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
开班
形式

任课教师 上课安排 QQ群联络
重修
学时

层次

大学英语Ⅰ 开班 夏春梅
第11周

星期三 9-10节   东B206
星期五 3-10节   东B101

993286582 10 毕业班（本、专）科

大学英语Ⅱ 开班 钟雨卉
第9-12周

星期四  3-4节    西教A409
星期五  7-8节    西教A409

1029919577 14 毕业班（本、专）科

大学英语Ⅲ、跨文化交际英语开班 夏春梅
第10周

星期三  9-10节  东B206
星期五  3-10节  东B101

292231690 10 毕业班（本、专）科

电子工程英语、商务英语 答疑 夏春梅
第11周

星期四  3-4节 9-11节  东B206
795318766 5 毕业班（本、专）科

专业英语 答疑 夏春梅
第10周

星期四  第3节  东B206
1001329640 1 毕业班本科（艺术与科技学院）

2021-2022-2学期毕业班重新学习安排表



大学英语Ⅳ 答疑 夏春梅
第10周

星期四 第4节 9-11节  东B206
537505873 4 毕业班专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统计与数学模型

概率与统计

工程数学（概率统计）

工程数学（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与数学模型

离散数学 答疑 孙娜
第10-12周

星期一  7-8节  二教213
725625647 1 毕业班专科

开班

开班

开班

第9周
星期五  1-6节  西教A301

第10-11周
星期三  1-4节  西教A301

第9-11周
星期五  5-6节  西教A501

第10、12周
星期一  5-6节  西教A501

第10、12周
星期五  3-4节  西教A501

第10-12周
星期一  1-2节  西教A303

第10-12周
星期五  1-2节  西教A303

14

14

12

毕业班（本、专）科

毕业班专科

毕业班本科

马祥玉

陈良莉

陈良莉

720546368

1030208630

1030209671



数学实验 开班 马祥玉

第10-11周
星期三 5-8节  西教A201

第10周
 星期五  1-4节  东教A401

724322625 12 毕业班（本、专）科

微积分与数学模型(下)

微积分Ⅱ

微积分

微积分Ⅰ

微积分Ⅰ

一元函数微积分

微积分与数学模型（上）

心理学与个人成长 答疑 彭丹

第10-12周
星期一5-6节、7-8节 西A401
星期二5-6节、7-8节 西A501
星期三5-6节、7-8节 西A501

1031844215 6
毕业班本科

根据个人时间选择时间段

体育Ⅰ 答疑
李祥慧

18200131331

第12周
星期二 3-4节
星期四 5-6节

864112874 5 毕业班（本、专）科

体育Ⅱ 开班
李祥慧

18200131331
第9-11周

星期五 3-4节、7-8节
894328654 10 毕业班（本、专）科

开班

第10-12周
星期二  7-8节  西教A301
星期三  7-8节  西教A301

第10、12周
星期四  1-2节  西教A301

16

开班

蔡红梅

张雪

毕业班（本、专）科

毕业班（本、专）科14

第10-12周
 星期二  9-10节  西教A401

第11-12周
星期五  5-8节  西教A401

237584663

1030245704



体育Ⅲ 答疑
李祥慧

18200131331
第12周

星期五 3-4节、7-8节
838987871 4 毕业班（本、专）科

体育Ⅳ 开班
李祥慧

18200131331

第9-11周
星期二 3-4节
星期四 5-6节

372280630 10 毕业班（本、专）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开班 宁姗
第10-12周

星期一  9-10节   东教A303
星期二   9-10节  东教A303

1013502370 10 毕业班（本、专）科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开班 王浩乐
第10-12周

星期一  1-4节  二教310
711296668 10 毕业班（本、专）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开班 王浩乐
第10-12周

星期一  5-6节  二教310
752980922 10 毕业班（本、专）科

公共选修课1 开班 王生红
第10-12周

星期六  5-10节  二教210
729559617 14 毕业班（本、专）科

公共选修课2 开班 李寿宇
第10-12周

星期六  3-8节  二教109
729559617 14 毕业班（本、专）科

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 答疑 王生红
第11周

星期六  1-2节  二教109
664334391 2 毕业班本科



军事实践（含军训） 答疑 李寿宇
第10周

星期六  1-2节  二教109
664334391 2 毕业班本科

百叶计划 答疑 李寿宇
第10周

星期六  1-2节  二教110
664334391 1 毕业班（本、专）科

计算机应用基础 答疑 李寿宇
第12周

星期六  1-2节  二教109
664334391 1 毕业班专科

大学语文 答疑 李雪
第10-12周

星期三  5-6节  西教A308
770763488 5 毕业班（本、专）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人文素养)开班 周俊蓉
第10-12周

星期四 5-8节 西B401
786111552 10 毕业班（本、专）科

形势与政策 开班 李荣佳

第10周
周四5-10节西教B205

第11周
周四7-8节西教B205

第12周
周五9-10节西教B205

756137558 10 毕业班（本、专）科

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基础） 答疑 唐骞
第10周

星期三  9-10节  二教208
329406260 2 毕业班本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