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代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教师姓名

09812011 市场营销 副修 姚小远

09813011 会计基础 副修 李贞玉

09813031 财务成本管理 副修 李贞玉

09814061 微观经济学原理 副修 汤海燕

09816011 国际贸易 副修 朱颖

47813011 跨文化商务谈判与沟通 副修 蔡炜

05812011 中国花鸟画 副修 周弘湘

05813021 社会心理学 副修 崔丽莹

05814051 儿童心理卫生与保健 副修 梅珍兰

05818041 影视传媒中的教育学 副修 张艳辉

05818041 影视传媒中的教育学 副修 张艳辉

05818181 生活中的经济学 副修 沈亚芳

05818191 当代日本教育研讨 副修 李昱辉

05818191 当代日本教育研讨 副修 李昱辉

05819011 小学英语临床案例研究 副修 董玲

06811061 讲话以及歌唱中如何塑造语言基本功 副修 李伟

06811071 舞台基础艺术处理在声乐表演中的应用 副修 李伟

06815041 《音乐会》欣赏 副修 袁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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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15051 音乐电影 副修 袁长明

12812011 摄影 副修 郭薇

12814071 宇宙中的奥秘 副修 方伟

14812021 花卉的欣赏与栽培 副修 潘静娴

14812041 插花和盆景艺术 副修 陈佳瀛

14812071 酒与酒文化 副修 陈军

14814041 人类遗传学 副修 董彦君

16811021 世界政治版图 副修 程小康

16811031 中国区域发展 副修 王慧敏

16812041 大型活动策划 副修 施丽娜

16812051 演艺活动策划与组织 副修 庄惠阳

16814031 导游基础知识 副修 陈岑

16814051 旅游心理学 副修 李玉美

21812061 家用轿车消费与保养 副修 黄建民

24811011 建筑欣赏 副修 杨凌志

24811021 建筑环境与心理学 副修 李文婷

24812011 人居环境与身心健康 副修 施凤英

18811161 音乐剧剧目赏析 副修 王砾玉

18811181 现代流行舞蹈文化与鉴赏 副修 王砾玉

03819011 佛教与中国文化 副修 伍小劼



09812021 消费者行为学 副修 刘春济

04811231 圣经故事和文化 副修 王惠萍

05812021 中国山水画 副修 周弘湘

05818031 教育与哲学 副修 张晓峰

05818041 影视传媒中的教育学 副修 吴小玮

05818191 当代日本教育研讨 副修 李昱辉

05818191 当代日本教育研讨 副修 李昱辉

05818221 俄罗斯文化与教育 副修 张艳辉

05818221 俄罗斯文化与教育 副修 张艳辉

05818231 民国沪上教育家 副修 俞可

06811061 讲话以及歌唱中如何塑造语言基本功 副修 李伟

06811071 舞台基础艺术处理在声乐表演中的应用 副修 李伟

06815041 《音乐会》欣赏 副修 袁长明

06815051 音乐电影 副修 袁长明

12812011 摄影 副修 郭薇

14811051 纳米与生活 副修 董亚明

14812051 食用植物和营养 副修 宋国元

14812071 酒与酒文化 副修 陈军

16811031 中国区域发展 副修 王慧敏

16812041 大型活动策划 副修 施丽娜



16812051 演艺活动策划与组织 副修 庄惠阳

16814041 旅游线路设计 副修 贺学良

16814061 中国的世界遗产 副修 贺学良

16816011 欧洲饮食文化与美食鉴赏 副修 孟海棠

21818071 趣味单片机 副修 王爱华

18811161 音乐剧剧目赏析 副修 王砾玉

09812051 房地产市场学 副修 刘正才

04811011 英语歌曲欣赏 副修 张炜

04811111 英语翻译 副修 朱伊革

09812051 房地产市场学 副修 刘正才

18811081 舞台美术欣赏 副修 王韦予

04811091 美国电影欣赏 副修 明宏

06815081 走进音乐剧 副修 房敏

18811061 中外电影比较 副修 周胜南

18811071 通俗歌曲演唱 副修 孙美娜

18811081 舞台美术欣赏 副修 王韦予

17813041 形态与体态的锻炼方法 副修 潘慧萍

17814011 经典名曲鉴赏 副修 卢薇

09814051 当代世界经济 副修 刘正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