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教师师德考核结果汇总表

序号 学院名称 姓名 师德考核等次 备注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红 合格 原理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连珠 优秀 德法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霆 合格 概论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玮 合格 德法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崔德华 合格 德法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代佩 合格 思政系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戴鸿道 合格 原理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丁匡一 优秀 思政系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董前程 合格 思政系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淑兰 合格 概论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昕 合格 德法

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根山 优秀 纲要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博 合格 纲要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长青 合格 概论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丽萍 合格 原理

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淑瑶 合格 思政系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霍知节 合格 思政系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姜莉 合格 原理

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靳翔鹏 合格 德法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兰岚 合格 纲要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丹丹 合格 原理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津 合格 德法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玲 优秀 概论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岩 优秀 德法

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哲漫 合格 纲要

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锋 合格 概论

2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利利 合格 原理

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荣 合格 概论

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超 合格 概论

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潘桂林 合格 概论

3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艳玲 合格 德法



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申明远 优秀 形策

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盛芳 合格 德法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秦晶晶 合格 德法

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汤涛 优秀 形策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唐若玲 合格 纲要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史界 合格 德法

38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庆原 合格 原理

39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睿 优秀 纲要

40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巍巍 合格 原理

41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云华 合格 概论

4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小曼 合格 思政系

4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长春 合格 概论

44 马克思主义学院 谢丹 优秀 原理

45 马克思主义学院 谢君君 合格 概论

46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许袖飞 合格 思政系

4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威 合格 德法

4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咏梅 合格 德法

4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喻兴琼 合格 概论

5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英姿 优秀 原理

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元美艳 合格 概论

5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欢 优秀 形策

5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妍 合格 纲要

5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现洪 合格 原理

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东艳 优秀 概论

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邓山河 合格 形策

57 马克思主义学院 董怀岩 合格 概论

5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在麒 合格 形策

59 马克思主义学院 符海霸 合格 形策

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符星 合格 形策

6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帆 合格 形策

6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湘平 合格 思政系

63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罗丽彤 合格 纲要

6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志敏 合格 德法



65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田喆 合格 形策

66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磊 合格 形策

67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水秋 合格 形策

68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腾 合格 形策

69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晓晓 合格 德法

70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勇超 合格 形策

71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紫蓉 合格 形策

7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魏建生 合格 原理

7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博雅 合格 形策

74 马克思主义学院 肖佳宜 合格 形策

7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海 合格 德法

7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姚乃嘉 合格 形策

77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余洋 合格 形策

7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伟民 合格 形策

7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忆军 合格 概论

80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许培栓 合格 原理

8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宝芸 合格 形策

8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蕾 合格 纲要

83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家忠 合格 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