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届毕业论文及就业指导教师安排表 

序号 教师姓名 职称 
指导 

论文数 
13音表 13音学一班 13音学二班 13舞蹈学 15专升本 

1 郝亚莉 教授 5 张翼驰、韩笑 徐向欣 许雷、丁晓辉   

2 刘天浩 副教授 4  张晗、张铜铜 林坤、步文亚   

3 范正涛 副教授 2  盛鸿飞、马志刚    

4 温惠芳 副教授 3  王海成 邵华  刘雯雯 

5 杜森 副教授 4  刘浩 张亚鑫  邱爽、张敏 

6 刘炳强 副教授 4  孙建新   
张轩赫、齐小凤、

王恩想 

7 周玲 副教授 4  孙心艺 莫娅楠、陈田  宋丹丹 

8 马蕾 副教授 4   
田蓓、卢凯洁、隋

金、狄瑞 
  

9 马晔 副教授 4  
王真真、刘同娟、

刘倩 
 刘腾飞  

10 方冰 副教授 4   董钧媛、熊烁 丁赫 李垚 

11 丁爽 一级演员 4 邵鹏、甄文忠 葛佳超 黄天阳   

12 周文泉 
高级讲师 

3 
马宇、张建、 

焦圣一 
    

13 王向阳 二级演奏员 3 邹宇   马天鸽 张莹琳 

14 刘晓 二级演奏员 3 王鲁宁 田基康 姜佳炜   



15 尹媛 博士 3  周中璇、陈培正   梁子 

16 姜和平 博士 3 张震宇、黄凯 赵光宇    

17 谢琳 博士 3  肖晶、张浩 张硕   

18 郑开伦 讲师 3  赵冬晨、丁宁 张康   

19 曲超 讲师 4  刘艳慧 王丽、张天奇 崔明月  

20 梁筱妹 讲师 3 孙超越  何彩艳 董晗  

21 刘晓静 讲师 3   张瑶 张荣丽、田锡雅  

22 韩大童 讲师 3   余杨 李舒婷、张奕宾  

23 马成涛 讲师 3 
陈晓彤、李千婷、

赵建新 
    

24 张广芳 讲师 3    李嘉璐 赵子萌、李珊珊 

25 杨乐平 讲师 3    
杨真、华秀楠、 

顾晓丹 
 

26 李宇 讲师 4    
张新亮、徐文强、

彭秀生、王文新 
 

27 陈萌 讲师 3  田新奇、   刘向娟、王洁瑾 

28 杨华 讲师 4 潘沥静、曹恩健    董婷、位素素 

29 冯彬 讲师 3     
于晅久、文艳敏、

武照欢 

30 李茜 讲师 3   王晶晶、高梦鸽 刘超  



31 王吉利 讲师 3 
王雨琪、张萌容、

刘兆宇 
    

32 李岩 讲师      3 朱睿 冉宇昕 侯淑倩   

33 李旸 讲师 3 赵琳    王孜、王玉洁 

34 王童 讲师 3 赵肖旭 李胜兰、任艺    

35 刘鹏 讲师 3    
许亚宁、陈洋、 

谢永涛 
 

36 张欣 讲师 3  
杨文芳、王雅琦、

吕梦菲 
   

37 程彬 讲师 3     
张玉璇、盛建林、

侯书凝 

38 孙强 讲师 3  彭晶晶 蒋宁  张舒涵 

39 王丽 讲师 4    
王琪、王亚群、 

岳丛竹、张文婷 
 

40 张冉 讲师 4    
张明君、朱叶、 

梁占、张雪 
 

41 赵建 讲师 4    
韩月、苑晨虹、 

施晴、惠伟 
 

42 王丽萍 讲师 4 巩梦雪、王岚 孙玥   郝文婷 

43 野晓梅 讲师 3    
赵雪卉、刘永彬、

李岱兴 
 

44 杨柳 助教 3  雷婧琦 贾婷  苏林林 

45 刘媛媛 助教 2    邢微微、孙俪  

46 柳晓雪 助教 2    傅子轩、李凯阳  

合计   152 人 25人 32 人 28人 40人 27人 

注：请师生之间抓紧时间相互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