓红 

唐山学院 工程制图课程教学团队 魏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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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学院 大学生职业指导教学团队 马雪玉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 电气工程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徐桂芝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

院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包桂影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建筑学专业教学团队 孙晓丽 

河北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教学团队 李兴国 

河北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教学团队 
赫苏斯·官

切·佩雷斯

河北科技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教学团队 王志欣 

河北美术学院 美术学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团队 陈池瑜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基础力学教学团队 王璋奇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电子商务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 王雷震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国家安全学教学团队 牛继承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火灾烟气控制教学团队 李思成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教学团队 阎  爽 

防灾科技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教学团队 洪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