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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校名称 负责人

21SZJS11000201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 宋学勤

21SZJS11000105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北京大学-内蒙古自治区） 北京大学 王在全

21SZJS11002729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青海省） 北京师范大学 张润枝

21SZJS22018307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吉林大学-吉林省） 吉林大学 石瑛

21SZJS31024609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复旦大学-上海市） 复旦大学 许征

21SZJS37042230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山东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 山东大学 张士海

21SZJS51061023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四川大学-四川省） 四川大学 曹萍

21SZJS62073028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兰州大学-甘肃省） 兰州大学 张新平

21SZJS21014106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省） 大连理工大学 洪晓楠

21SZJS32031910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 汤建龙

21SZJS50063522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西南大学-重庆市） 西南大学 白显良

21SZJS23023108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 段虹

21SZJS42048626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武汉大学-西藏自治区） 武汉大学 罗永宽

21SZJS22020004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山西省） 东北师范大学 庞立生

21SZJS42051117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 李芳

21SZJS33033511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浙江大学-浙江省） 浙江大学 马建青

21SZJS61069832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西安交通大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西安交通大学 陈建兵

21SZJS12005518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南开大学-湖南省） 南开大学 陈弘

21SZJS31026916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河南省） 华东师范大学 顾红亮

21SZJS31024721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同济大学-海南省） 同济大学 徐蓉

21SZJS35039413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 傅慧芳

21SZJS34037012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 汪盛玉

21SZJS65076231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新疆师范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师范大学 王建华

21SZJS36041414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 韩桥生

21SZJS12006502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 天津师范大学 李朝阳

21SZJS37044515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 山东师范大学 王增福

21SZJS45060220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师范大学 林春逸

21SZJS61071827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 陕西师范大学 刘力波

21SZJS52066324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 贵州师范大学 汪勇

21SZJS13009403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 河北师范大学 李素霞

21SZJS44057419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 胡国胜

21SZJS53067325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云南大学-云南省） 云南大学 段红云

21SZJS11010027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熊晓琳

21SZJS21010141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杨慧民

21SZJS21010151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曲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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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校名称 负责人

21SZJS31010246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李冉

21SZJS5001063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周琪

21SZJS1201006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杨仁忠

21SZJS32010287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何畏

21SZJS43010534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吴怀友

21SZJS31010269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王建新

21SZJS22010200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孟宪生

21SZJS34010370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路丙辉

21SZJS11010008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彭庆红

21SZJS1201005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孙寿涛

21SZJS51010614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吴满意

21SZJS2101014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 田鹏颖

21SZJS61010718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张琳

21SZJS33010351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温州大学） 温州大学 卓高生

21SZJS5401069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西藏民族大学） 西藏民族大学 曹水群

21SZJS36010421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陈始发

21SZJS62010730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 刘先春

21SZJS11010006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宁

21SZJS37010832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秀霞

21SZJS52010663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李红军

21SZJS12014020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张泽玲

21SZJS32010290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阎国华

21SZJS43012034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周小李

21SZJS23010213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巩茹敏

21SZJS12010056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孙兰英

21SZJS3201028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 田芝健

21SZJS41010476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马福运

21SZJS43010530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 李雅兴

21SZJS14010112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刘振霞

21SZJS64010749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宁夏大学） 宁夏大学 党锐锋

21SZJS51010639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师范学院 韩晓娟

21SZJS52010657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贵州大学） 贵州大学 李传兵

21SZJS2301022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刘经伟

21SZJS37010422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徐艳玲

21SZJS44012046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曹群

21SZJS50010652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文学平

21SZJS65010759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石河子大学） 石河子大学 梁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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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校名称 负责人

21SZJS35010386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福州大学） 福州大学 舒展

21SZJS6501075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新疆大学） 新疆大学 杨丽

21SZJS45010602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韦冬雪

21SZJS50010617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郑洁

21SZJS53010689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阮金纯

21SZJS13010094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安巧珍

21SZJS36010414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王员

21SZJS42010486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杨军

21SZJS5101061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张小飞

21SZJS22010199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长春中医药大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张兴海

21SZJS42010487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黄岭峻

21SZJS37010452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临沂大学） 临沂大学 孙海英

21SZJS21010140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辽宁大学） 辽宁大学 谢晓娟

21SZJS6501099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学利

21SZJS41010459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 刘吕红

21SZJS4301055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 黄秋生

21SZJS44010558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李辉

21SZJS33014269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丁菁

21SZJS23010228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周苏娅

21SZJS13011832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经贸大学 柴艳萍

21SZJS41010466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陈娱

21SZJS23010224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许静波

21SZJS35010384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石红梅

21SZJS53011392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云南警官学院） 云南警官学院 陈明珍

21SZJS37010445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徐稳

21SZJS46011658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 陈红

21SZJS62010731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饶旭鹏

21SZJS61010698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陆卫明

21SZJS63010743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青海大学） 青海大学 卢艳香

21SZJS11000251 全国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学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齐鹏飞

21SZJS42051152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创新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赵凌云、丁茜

21SZJS11000153 全国高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创新中心（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王博、孙蚌珠

21SZJS33033554 全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创新中心（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任少波、段治文

21SZJS31024655 全国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创新中心（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陈志敏、高国希

21SZJS37083256 全国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创新中心（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红、王岳喜

21SZJS32031957 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创新中心（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尚洪波、王刚

21SZJS61069858 全国高校“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创新中心（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郑庆华、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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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SZJS11000781 全国高校思政课虚拟仿真体验教学中心（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李林英

21SZJS51065182 全国高校思政课虚拟仿真体验教学中心（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唐晓勇

21SZJS12005680 全国高校思政课虚拟仿真体验教学中心（ 天津大学・培育） 天津大学 颜晓峰

21SZJS31024880 全国高校思政课虚拟仿真体验教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培育） 上海交通大学 杨振斌

21SZJS44056180 全国高校思政课虚拟仿真体验教学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培育） 华南理工大学 章熙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