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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9200920092009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名单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名单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名单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名单（（（（本科本科本科本科））））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所属学校所属学校所属学校所属学校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学科专业门类学科专业门类学科专业门类学科专业门类    

1 武汉大学 大学物理 李长真 物理学类 

2 武汉大学 无机化学 程功臻 化学类 

3 武汉大学 数字信号处理 孙洪 电气信息类 

4 武汉大学 密码学 张焕国 电子信息科学类 

5 武汉大学 内科学 黄从新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

类 

6 武汉大学 牙周病学 李成章 口腔医学类 

7 武汉大学 人体寄生虫学 蒋明森 基础医学类 

8 武汉大学 中国古代史 杨果 历史学类 

9 武汉大学 中国当代文学史 於可训 中国语言文学类 

10 武汉大学 大学英语 汪火焰 外国语言文学类 

11 武汉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佘双好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12 华中科技大学 基础物理学 范淑华 物理学类 

13 华中科技大学 光纤通信技术 张新亮 电气信息类 

14 华中科技大学 道路工程 吴瑞麟 交通运输类 

15 华中科技大学 临床输血检验 胡丽华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

类 

16 华中科技大学 传染病学 宁琴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

类 

17 华中科技大学 法医毒理学 周亦武 法医学类 

18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新闻传播史 张昆 新闻传播学类 

19 华中科技大学 英汉互译 许明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20 华中科技大学 会计学原理 袁建国 工商管理类 

21 华中科技大学 卫生事业管理 张亮 公共管理类 

22 华中师范大学 实变函数 李工宝 数学类 

23 华中师范大学 结构化学 万坚 化学类 

24 华中师范大学 生物教学论 崔鸿 生物科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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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所属学校所属学校所属学校所属学校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学科专业门类学科专业门类学科专业门类学科专业门类    

52 中南民族大学 会计学原理 郑军 工商管理类 

53 湖北大学 植物地理学 汪正祥 地理科学类 

54 湖北大学 新闻写作学 廖声武 新闻传播学类 

55 湖北大学 心理学 徐学俊 心理学类 

56 武汉科技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李德宜 数学类 

57 武汉科技大学 建筑设备自动化 李玉云 土建类 

58 三峡大学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曾孟雄 机械类 

59 三峡大学 古代汉语 王作新 中国语言文学类 

60 长江大学 信号与系统 张正炳 电气信息类 

61 长江大学 地震勘探原理 毛宁波 地矿类 

62 长江大学 油藏物理 汪伟英 地矿类 

63 江汉大学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童幸生 材料类 

64 湖北工业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 张颖江 电气信息类 

65 湖北工业大学 控制工程基础 钟毓宁 仪器仪表类 

66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反应工程 吴元欣 化工与制药类 

67 武汉工程大学 文字创意设计 汪尚麟 艺术类 

68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信息系统 孙细明 工商管理类 

69 武汉工程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舒先林 思想政治教育 

70 武汉科技学院 数字逻辑 朱勇 电气信息类 

71 武汉科技学院 针织学 邓中民 轻工纺织食品类 

72 武汉科技学院 美术基础（素描、色彩） 欧阳巨波 艺术类 

73 武汉工业学院 电气控制技术 毛哲 电气信息类 

74 武汉工业学院 食品机械 郑晓 机械类 

75 武汉工业学院 食品工厂设计 何东平 轻工纺织食品类 

7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大学物理实验 罗时军 物理学类 

77 湖北民族学院 大学物理 高雁军 物理学类 

78 湖北民族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 袁德培 中医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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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所属学校所属学校所属学校所属学校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学科专业门类学科专业门类学科专业门类学科专业门类    

79 湖北中医学院 药剂学 薛大权 药学类 

80 湖北中医学院 中医内科学 王小琴 中医学类 

81 郧阳医学院 临床麻醉学 刘菊英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

82 湖北经济学院 微观经济学 高洁 经济学类 

83 湖北经济学院 管理学 鲍升华 工商管理类 

84 湖北警官学院 刑事诉讼法学 张建良 法学类 

85 武汉体育学院 游泳 王超英 体育学类 

86 湖北美术学院 水彩 刘寿祥 艺术类 

87 武汉音乐学院 管弦乐合奏 李果 艺术类 

88 湖北师范学院 常微分方程 李必文 数学类 

89 湖北师范学院 政治经济学 李福安 经济学类 

90 湖北师范学院 英语学科教学论 盛红梅 外国语言文学类 

91 襄樊学院 外国文学史 苏顺强 中国语言文学类 

92 咸宁学院 诊断学 李伟民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

93 黄冈师范学院 数学模型与实验 刘焕彬 数学类 

94 黄石理工学院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尹念东 机械类 

95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生药学 詹亚华 药学类 

96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新闻学概论 叶同春 新闻传播学类 

97 武汉大学东湖分校 数据库技术应用基础 熊建强 电子信息科学类 

98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网络构建与集成 王化文 电气信息类 

99 中南民族大学工商学院 网络营销 程虹 工商管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