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姓名 学历 学位 所学专业
现任专业技
术职务

拟申报专业技
术职务

备注

1 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畅庚榕 研究生 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讲师 副教授

2 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叶芳霞 研究生 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讲师 副教授

3 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张变莲 研究生 硕士 信号与信息处理 讲师 副教授

4 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范璟 本科 硕士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讲师 副教授

5 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孙静 研究生 硕士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讲师 副教授

6 师范学院 黄玲侠 本科 硕士 数学教育 讲师 副教授

7 师范学院 王雅荔 研究生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讲师 副教授

现将2020年教师系列评审副教授职称参加学校评审人员名单公布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公   示



8 师范学院 耿飞飞 研究生 博士 教育学原理 讲师 副教授

9 师范学院 王国强 研究生 硕士 神经生物学 讲师 副教授

10 化学工程学院 李靖 研究生 博士 应用化学 讲师 副教授

11 化学工程学院 王璇 研究生 博士 林产化学 讲师 副教授

12 化学工程学院 贾园 研究生 博士 化学 讲师 副教授

13 化学工程学院 李凤 研究生 博士 分析化学 讲师 副教授

14 化学工程学院 王留昌 研究生 博士 应用化学 讲师 副教授

15 化学工程学院 娄珀瑜 研究生 硕士 课程与教学论 副研究员 副教授
同级
转评

16 经济管理学院 潘雨相 研究生 硕士 应用经济学 讲师 副教授



17 经济管理学院 张小芳 研究生 硕士 土地资源管理 讲师 副教授

18 经济管理学院 张宁彬 本科 硕士 软件工程 讲师 副教授

19 经济管理学院 张彤璞 研究生 博士 经济学 讲师 副教授

20 经济管理学院 李静 本科 硕士 公共管理 讲师 副教授

21 经济管理学院 杜轶龙 本科 硕士 国民经济学 讲师 副教授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常利娟 本科 硕士 法学 讲师 副教授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舵 研究生 硕士 思想政治教育 讲师 副教授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静 研究生 硕士 政治学理论 讲师 副教授

25 体育学院 李治 研究生 硕士 体育教育训练学 讲师 副教授



26 体育学院 金洁 本科 硕士 体育教育 讲师 副教授

27 体育学院 黄智晖 本科 硕士 体育教育 讲师 副教授

28 体育学院 周洪韬 本科 硕士 运动训练 讲师 副教授

29 文学院 董洪杰 研究生 博士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讲师 副教授

30 文学院 李曜良 研究生 硕士 设计艺术学 讲师 副教授

31 文学院 秦岭 本科 硕士 汉语言文学  讲师 副教授

32 学前教育学院 岳娜 研究生 硕士 美学 讲师 副教授

33 学前教育学院 高波 本科 学士 音乐教育 讲师 副教授

34 学前教育学院 雷巧娟 本科 硕士 现代教育技术 讲师 副教授

35 学前教育学院 杨建琴 本科 硕士 音乐教育 讲师 副教授

36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任志艳 研究生 博士 人文地理学 讲师 副教授

37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裴书研 研究生 博士 考古学 讲师 副教授



38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丁群英 研究生 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讲师 副教授

39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尹春丽 研究生 博士 果树学 讲师 副教授

40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付洪冰 研究生 博士 蔬菜学 讲师 副教授

41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杨建军 研究生 博士 环境工程 高级工程师 副教授
同级
转评

42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李菁 研究生 博士 植物保护 讲师 副教授

43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申圆圆 研究生 博士 环境工程 讲师 副教授

44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徐伟君 研究生 博士 植物学 讲师 副教授

45 信息工程学院 何可可 本科 硕士 计算机 讲师 副教授

46 信息工程学院 赵  艳 研究生 硕士 数学 讲师 副教授

47 外国语学院 邢书美 本科 硕士 英语语言文学 讲师 副教授

48 外国语学院 长孙馥蓉 研究生 硕士 英语口译 讲师 副教授

49 外国语学院 聂静斯 本科 硕士 英语语言文学 讲师 副教授



50 外国语学院 李赟 研究生 硕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
讲师 副教授

51 外国语学院 宋媛媛 研究生 硕士 英语语言文学 讲师 副教授

52 艺术学院 杜妍 研究生 硕士 视觉传达设计 讲师 副教授

53 艺术学院 康凯 本科 硕士 艺术设计 讲师 副教授

54 艺术学院 刘凌飞 本科 硕士 音乐表演 讲师 副教授

55 艺术学院 杨珍 研究生 硕士 视觉传达设计 讲师 副教授

56 艺术学院 吴大鹏 研究生 硕士 钢琴 讲师 副教授

情况说明：
      对以上公示结果有异议者，请于2020年12月11日之前向学校职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联系电话：88257803
                                                                     西安文理学院职改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