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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等学校： 

2018 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基本功暨“精彩

一课”比赛从 6月份启动以来，全区各高校共推荐 132名教师参

赛。其中，青年组 99 名，教授组 33 名。经初赛、决赛，广西师

范学院谭皓等 9名教师（青年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石奎等 4

名教师（教授组）获得一等奖，南宁学院李森等 13 名教师（青

年组）、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廖丽宁等 7名教师（教授组）获得二

等奖，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李倩等 51 名教师获得三等奖，现

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希望获奖教师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上取得更大进步。各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充分运用此次比赛的优秀课程成果，大力

支持和激励教师深入钻研教学，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质量。 

 

附件：2018 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基本功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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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一课”比赛获奖名单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2018年 10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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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一、青年组 
一等奖（9人，按得分高低排序） 

序号 教师 所在高校 课程 

1 谭皓 广西师范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林勇灵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育 

3 韩谦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育 

4 覃蔚玲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5 张燕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 刘萍萍 广西财经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7 黄宗芬 广西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8 卢国维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9 闭燕转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二等奖（13 人，按得分高低排序） 

序号 教师 所在高校 课程 

1 李森 南宁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韦玉梅 南宁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段芳花 广西外国语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杨丽丽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李兰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6 赵阳 广西师范大学 形势与政策教育 



 —4— 

7 曾永平 梧州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8 朱琳 广西医科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9 余海超 广西医科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0 曾作铭 广西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 梁月凤 右江民族医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 高旭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3 王胜男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三等奖（37 人，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教师 所在学校 课程 

1 李倩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育 

2 熊银 玉林师范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育 

3 黄洪海 钦州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育 

4 黄奇敏 广西外国语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育 

5 张建龙 百色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育 

6 唐文艳 广西艺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7 李秋燕 贺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8 李斌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9 张亚萌 玉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10 张新蕾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 黄晓通 广西民族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2 叶子琛 梧州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3 钟明池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4 张万秋 广西外国语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5 温旭东 百色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6 李晓鹏 广西师范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7 任立 广西艺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8 蒋晓俊 桂林理工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9 郭丽银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0 范宇平 
广西中医药大学塞恩斯新医

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1 欧琳宗 梧州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2 封昀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3 江盼 百色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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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郑志琴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王小松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6 吴云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7 何夏玲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8 陶艳兰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9 万秀熠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0 胡咚 广西师范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1 苏杏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2 王玲霞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3 陆春蓉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4 汤超珍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5 刘莹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6 张泊艺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7 刘源溢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二、教授组 

一等奖（4人，按得分高低排序） 

序号 教师 所在高校 课程 

1 石奎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唐景成 梧州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董晓绒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 阳林 桂林理工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二等奖（7人，按得分高低排序） 

序号 教师 所在高校 课程 

1 廖丽宁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育 

2 罗光强 桂林医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熊琴 广西师范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韦家旭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蓝颖 玉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6 梁惟 广西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7 覃青必 广西民族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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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4 人，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教师 推荐学校 课程 

1 张时碧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育 

2 王桂玲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育 

3 陈林 广西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王占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5 张朝松 梧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6 谭和平 桂林理工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7 廖爱社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8 王振宇 梧州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9 高茂兵 玉林师范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0 吴絮颖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1 吴彬 广西科技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2 何丽萍 桂林旅游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3 陈丽洁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4 杨元妍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