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1

兰州大学2019年度双语课程认定结果

序号 申报单位 申报课程名称（中文） 申报课程名称（外文） 申报类别 课程类别 总学时 总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负责人 职称 教学团队成员

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半导体器件物理 Semiconductor Device Physics 双语课程 专业课 72 4 春季学期 杨建红 教授 刘贵鹏、王妍蓉

2 生命科学学院 基因组学 Genomics 双语课程 专业课 18 1 春季学期 李勃 教授 无

3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植物生理学 Plant Physiology 双语课程 专业课 54 3 春季学期 马清 副教授 王锁民、张金林、包爱科

4 基础医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双语课程 公共基础课 36 2 春秋均开设 周雅妮 讲师

杨东旭、孙旺盛、白启峰、张海
龙、王林清、任晓钰

5 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 physiology 双语课程 专业课 18 1 春季学期 强时茸 中级 张小郁、李红芳、汪江碧

6 基础医学院 病理学 Pathology 双语课程 专业课 72 4 秋季学期 张芳芳 副教授

李敏、张煦、黎卫平、张建刚、
焦宗宪、孙晓玮、杨爱军、赵文
杰、刘沨、朱艳芳、王晨昱、刘

伟

7 基础医学院 机能学实验 Medical Functional Experiments 双语课程 专业课 36 1 春季学期 李红芳 教授

方泉、张小郁、张伟、汪江碧、
陈红梅、强时茸、张楠、李宁、
李青、米友军、路莉、刘鑫、宋

竟婧、龙瑶、卢研宇

8 基础医学院 中医学 Traditional Chinese Medcine 双语课程 专业课 54 3 春季学期 王敏 副教授
王学习、李雪峰、吕晓云、徐静

汶、胡燕、李晓彬

9 基础医学院 医学免疫学 Medical Immunology 双语课程 专业课 44 2.5 秋季学期 谭继英 教授
李婷婷、冯杰、马兴铭、雒艳萍
、张李峰、梁亚玲、王竞秋

10 基础医学院 医学实验动物学实验
Medical Laboratory Animal 

Experiments
双语课程 专业课 18 0.5 春秋均开设 王芳 实验师 谢蓓、易娟、孙婧、张丽娟

11 基础医学院 局部解剖学 Regional anatomy 双语课程 专业课 36 2 秋季学期 王德贵 教授

宋焱峰、洪建平、景玉宏、张朗
、刘向文、杨旭光、沈蓉、王江
昆、王金玉、穆继英、尹洁、谢

俊樊、诸春敏、汤小琴

12 药学院 药学细胞生物学 Pharmaceutical cell biology 双语课程 专业课 36 2 秋季学期 王欣 讲师 朱红梅、支德娟

13 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英文前沿论文选读
Frontier English Paper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双语课程 专业课 18 1 秋季学期 郭晟豪 副教授 无

14 新闻与传播学院 播音与主持
Bilingual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双语课程 专业课 54 3 秋季学期 赵楠 副教授 无



15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弹性力学 Theory of Elasticity 双语课程 专业课 90 5 秋季学期 王等明 教授 叶晓燕、王国华

16 数学与统计学院 图论  Graph Theory 双语课程 专业课 72 4 春季学期 何敬华 讲师 张和平、徐守军、高毓平

17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C Genetics 双语课程 专业课 54 3 秋季学期 王春明 副教授 王春明、林昌俊



附表2

兰州大学2019年度全英文课程认定结果

序号 申报单位 申报课程名称（中文） 申报课程名称（外文） 申报类别 课程类别 总学时 总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负责人 职称 教学团队成员

1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草地保护学
Grassland Pest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全英文课程 专业课 36 2 春季学期 田沛 副教授 段廷玉

2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动力学 Electro-Dynamics 全英文课程 专业课 72 4 春季学期
Marco 

Ruggieri
教授 张鸿飞

3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项目管理导论 Project Management 全英文课程 专业课 36 2 春季学期 刘志毅 教授 钱湘萍

4 基础医学院 SCI科技论文阅读与写作
Reading and Writing Scientific 

articles
全英文课程 专业课 36 2 秋季学期 安蓓 副教授 辛奇、冯杰

5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 Pharmacology 全英文课程 专业课 72 4 秋季学期 路莉 副教授 崔明霞、刘鑫

6 管理学院 公共部门组织分析
Analysis of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全英文课程 专业课 36 2 春季学期 郭晟豪 副教授 无

7 管理学院 商业伦理 Business Ethics 全英文课程 专业课 36 2 秋季学期 赵雁海 副教授 无

8 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分析：理论与实务
Public Policy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全英文课程 专业课 54 3 春季学期 牛雪姣 副教授 无

9 管理学院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全英文课程 基础课 54 3 秋季学期 马捷 副教授 无

10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放射分析化学 Radioanalytical Chemistry 全英文课程 专业课 36 2 秋季学期 侯小琳 教授 史克亮

11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微生物学 sanitary microbiology 全英文课程 专业课 27 1.5 秋季学期 王晓霞 副教授
黄小丹、龙丹凤、El-
Sayed Salama、李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