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兰山一教智慧教室启用的通知
各学院：
经过假期紧张施工，贺兰山校区兰山一教教室改造工程基本完工，除二楼
C，D 段 11 间精品录播教室以外，其他 57 间常态化录播教室已基本具备上课
的条件， 并于 9 月 16 日正式启用，现将课程安排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本学期第二周（9 月 9-12 日）的课程按目前排定课程表上课，本周三（9
月 11 日起）开始调整课表，将假期临时调整的课表进行恢复，从第三周（9
月 16 日）起按最新调整的课表上课。
2.因学校教室资源紧张，兰山一教是在尚未交工的情况下提前启用的，目
前，互联黑板和交互大屏能够正常使用，不影响老师使用 PPT 教学，但录播系
统、智慧管控等软硬件还需连通和调试。请老师们暂且克服困难，利用现有设
施开展教学。
3.为了让老师能够第 1 次上课顺利使用现有设备，教务处在 9 月 11 日下午
安排老师试用教室设备，请各学院通知老师参加。具体安排见附表。
请各学院通知任课教师及学生，记录好本周上课的教室，本周按旧教室上
课；本周末务必查询最新上课教室，下周按新教室上课。对此带来的不便深表
歉意。

教 务 处
2019 年 9 月 10 日

附表：
兰山一教设备试用安排表
时间、地点

9 月 11 日
下午 2:00-2:30

所在学院

授课教师

阿拉伯阿语学
陈玉香 魏雪 陈文昊 马成文 黑学花
院
大学生心理健
王淑莲 秦莉 张博 苏迪 陈婧
康中心
史可人 石云 高礼 毕江涛 陈红翔 王玲 田华
化工学院
杨庆凤

兰山一教 D501 教室

机械学院

张波 宿友亮 慕松

45 人

教育学院

韩煦 张爱琴 张晨

经管学院

冯蛟 王双祺 韩立 贺团英 崔柳

物电学院

秦飞舟 李波 张轶炳

生科学院
9 月 11 日
下午 2:30-3:00
兰山一教 D501 教室

农学院

42 人
9 月 11 日
下午 3:00-3:30
兰山一教 D501 教室

农学院

42 人
9 月 11 日
下午 3:30-4:00
兰山一教 D501 教室

农学院

42 人
9 月 11 日
下午 4:00-4:30

数统学院

兰山一教 D501 教室
外国语学院
42 人

马春燕 张自萍 杨易 徐金瑞 李勇 徐金瑞 杨易
徐金瑞 李雅楠 吴晓玲 高力扬 李敏 郝秀静
代红军 康建宏 方海田 马潇源 徐晓锋 汪仁莉
沈艳 张力莉 宋丽华 田佳 孙权 姬强 辛明 李文
强 章中 贾彦霞 代晓华 梁熠 李培富 王掌军
刘萍 田蕾 王新谱 史娟 顾沛雯 高艳明 李建设
叶林 王晓敏 刘文娟 王西娜 许冬梅 米楠 刘凤
楼 李清峰 徐伟荣 张峰举 张黎 马红彬 兰剑
张桂杰 周玉香
张巧娥 吴心华 许立华 郭延生 余永涛 曹兵 田
佳 李锦馨 马潇源 孙权 王西娜 何文寿 方海田
张惠玲 贺晓光 范艳丽 顾亚玲 魏大为 陶金忠
杨恕玲 赵洪喜 李继东 冯登侦 张巧娥 刘慧燕
朱晓红 李亚蕾 王红梅 张萍 曹兵 刘凤楼 刘贵
珊 平吉成 刘根红 马琨 吴娜 王西娜 何文寿 李
荣 吴宏亮 贾龙 任斌
高雪芹 刘丽丹 侯贤清 张光弟 刘慧燕 冯美 张
宁 李映龙 张惠玲 王琳瑛、吴娜 张珠明 伏兵哲
贾龙 贾彪 叶林 洪波 梁熠 葛志军 傅理(外聘)
张银霞 张萍 卞莹莹 靳磊 杨君珑 唐燕 鲁梦甜
焦淑珍 李锦馨 王彬 于大华 李海峰 王松磊 邵
佩兰 罗瑞明 张海红 王磊、顾欣 张海红 罗瑞明
剧柠 吴晓丽 周约 冯登侦 顾亚玲
魏立力 刘琼 张现强 王战平 张保文 许新忠 贾
保华 陈霞 李雨青 李海蓉 韩春园 田耕 姜爱平
许秋燕
李少华 马真 马英迈 乔幪 杨晓琳(外聘) 瞧秀梅
刘艳芬 胡笑瑛 李文军 李玲 杨玲 王颖(日) 郑

外国语学院
9 月 11 日
下午 4:30-5:00
兰山一教 D501 教室
43 人

轶 王奕文 牟筱瑾 杨玲 贾文娟 陈亚敏 吴雪茵
季春燕 赵静 郑晓英 吴永强 刘丽祥 杨桂芳 闻
晖 郭晓燕 杨胜兰
刘宏 常青 张建林 陈鋆 井洁 王朝 牛宏宇 李少
红 韩晓燕 高凤智 李天紫 王晓军 杨巧南 徐苗
赵晓娥 朱洁 杨优杰 桂生义 藏志勇 金英花 张
静 王晶 蒋素兰 屈晓莉 李磊 干丽丽 王丽文 袁
媛 杨晓丽 洪春梅 王丽江 杨春泉 李玉红 代玉
霞 徐洋 朱海燕 李杨

西夏研究院

杜建录

音乐学院

雍飏鹤

政法学院

罗强强

葡萄酒学院

李茹一

土水学院

燕宁娜 王润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