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18〕311 号 

 

关于公布2018年度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中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人选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根据我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

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湘教发〔2015〕18

号）和《关于做好 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

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18〕

258 号）要求，经个人申请、学校推荐，我厅审查并同意刘振

等 211 位同志为 2018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

师国内访问学者人选。现予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8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

问学者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时间为一年，学习类型为全脱

产。请国内访问学者持本通知做好所在单位的工作移交，按时

到接受学校报到并办理有关手续。 

二、请各选派学校和接受学校（研究院所）认真按照规定

要求，切实履行职责，支持和指导访问学者进行研修和学习。

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应加强管理和督促检查，确保访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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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完成规定的访问研修计划，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 

三、2018 年度我省高校选派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

者的资助标准为 10000 元/人，其中我厅和选派学校各资助

5000 元/人，其他费用按湘教发〔2015〕18 号文件执行。 

联系人：1.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姚新良、严 秋；电

话：0731－88873127；QQ 邮箱：896887511@qq.com。 

2.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  何国清； 

  电话：0731－84714916。 

 

附件：2018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国 

内访问学者人选名单 

 

 

 湖南省教育厅 

        2018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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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人选名单 
 
序号 推荐学校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学位 职称 

志      愿 

学校 专业 导师 

1 湖南师范大学 刘振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 周宗奎 

2 湘潭大学 谢勇 男 汉族 硕士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彭飞 

3 长沙理工大学 徐慧明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心理学 罗学荣 

4 长沙理工大学 韩娜娜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学，英语教学 唐燕玲 

5 湖南农业大学 曹艳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 朱旭东 

6 湖南农业大学 蒋红梅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分析化学 聂舟 

7 湖南农业大学 周丽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曾艳钰 

8 湖南农业大学 肖定福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天然药物化学 周应军 

9 湖南农业大学 周晓娴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李伟荣 

10 湖南农业大学 刘琳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会计学 王善平 

11 湖南中医药大学 陈丽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肖献忠 

12 湖南中医药大学 殷宏亮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人文 金育强 

13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李玲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实验师 中南大学 临床医学 胡成平 

14 南华大学 李鹏程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清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志忠 

15 吉首大学 彭广林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传播学 蔡琪 

16 湖南工业大学 田飞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清华大学 信息技术研究院 郑方 

17 湖南工业大学 周维龙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湘潭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裴廷睿 

18 湖南工业大学 舒敏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华中师范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苏晖 

19 湖南工业大学 刘记福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北京大学 刑事诉讼法学 陈瑞华 

20 湖南商学院 唐红涛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王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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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学校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学位 职称 
志      愿 

学校 专业 导师 

21 湖南商学院 赵珏 女 汉族 硕士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软件工程 蔡立军 

22 湖南商学院 殷琪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徐选华 

23 湖南理工学院 曾炜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唐贤清 

24 湖南理工学院 杨涛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化学 李金恒 

25 湖南理工学院 张广勋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方幸福 

26 湖南理工学院 王桂芹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东南大学 艺术学理论 甘锋 

27 衡阳师范学院 王爱红 女 汉族 硕士 研究生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名族音乐学 赵书峰 

28 湖南文理学院 陈晔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长沙理工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李应求 

29 湖南工程学院 覃波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重庆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沈骏 

30 湖南城市学院 刘合安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彭绍东 

31 湖南城市学院 曾芝兰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华中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高晓芳 

32 湖南城市学院 彭云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与舞蹈学 朱咏北 

33 湖南城市学院 周建存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郭克华 

34 湖南城市学院 黄长军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李志伟 

35 湖南城市学院 昌晶亮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夏赞才 

36 湖南城市学院 李军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区域经济学 王良健 

37 湖南城市学院 古杰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工程师 中山大学 人文地理 周素红 

38 湖南城市学院 黄静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软件工程 陈志刚 

39 湖南城市学院 蔡振华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中级 长沙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 曾祥君 

40 湖南城市学院 王钢 男 苗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邓纯东 

41 邵阳学院 尹乐斌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生物学 刘勇 

42 邵阳学院 王少杰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应用电子 孙克辉 

43 邵阳学院 雷芬芳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教授 中南大学 护理学 王红红 

44 怀化学院 陈桂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黄键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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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学校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学位 职称 
志      愿 

学校 专业 导师 

45 怀化学院 李红光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董新汉 

46 湖南科技学院 王洪亮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同济大学 设计艺术学 周洪涛 

47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文小辉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基础心理学 丁道群 

48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孙红果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湘潭大学 商学院财政金融系 楚尔鸣 

59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万维群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 邓云华 

50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高洁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民族民间舞 潘志涛 

5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谢常红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国际法学 聂资鲁 

5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杨志华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民族传统体育学 张继生 

5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胡汀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林亚平 

54 长沙学院 刘欣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中南大学 软件工程 胡志刚 

55 长沙学院 龙飞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武汉大学 情报学 马费成 

56 长沙学院 彭慰慰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民商法 郑远民 

57 长沙学院 吴晓春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 罗艳华 

58 长沙学院 王晶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南开大学 图论 李学良 

59 长沙学院 郭红卫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中国社科院 产业经济学 张其仔 

60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柳 青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陕西师范大学 网络与新媒体 郭栋 

61 长沙医学院 陈琳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精神病学 罗学荣 

62 长沙医学院 周丹丹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护理学 罗阳 

63 长沙医学院 李妍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郭新红 

64 长沙医学院 周琳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罗志勇 

65 长沙医学院 金智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安丰 

66 长沙医学院 杨芳艳 女 汉族 本科 学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民族传统体育学 张继生 

67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曾清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冯庆华 

68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李艳丰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湖南大学 金融学 杨胜刚 



 

 6 

序号 推荐学校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学位 职称 
志      愿 

学校 专业 导师 

6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杨金画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湘潭大学 哲学 王向清 

70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钱文芳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市场营销 许春晓 

71 湖南警察学院 谭霞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彭福扬 

72 湖南警察学院 童宇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软件工程 胡志刚 

73 湖南女子学院 谢晶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黄振定 

74 湖南女子学院 黄快生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教授 中南大学 工商管理 马跃如 

75 湖南女子学院 李先跃 男 土家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北大学 旅游管理 马勇 

76 长沙师范学院 彭坚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刘正光 

77 长沙师范学院 贺文龙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中国史 肖永明 

78 长沙师范学院 阳永清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实验师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生态学 周明星 

79 湖南信息学院 罗艳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学 易红郡 

80 湖南信息学院 李敏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训练 汤长发 

81 湖南信息学院 张金菊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帅智康 

82 湖南信息学院 周艳红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 熊正德 

83 湖南信息学院 张华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方逵 

84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孙必强 男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湖南中医药大学 药学 王炜 

85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董小艳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何清湖 

86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袁媛 女 汉族 本科 学士 讲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林亲录 

87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吴橙香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护理 张静平 

88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欧阳方丹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遗传学、发育生物学 谭跃球 

89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郑晓妮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主管护师 中南大学 护理学 唐四元 

90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胡伟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 药学 谭桂山 

91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曹玉林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社会保障 周良荣 

92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群 女 土家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与舞蹈学 朱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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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学校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学位 职称 
志      愿 

学校 专业 导师 

93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军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学 高晓清 

94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谢靖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 杨莉君 

95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潘国庆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 针炙 常小荣 

96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黄海波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 郑澜 

97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蒋帅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李学军 

98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谢永超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学 张传燧 

99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谭传武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软件工程 陈志刚 

100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段春艳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长沙理工大学 汽车工程 蒋仁言 

101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圯莎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长沙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颜东煌 

102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唐伟 男 瑶族 本科 学士 副教授 湖南农业大学 水产 肖调义 

103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唐晓凤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高晓清 

104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艳云 女 汉族 本科 学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护理 唐四元 

105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唐凯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马卫平 

106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晋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徐选华 

107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振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统计学 李红权 

108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琴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机械制造 刘德福 

109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魁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管理学 龚光明 

11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丽莎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计算机应用管理 傅喜泉 

111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彭伟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农业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刘新春 

112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董娟娟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武汉大学 数字出版 徐丽芳 

113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李照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首都师范大学 美术学（书法） 叶培贵 

114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赵莹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艺术设计学 焦成根 

115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范果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湘潭大学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刘中望 

116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吴光辉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机械工程 湛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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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曾芍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护理 唐四元 

11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邓梦兰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管理学 李军 

11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张自珍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基础心理学 丁道群 

120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曹建平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南华大学 病理学与病例生理学 刘录山 

121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李蓉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北京大学 教育技术学 汪琼 

12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都昌兵 男 汉族 本科 学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湛利华 

123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黄婕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软件工程 胡志刚 

124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邓中华 男 汉族 本科 学士 副教授 湘潭大学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张高峰 

12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熊轶娜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湘潭大学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张高峰 

126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尹晓科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测量学及地理信息系统 秦建新 

127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泽民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黄中祥 

128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林志丹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王兆峰 

129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葛玲瑞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发育生物学 肖亚梅 

130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张帆 女 汉族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分析化学 蔡青云 

131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罗玲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高级实验师 湖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辛继湘 

132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徐陵琦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内科学 彭道泉 

133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王亚丽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会计学 龚光明 

134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杨晓峰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智勇 

135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沈治国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长沙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 樊绍胜 

136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鹏慧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电气控制及自动化 陈焕文 

137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李星龙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邓颖玲 

138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张睿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 田中阳 

149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孙梅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机械工程 谭建平 

140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张保平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吉林农业大学 预防兽医学 王春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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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岳晓艳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护理 唐四元 

142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彭永爱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黄振定 

143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李洪源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学 许春晓 

144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曾珍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国际贸易学 张亚斌 

145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左石华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长沙理工大学 市场营销 黎建新 

146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何卫华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企业管理 熊正德 

147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毛春华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工商管理 张颖 

148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何立志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尹健 

149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吴春红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伦理学 张怀承 

150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杨潇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农业大学 药用植物资源与工程 刘东波 

151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阳慧玲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学 黄先雄 

152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曾原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艺术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_ 贺景卫 

15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易启明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刘新庚 

154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葛婷婷 女 满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陈晓湘 

155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曾树华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梁桥康 

156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杨琳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陈赟 

157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刘亚丽 女 土家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企业管理 李军 

158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韩雪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长沙理工大学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曾祥君 

159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陈蓉芳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熊勇清 

160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周莉莉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尹健 

161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祝彩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李艳翎 

162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郭桥华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长沙理工大学 结构工程 杨伟军 

163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爱民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 曾凡仔 

164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孟少明 男 汉族 本科 学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刘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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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贵颖祺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学 刘旭 

166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泽群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企业管理 颜爱民 

167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杰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会计 王善平 

168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唐贵平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犯罪学、监狱学 吴宗宪 

16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华西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李肯立 

170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舒鸣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农业大学 药用植物资源工程 曾建国 

171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刘慧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许春晓 

172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潘丽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 周跃峰 

17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吴白兰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英语 邓颖玲 

174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宋艳菊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湘潭大学 艺术学 黎青 

175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马庆 男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湘潭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雷 

176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刘绣春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徐飞雄 

177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小玲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邓颖玲 

178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思斯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电气工程 黄纯 

179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尹小梅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长沙理工大学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吴义虎 

180 保险职业学院 黄新爱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 尹少华 

181 保险职业学院 任智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临床心理 蔡太生 

182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左芊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企业管理 熊正德 

183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刘冠群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长沙理工大学 计算机 王威 

184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田甜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 莫高翔 

185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彭欢燕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辛继湘 

186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谢爱莲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陈宇翔 

187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付雪连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护理 王红红 

188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宋志勇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中南大学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熊炜 



 

 11 

序号 推荐学校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学位 职称 
志      愿 

学校 专业 导师 

189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王建辉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智勇 

19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康叶红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徐飞雄 

19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周毅 女 土家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农业大学 园艺园林 肖文军 

192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崔璨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农业大学 高等教育学 郭丽君 

193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熊凯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工程师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刘旭 

194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肖慧慧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长沙理工大学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樊绍胜 

195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成浩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王兆峰 

196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谢莉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邓颖玲 

197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吴桂华 男 汉族 本科 学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通信工程 王东 

198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彭惠林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王兆峰 

199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严华勇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刘晓玲 

200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毛羽 女 满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 天然药物化学 王炜 

201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张云坤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李顺祥 

202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蒋露露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 认知语言学 廖光蓉 

203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于勇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 药学 王炜 

204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高鹏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长沙理工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系 
李录平 

205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陆柏林 男 汉族 本科 学士 副高 湖南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李鹏南 

206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冯松 男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南华大学 采矿工程 谭凯旋 

207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谭晓芳 女 汉族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湖南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王耀南 

208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芳 女 汉族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湖南大学 公共管理 陈晓春 

209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付平平 女 汉族 本科 学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唐琎 

210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丹 女 汉族 本科 学士 讲师 中南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谭建平 

211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陈华宏 男 汉族 本科 学士 讲师 湖南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岳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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