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05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名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申报学校申报学校申报学校申报学校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    

（（（（本本本本/专专专专））））    

所属一级所属一级所属一级所属一级    

学科门类学科门类学科门类学科门类    

1 物理化学 武汉大学 汪存信 本科 理学 

2 管理学 武汉大学 谭力文 本科 管理学 

3 出版学基础 武汉大学 罗紫初 本科 文学 

4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武汉大学 陈国恩 本科 文学 

5 水力学 武汉大学 李大美 本科 工学 

6 遥感原理与应用 武汉大学 孙家抦 本科 工学 

7 有机化学 武汉大学 陈彰评 本科 理学 

8 口腔生物学 武汉大学 边  专 本科 医学 

9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武汉大学 胡承正 本科 理学 

10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武汉大学 梁意文 本科 工学 

11 数字测图原理与应用 武汉大学 花向红 本科 工学 

12 工程力学 华中科技大学 陈传尧 本科 工学 

13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华中科技大学 吴波 本科 工学 

14 机械原理 华中科技大学 杨家军 本科 工学 

15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华中科技大学 欧阳星明 本科 工学 

16 电机学 华中科技大学 陈乔夫 本科 工学 

17 电力电子学 华中科技大学 陈坚 本科 工学 

18 城市规划原理与设计 华中科技大学 余柏椿 本科 工学 

19 生物化学 华中科技大学 刘曼西 本科 理学 

20 医学影像学(含核医学) 华中科技大学 冯敢生 本科 医学 

21 社会医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卢祖洵 本科 医学 

22 天然药物化学 华中科技大学 吴继洲 本科 医学 

23 妇产科学 华中科技大学 马丁 本科 医学 

24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朱英 本科 历史学 

25 教育概论 华中师范大学 涂艳国 本科 教育学 



26 有机化学 华中师范大学 杨光富 本科 理学 

27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 张耀灿 本科 法学 

28 理论物理 华中师范大学 刘连寿 本科 理学 

29 设计概论 武汉理工大学 陈汗青 本科 工学 

30 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 武汉理工大学 谢峻林 本科 工学 

31 机械原理 武汉理工大学 李刚炎 本科 工学 

32 船舶辅机 武汉理工大学 向  阳 本科 工学 

33 信号与系统 武汉理工大学 刘  泉 本科 工学 

34 测试技术 武汉理工大学 江征风 本科 工学 

35 无机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郭丽萍 本科 理学 

36 花卉学 华中农业大学 王彩云 本科 农学 

37 生态学 华中农业大学 曹凑贵 本科 农学 

38 基因操作原理 华中农业大学 孙明 本科 理学 

39 地质地貌学 华中农业大学 刘凡 本科 理学 

40 植物营养学 华中农业大学 徐芳森 本科 农学 

41 地史学 中国地质大学 龚一鸣 本科 理学 

42 民法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陈小君 本科 法学 

43 微观经济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卢现祥 本科 经济学 

44 财务管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蒋茵 本科 管理学 

45 中国税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庞凤喜 本科 经济学 

46 投资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中华 本科 经济学 

47 古代汉语 中南民族大学 刘宝俊 本科 文学 

48 物理化学 中南民族大学 陈栋华 本科 理学 

49 武术 湖北大学 蔡仲林 本科 教育学 

50 中国古代史 湖北大学 葛金芳 本科 历史学 

51 中国现代文学史 湖北大学 刘川鄂 本科 文学 

52 市场营销学 武汉科技大学 陈涛 本科 管理学 

53 无机材料物理化学 武汉科技大学 梁永和 本科 工学 

54 高等数学 武汉科技大学 李寿贵 本科 理学 

55 大学物理 长江大学 杨长铭 本科 理学 



56 混凝土结构 长江大学 马成松 本科 工学 

57 混凝土结构学 三峡大学 李建林 本科 工学 

58 电子技术基础 三峡大学 万均力 本科 工学 

59 病理学 江汉大学 刘丽江 本科 医学 

60 微机接口与通讯 湖北工业大学 王春枝 本科 工学 

61 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 湖北工业大学 王为 本科 工学 

62 线性代数 武汉化工学院 胡端平 本科 理学 

63 纺织材料学 武汉科技学院 李建强 本科 工学 

64 染色 武汉科技学院 朱虹 本科 工学 

65 大学物理 武汉工业学院 赵斌 本科 理学 

66 化工原理 武汉工业学院 宋光森 本科 工学 

67 物理化学 湖北民族学院 胡卫兵 本科 理学 

68 侦查学 湖北警官学院 王丰年 本科 法学 

69 生理学 郧阳医学院 王明江 本科 医学 

70 货币金融学 湖北经济学院 许传华 本科 经济学 

71 运动心理学 武汉体育学院 漆昌柱 本科 教育学 

72 体育管理学 武汉体育学院 高雪峰 本科 教育学 

73 石版画技法 湖北美术学院 郭召明 本科 文学 

74 计算机音乐 武汉音乐学院 刘健 本科 文学 

75 现代汉语 湖北师范学院 冯广艺 本科 文学 

76 中国古代文学史 孝感学院 王庆芳 本科 文学 

77 电磁学 襄樊学院 张增常 本科 理学 

78 病理学 咸宁学院 赵红刚 本科 医学 

79 素描 黄冈师范学院 詹必权 本科 文学 

80 大学物理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绍明 专科（高职） 公共基础课类 

81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宋清龙 专科（高职） 电子信息大类 

82 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胡大威 专科（高职） 电子信息大类 

83 应用写作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吴跃平 专科（高职） 公共基础课类 

84 基础英语 武汉语言文化职业学院 严文清 专科（高职） 公共基础课类 

85 现代物流概论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陈克勤 专科（高职） 财经大类 



86 制冷压缩机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朱立 专科（高职） 材料与能源 

87 烹调工艺学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刘念清 专科（高职） 旅游大类 

88 逻辑学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刘国贺 专科（高职） 公共基础课类 

89 物流概论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梁世翔 专科（高职） 财经大类 

90 导游业务 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袁俊 专科（高职） 旅游大类 

91 自动控制原理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胡燕 专科（高职） 材料与能源 

92 数控编程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陈少艾 专科（高职） 制造大类 

93 船体建造工艺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何志标 专科（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94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巧莲 专科（高职） 电子信息大类 

95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黄石理工学院 尹念东 专科（高职） 电子信息大类 

96 环境监测与分析 黄石理工学院 胡享魁 专科（高职） 
环保、气象 

与安全 

97 Visual FoxPro 程序设计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熊发涯 专科（高职） 电子信息大类 

98 数控编程技术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程胜文 专科（高职） 制造大类 

99 诊断学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杨立明 专科（高职） 医药卫生大类 

100 网页设计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林锦章 专科（高职） 电子信息大类 

10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钟汉华 专科（高职） 水利大类 

102 公路勘测设计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陈方晔 专科（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103 会计信息系统 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 李世宗 专科（高职） 财经大类 

104 高等数学 荆门职业技术学院 李学银 专科（高职） 公共基础课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