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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 

官立勇 

联系方式：13986063271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269479247 

微信：13986063271 

授课项目：田径（体测提高班、定向越野）、 

武术（套路）、乒乓球 

毕业学校：广西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运动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举重（国家级）、田径（国家一级） 

研究方向：体育运动训练学 

科研情况：湖北省农村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获奖：亚洲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报告会一等奖、湖北省高校定向越野比赛取得

优异成绩 

 

 

刘昊 

联系方式：13971597276 

职称：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17170536 

微信：13971597276 

授课项目：体育舞蹈、乒乓球、足球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乒乓球（国际级）、体育舞蹈（国家级）、足球（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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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与管理、体育统计和体育经济学 

科研情况：主持研究项目“艺术赏析类体育课服务社会的教学模式研究” 

获“湖北省第七届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参与和主持国家级课题 2项，省级课题

2项，校级研究项目 3项；发表论文 23篇（其中 SCI、SSCⅠ、EI、CSSCI、CSCD

论文 7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 篇）。 

获奖：湖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教学成果三等奖；中国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优秀裁判员；湖北省乒乓

球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湖北省大学生运动会体育舞蹈比赛优秀教师；湖北省大

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优秀裁判员 

2007 年以来作为主教练组建并带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校体育舞蹈队多次

获得湖北省大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甲组拉丁团体舞冠军、单项比赛冠亚军等好成

绩，本人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2017 年 5月 13日组织校体育舞蹈队新老队员们

一起参与建队“十年”专场汇报演出，获得领导和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社会工作方面：担任湖北省体育理论学会理事职务，湖北省乒乓球协会骨干

成员，武汉市洪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参与湖北省考试院

组织的湖北省高水平运动员（乒乓球项目）评委工作、担任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

乒乓球高水平运动员测试评委任务，2020 年担任武汉体育学院体育舞蹈专业艺

术单招考试特聘考官。2016 年通过考试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国际乒乓球联合会颁

发的“国际级裁判员”证书，担任“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 “丝

路杯”中国-东盟乒乓球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国第二届

青年运动会乒乓球项目、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全国乒乓球

俱乐部联赛、全国“校长杯”乒乓球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

赛，全国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湖北省各级乒乓球比赛和湖北省大学生体育舞蹈

锦标赛等裁判任务，并获得好评！2018 年 1月 14日执裁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被

中央电视台 5 套（体育频道）全程现场直播，2019 年第七届军运会作为第一个

中国裁判员上直播台的主裁判，2020 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一次赛

会制比赛）裁判员！ 

 

 

陈志喜 

联系方式：13006337788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980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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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13006337788 

授课项目：武术散打、空手道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武术散打（国家一级）、 

空手道（国家一级） 

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和体育教育研究 

科研情况：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南大核心刊两篇，一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

转载 

获奖：自组队以来带领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武术散打锦标赛荣获一个亚军、

六个季军和一个第五，并荣获“优秀教练员”称号 

运动等级：国家一级、武术散打六段 

 

 

李晖 

联系方式：13317151651 

职称：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676997444 

微信：13317151651 

授课项目：体育专项、擒拿格斗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武术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武术（一级） 

研究方向：教育学 

 

 

张凡 

联系方式：18672331762 

职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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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中心：一中心 

QQ：176787942 

微信：18672331762 

授课项目：公共体育 

毕业学校：成都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学士 

 

 

覃卫红 

联系方式：18963997553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421912652 

微信：18963997553 

授课项目：公共体育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田径 

学位（学历）：学士 

 

 

李晶琳 

联系方式：13667270032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176782536 

微信：13667270032 

授课项目：公共体育、保健体育 

毕业学校：浙江大学 

专业方向：运动训练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田径（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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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休闲体育 

科研情况：2020 年主持校级课题《体育教学对体质弱势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影响研究》，并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区域休闲体育发

展战略研究》、横向课题《永嘉县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文成县体育产业发展规

划》等，2014 年参加世界休闲大会（美国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并在分会场作主

题报告，2020 年第三十届全国高校田径论文科报会作分会场报告。 

获奖：2019 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田径比赛优秀裁判员，多次带领学生

在省大学生田径运动会获得前三名的成绩。 

 

 

黄国利 

联系方式：18086488828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475710111 

微信：18086488828 

授课项目：羽毛球、排球、田径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田径（一级） 

研究方向：运动训练 

 

 

徐金芳 

联系方式：15902721689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1097252195 

微信：15902721689 

授课项目：公共体育 

毕业学校：湖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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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体育教育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健美操（一级）、 

啦啦操（一级）、排舞（国家级） 

研究方向：体育艺术类教学 

科研情况：体育艺术在教学中的运用 

获奖：校级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高校健美操活力大赛获奖踏板操冠军 

 

 

王英 

联系方式：18971067516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微信：WY_ZNCD 

授课项目：武术、体操 

毕业学校：湖北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体育教育学士 

获奖：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运动会团体操教练工作，获突出贡献奖 

 

 

王萍 

联系方式：15927030001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1197650539 

微信：15927030001 

授课项目：艺术体操、形体塑造、 

形体塑造与社交礼仪（研究生、博士生）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艺术体操 

学位（学历）：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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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况：在教学中，善于把握时势，结合大学生就业问题，不断的改革创

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把体育教学与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相结合，使学生在掌

握运动技能，锻炼身体的同时提高道德修养、团队协助能力、与人沟通能力，组

织领导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和竞争意识、心理建设等综合素质。    

在教学建设方面：负责编写本科教学《艺术体操》 《形体塑造》、研究生、

博士生教学《形体塑造与社交礼仪》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以及本科教学《艺术

体操》理论试卷。不断学习新的专业知识，与时俱进的完善、创新、实践，努力

使本学科的教学能够适应新时期学生的需求。 

 

 

杨洪云 

联系方式：18971331021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529361048 

微信：18971331021 

授课项目：健美操、健身气功 

毕业学校：湖北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健美操（国家一级） 

研究方向：社会体育 

获奖：2018 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健美操比赛获第一名 

 

 

胡海燕 

联系方式：13507112847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1102853513@qq.com 

微信：huhaiyan1102853513 

授课项目：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形体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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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学校：湖北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艺术体操） 

学位（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 

科研情况：发表过十几篇论文 

获奖：带队学生获得过全省体育舞蹈第一名 

 

 

方强 

联系方式：18971639991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282824688 

微信：FQ18971639991 

授课项目：田径、体操健美操、篮排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体操健美操（国家二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 

科研情况：发表论文十几篇 

获奖：优秀教师、优秀党员、优秀教练员 

 

 

龚秋玲 

联系方式：15327280097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841180498 

微信：15327280097 

授课项目：瑜伽、体质提高班 

毕业学校：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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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体育教学、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田径（国家一级） 

 

 

廖军 

联系方式：18627839980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5306017 

微信：18627839980 

授课项目：艺术体操、排舞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艺术体操）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艺术体操（中级） 

研究方向：体育与传播媒介的发展研究  高校体育教学研究 

科研情况：核心期刊论文 2篇  个人专著一本 

获奖：教学研究成果获三等奖  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优秀奖 

2015 年带领校艺术体操队参加省赛获第四名 

荣获湖北省大体协授于的“优秀裁判员”称号 

 

 

张丹 

联系方式：13807149561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50958801 

微信：Youzi804 

授课项目：健美操、阿斯汤加瑜伽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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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健美操（国家一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 

科研情况：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 2 项，主持完成中国关心

下一代“十三五”国家教科研重点课题《素质教育的创新研究》的子课题《课程

改革视野下高校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发展研究》，并获得子课题科研成果一等奖。 

其他情况：2019 年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工程重点实验室的委托，以体能训

练专家组和科技服务保障团队的成员身份，助力中国军事五项、海军五项在第七

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延续传奇历史，帮助中国海军五项队包揽了全部 6 枚金牌，

受到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的表彰和肯定。 

2021 年 6 月被湖北省科技厅评选为 2020年度湖北省“双创战略团队”主要

成员。 

 

 

 

鄢正纲 

联系方式：13317151696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22103747 

微信：13317151696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 

学位（学历）：硕士 

授课项目：跆拳道、散打、太极拳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和健身气功 

获奖：多次带队参加全国大学生武术散打锦标赛获奖。 

 

 

高四 

联系方式：15207131116 

职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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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中心：一中心 

QQ：1549405068 

微信：15207131116 

授课项目：田径、散打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拳击（一级），散打（一级），摔跤（一级） 

研究方向：散打教学与训练 

科研成果：专著《武术散手》 

 

 

郑薇娜 

联系方式：13396095969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329523913 

微信：13396095969 

授课项目：武术、太极拳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民族传统体育 

学位（学历）：硕士 

研究方向：武术与武术文化 

获奖：多次带武术队参加湖北省大学生武术比赛获奖 

 

 

陈炫伊 

联系方式：13971106827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2905155959 

微信：13971106827 



12 

 

授课项目：跆拳道 

毕业学校：釜山东亚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经营与管理 

学位（学历）：硕士 

 

 

张婷 

联系方式：13995655539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287881064 

微信：13995655539 

授课项目：公共体育、体育舞蹈、健身健美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体育舞蹈（国家级）、健美操（一级）、健身健美（国家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获奖：第九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第二名 

2015-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舞蹈锦标赛拉丁团体舞第一名 

 

 

张彤 

联系方式：18607110930 

QQ：51171531 

微信：18607110930 

授课项目：体操   健美操   啦啦操 

毕业院校：云南师范大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等级：健美操（国家级） 

研究方向：运动训练、学校体育学 

获奖：体操一级运动员、健美操国际健将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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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团体第二名 

2010 年世界健美操锦标赛三人操第七名 

2011 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单人操第一名 

2014 年全国大学生健美操锦标赛单人操第一名 

2017 年教育部直属综合类大学优秀青年教师 

带队参赛：2016年全国大学生健美操锦标赛有氧踏板第一名 

2017 年全国大学生健美操锦标赛有氧舞蹈第一名 

 

 

赵光德 

联系方式：19907110127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5631677 

微信：19907110127 

授课项目：户外运动、定向越野 

毕业学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研究生 

裁判项目/等级：户外运动（国家级）、定向越野（一级）、田径（一级） 

研究方向：高校体育教学、赛事管理 

获奖：2020 湖北省大学生定向越野比赛团队赛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许永 

联系方式：15827167477 

职称：助教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1520236603 

微信：15827167477 

授课项目：武术散打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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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运动训练 

学位（学历）：硕士研究生 

裁判项目/等级：武术散打（一级裁判员） 

研究方向：运动训练 

获奖：2016 年亚洲锦标赛冠军 

 

 

李妍洁 

联系方式：15827200399 

职称：助教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1044990966 

微信：15827200399 

授课项目：公共体育、武术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武术（一级）、散打（二级）、瑜伽（一级）、田径（二级） 

研究方向：武术文化、学校体育 

 

 

李昕姝               

联系方式 ：15629038095 

所属中心： 一中心 

微信：15629038095 

授课项目：啦啦操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学位：硕士 

专业方向：运动训练 

获奖：2019 年获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学校俱乐部自由舞蹈第一名，全国啦啦

操锦标赛学校俱乐部青年乙 组街舞规定动作第一名、爵士规定动作第一名，湖

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啦啦操比赛高水平组 自选爵士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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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获美国啦啦操世锦赛国家杯集体花球第八名、全国运动训练竞赛联

盟花球组第二名、卡 尔美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啦啦队冠军赛总决赛专业组花

球冠军 

2016 年获第十八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啦啦操选拔赛(24 强)一等奖、

全国总决赛第一 名，全国啦啦操联赛(武汉站)丙组花球自选动作第一名、集体

爵士自选动作第一名，武汉马拉 松啦啦队甄选赛集体项目第一名、“啦啦之星选

拔赛”第一名 

2015 年获北京第二届中国大学生艺术节操舞类一等奖、全国体育类院校大

学生艺术节金奖、湖 北省普通高等院校大学生啦啦操比赛第一名 

2014 年获特步中国大学生足球啦啦宝贝(北大区赛)选拔赛特等奖 

2013 年获中国啦啦之星争霸赛总决赛“中国啦啦之星”、全国啦啦操冠军赛

总决赛第二名 

 

 

 

 

刘翔宇                                   

联系方式：13419532886 

职称：助教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449329853 

微信：13419532886 

授课项目：体测提高班（田径）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学位（学历）：硕士研究生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训练 

运动员等级：田径国家二级运动员、网球国家二级运动员 

裁判等级:田径国家一级裁判员，网球国家一级裁判员 

 

 

李楚穗 

联系方式：1592628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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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助教                                               

所属中心：一中心 

QQ：835386070  

微信：AAAAAAsing 

授课项目：啦啦操、街舞 

毕业学校：湖北大学 

学位（学历）：硕士研究生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运动等级：龙狮国家级健将 

获奖：2017 年啦啦操中国公开赛 第三名 

2018 年啦啦操世界锦标赛 第六名 

2018 年街舞世界锦标赛（上海） 第五名 

2019 年第七届中国（南京）啦啦操公开赛 亚军 

2019 年 ARENA 舞朝竞技场 第六名 

2019 年第十二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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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 

黄宏远 

联系方式：13407136952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673310565 

微信：13407136952 

授课项目：网球、羽毛球、保健体育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运动训练学、运动心理学 

学位（学历）：博士研究生 

裁判项目/等级：力量举（国家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运动心理 

科研情况：主持省部级课题四项，发表论文十余 

篇，专著一部 

获奖：2016、2017 年连续两年获得校“优秀党员”2018 年获得教育部直属

高校“优秀体育教师” 

2021 全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华中赛区）男子甲组第三名；2020 湖北省大学生

网球锦标赛男子甲组第四名；2019全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华中赛区）男子甲组

第二名；2019 湖北省大学生网球单项赛男子甲组单打第二名，双打第二名 

 

 

陈艳武 

联系方式：13317151686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1748787854 

微信：13317151686 

授课项目：足球、羽毛球、网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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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足球（一级）、羽毛球（一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学训练、体育经济学法学 

科研成果：课题、论文若干 

获奖：校高水平足球、本科生羽毛球和网球均获湖北省前三 

 

 

赵亮 

联系方式：13349954996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16016724 

微信：13349954996 

授课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民族传统体育 

毕业学校：北京体育大学 

专业方向：民族传统体育 

学位（学历）：学士学位 

裁判项目/等级：武术（国家级） 

研究方向：运动训练 

科研情况：公开在国家级重点核心和省级刊物独撰发表学术科研论文十一篇、

专著一本、主持中央高校科研项目两项 

获奖：2017 年获得教育部直属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荣誉；历年参加全国

及省市武术裁判工作，多次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2006 年起担任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武术队主教练一职至今，带队参加了历年湖北省高校武术比赛和五届香港国

际武术赛，共获得金牌 86枚 

 

 

肖杰 

联系方式：13317151619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46043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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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13317151619 

授课项目：羽毛球、武术、体测提高班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田径（国家级） 

研究方向：体育管理、体育产业、体育教育 

获奖：校级教师育人奖 

其他情况：参加北京田径世界锦标赛 

 

 

黄兴 

联系方式：13317187018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1498818901 

微信：huangxing-811 

授课项目：男女专项乒乓球、大一基础课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学 

学位（学历）：学士 

获奖：2017 湖北省高校男、女团体第三名；2018 省高校女团第三名、女单

第三名；2019 省高校男团第三、男单第一、女团第一、女单第三；2020 省高校

男、女团第三名、女单第二名、女单第三名 

 

 

曾丽萍 

联系方式：13317178829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517165570 

微信：1331717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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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项目：乒乓球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田径（国家一级） 

研究方向：学校体育教学与训练 

获奖：所带学生运动员多次在湖北省高校田径和乒乓球比赛中获优异成绩，

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获校优秀教学奖、校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高校女职工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刘少兵 

联系方式：13349860888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无 

微信：13349860888 

授课项目：网球专选、研究生选修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田径 

学位（学历）：硕士 

 

 

李佳 

联系方式：18827414178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918026989 

微信：wxid_h754fofmswvz22 

授课项目：羽毛球 

毕业学校：湖北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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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学历）：学士 

 

 

何丽萍 

联系方式：18971522546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22881060 

微信：18971522546 

授课项目：乒乓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学 

学位（学历）：学士学位 

裁判项目/等级：乒乓球（一级） 

 

 

付刚 

联系方式：13995697399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二中心 

微信：13995697399 

授课项目：网球、排球、足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足球 

学位（学历）：本科 

裁判项目/等级：足球（一级） 

获奖：最佳足球教练员、最佳网球教练员、湖北省高校男女单打冠军，男女

团体冠军，男女大区赛冠军、湖北省高校乙级联赛冠军。湖北省高校排球冠军。

湖北省高校乒乓球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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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趱超 

联系方式：13317151673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2769476 

微信：13317151673 

授课项目：网球、公共体育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运动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网球（国家级） 

研究方向：社会体育学、运动训练学 

科研情况：主持省部级课题一项、核心论文两篇 

 

 

刘后振 

联系方式：13317151603 

职称：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420668510 

微信：wxid_97pkuzzbdj7s22 

授课项目：公共体育、乒乓球、游泳 

毕业学校：北京体育大学 

专业方向：田径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田径（国际级） 

研究方向：it在体育中的应用 

科研情况：体育数据采集 

获奖：北京奥运会最佳裁判员 

社会工作方面：执裁 北京奥运会  北京残奥会  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  广

州亚运会  北京亚运会等建国后所有大型国际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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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联系方式：13317151612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61684690 

微信：zjty65 

授课项目：台球、羽毛球、公共体育 

毕业学校：湖北大学 

专业方向：田径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田径（一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体育法学 

 

 

骆媛 

联系方式：18602752060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578714739@qq.com 

微信：18602752060 

授课项目：游泳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运动训练 

学位（学历）：学士学位 

裁判项目/等级：游泳（国家级） 

获奖：全国比赛第三  全省连续 5年女子团体第一，男子团体第二 

 

 

景洋子 

联系方式：18062688778 

职称：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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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中心：二中心 

QQ：271616392 

微信：MeAliciaJ 

授课项目：网球、羽毛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网球（国际级） 

社会工作方面：ITF国际网球联合会性别平等的中国大使 

 

 

牛琛 

联系方式：15902795754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404666130@qq.com 

微信：15902795754 

授课项目：游泳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运动训练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游泳（国家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获奖：2020 年教育部授予优秀青年教师、2018 年全国比赛女子 50 米、100

米仰泳第二名 连续五年蝉联湖北省女子团体冠军、男子团体第二名。 

其他情况：2017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刘格 

联系方式：13027134577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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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381238697 

微信：13027134577 

授课项目：网球 

毕业学校：华南理工大学 

专业方向：运动训练 

学位（学历）：硕士研究生 

获奖：2011 年第十四届世界软式网球锦标赛第三名 

2014 年仁川亚运会软式网球第三名 

多次世界级软式网球比赛前三名，全国比赛前三名 

2016 年起担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网球队教练至今，荣获全国最佳教练员一

次，全国优秀教练员一次 

带队获得： 

第十四届湖北省大学生网球锦标赛 女子甲组团体第三名 男子甲组团体第

四名 

第二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网球赛（华中赛区）女子甲组团体第三名 

第二十三届中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分区赛（华中赛区）女子甲组团体第三名 

男子甲组团体第七名 

第十五届湖北省大学生网球锦标赛 女子甲组团体第三名 男子甲组团体第

三名 

“农行杯”第二十四届中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华中赛区）女子甲组团体第

二名 男子甲组团体第二名 

“体育彩票杯”第四届湖北省大学生网球单项赛 甲组男子单打第二名 甲

组男子双打第二名 甲组女子双打第五名 甲组女子单打第七名 

“农行杯”第二十四届中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总决赛） 女子甲组团体第

八名 

第十六届湖北省大学生网球锦标赛 女子甲组团体第三名 男子甲组团体第

六名 

第十七届湖北省大学生网球锦标赛 女子甲组团体第二名 男子甲组团体第

四名 

第二十五届中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华中赛区） 女子甲组团体第二名 男子

甲组团体第三名 

第二十五届中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总决赛） 女子甲组团体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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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华 

联系方式：13545210530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276088364 

微信：13545210530 

授课项目：网球体育专项、网球通识课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网球（一级） 

获奖：全国网球锦标赛总决赛女团第三，华中区网球锦标赛男团第三女团第

二 

 

 

雷皓 

联系方式：15997478530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243051231 

微信：LeiHao0307 

授课项目：公共体育（太极拳、乒乓球）、 

体育专项（乒乓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研究生 

裁判项目/等级：乒乓球（一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学、运动训练 

科研情况：论文：《湖北省男子少年乒乓球运动员专项身体素质选材研究》，

《武汉市男子少年乒乓球运动员基本技术选材研究》，《A Study of Liu 

Shiwen’s Table Tennis Techniques and Tactics Based on Computer-Aided 

Video》。 

获奖：全国体育学院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冠军、单打第五。湖北省第十五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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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团体冠军、双打第二。 

2018 年湖北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女子团体第三名、女单第

二名。2019年湖北省高校乒乓球比赛男子团体第三名、男子单打第一名、女子团

体第一名、女子单打第三名。2019 年全国大学生阳光体育乒乓球比赛混合团体

冠军。2020年湖北省高校乒乓球比赛男子团体第三名、女子团体第三名、女子单

打第二名、女子单打第三名。 

 

 

 

张诚 

联系方式：18107231011 

职称：助教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10887255 

微信：10887255 

授课项目：体育专项 1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运动训练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羽毛球（国家一级） 

获奖：2009 年全国青少年羽毛球比赛混双冠军、2010 年入选国家羽毛球二

队集训、2013 年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第八（湖北）、2014 年湖北省运动会单打

冠军，团体冠军，混双亚军、2014～2019连续五届湖北省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男

子单打冠军、2019 年湖北省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个人冠军、一等奖；团体二等

奖、2019年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单项综合技术第三名、2021

年武汉市运动会男单冠军 

其他情况：湖北省技术能手、汉阳区羽毛球协会名誉会长、国家一级运动员、

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国羽毛球协会认证教练员 

 

 

陈浩中 

联系方式：1777173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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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助教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929405510 

微信：chzyy1995 

授课项目：乒乓球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运动训练 

学位（学历）：研究生 

裁判项目/等级：乒乓球（国家二级） 

研究方向：乒乓球教学与训练 

 

 

闵捷 

联系方式：15071432076 

职称：助教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1007237800 

微信：15071432076 

授课项目：网球、太极、羽毛球 

毕业学校：武汉理工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李茵晖 

联系方式：13297968311 

职称：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2244330196 

微信：zxt199656 

授课项目：羽毛球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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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学历）：本科（硕士在读）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运动等级：国际健将级、国家体育运动一级奖章 

获奖：2021 年全运会女团冠军、女双亚军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女双第五名 

2020 年百年全英公开赛女双亚军 

2019 年苏迪曼杯世界混合团体锦标赛 冠军 

2019 年亚洲团体锦标赛 冠军 

2018、2019 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混双、女双季军 

2019 年世界军人运动会 女双冠军 

2017 年全国人民运动会 女子团体亚军、女双第四 

 

 

何一帆 

 

联系方式：18717191035 

职称：助教 

所属中心：二中心 

QQ：331041445 

微信：18717191035 

授课项目：游泳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学位（学历）：硕士研究生 

专业方向：体育人文、学校体育、运动训练 

运动等级：蹼泳国家健将级、游泳国家一级、乒乓球国家二级 

获奖：2013 年全国少儿游泳锦标赛 50 米蛙泳第一名  

2013 年全国蹼泳锦标赛 400 米器泳第二名  

2016 年第八届全国水中健身操比赛集体项目第一名  

2017 年全国“体院杯”甲组 400 米自由泳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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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 

史红军 

联系方式：18907161679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329199031 

微信：shj1890999 

授课项目：篮球 

毕业学校：湖北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学 

裁判项目/等级：篮球（一级），排球（一级） 

 

 

张声华 

联系方式：13317181989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2603647139 

微信：13317181989 

授课项目：足球、公体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足球（一级） 

研究方向：足球教学与训练 

科研情况：科研情况：出版专著一本，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 

获奖：多次获得湖北省大学生足球联赛“优秀教练员”称号，我校“优秀党

员”称号 

带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男子、女子足球队校园组多次获得湖北省大学生足球

联赛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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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磊 

联系方式：18672958526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312535423 

微信：18672958526 

授课项目：公共体育、体育专项（篮球）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篮球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 

获奖：任职校女篮高水平运动队助理教练期间，曾获得 CUBS 中国大学生篮

球超级联赛全国第三名，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十六强，多次获得 CUBA

西南赛区第三名，多次获得湖北省大学生篮球联赛第二名 

 

 

周晓东 

联系方式：13377868518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1062266855 

微信：13377868518 

授课项目：篮球 

毕业学校：湖北大学 

专业方向：运动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篮球（一级）、足球（一级）、排球（一级）、田径（一级） 

研究方向：运动训练、场馆管理 

获奖：校男篮队获 4次湖北省冠军，校女篮对 2次获得 CUBA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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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岗 

联系方式：13027122076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850686033 

微信：13027122076 

授课项目：排球、田径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学 

 

 

龚小红 

联系方式：13469956996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无 

微信：wxid_9u5lnadrlrhf22 

授课项目：篮球、太极拳 

毕业学校：湖北大学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篮球)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篮球（一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体育训练 

科研情况：核心期刊论文两篇，省级课题一项 

获奖：优秀教师、2015 年湖北省 CUBA(丙组)男子组第一名、2017年湖北省

CUBA(阳光组)男子组第三名。 

 

 

李兰 

联系方式：1331715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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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无 

微信：13317151667 

授课项目：普体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篮球 

 

 

薛翠兰 

联系方式：13296611836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312535423 

微信：13296611836 

授课项目：公共体育、体育专项（篮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篮球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 

获奖：任职校高水平运动队女篮主教练期间，曾获得 CUBS 中国大学生篮球

超级联赛全国第三名，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十六强，多次获得 CUBA西

南赛区第三名，多次获得湖北省大学生篮球联赛第二名 

 

 

张燕 

联系方式：13476040676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1830358267 

微信：1347604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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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项目：公共体育、专项体育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学士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校园篮球 

获奖：多次获湖北赛区 cuba女篮阳光组亚军等，省运会亚军 

 

 

阳爱红 

联系方式：13247133709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1626799879 

微信：13247133709 

授课项目：篮球、网球、羽毛球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学士学位 

裁判项目/等级：篮球（一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获奖：2011、2012 连续二年荣获湖北省高校大学生篮球联赛女子甲组第一

名 

 

 

张小华 

联系方式：18995633563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微信：18995633563 

授课项目：足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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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学历）：学士 

其他情况 80一 90年湖北足球专业运动员，参加 83一 87年全国运动会，个

人最好成绩，86 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二名，获国家足球健将级称号，87 年全

国运动会第四名。 

科研及教学方向：带队多次参加全国大学生足球比赛，全国足球大企业比赛，，

历任湖北省大学生足球协会副秘书长，湖北省高水平测试组组长等。 

 

 

宋书刚 

联系方式：15871778899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15337188862 

微信：15337188862 

授课项目：高尔夫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足球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足球（一级） 

研究方向：足球，高尔夫 

获奖：曾带校足球队战胜韩国大学生国家队 

其他情况：从事高尔夫运动 17 年，最好成绩 72杆 

 

 

史辙 

联系方式：13377882168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无 

微信：13377882168 

授课项目：排球专项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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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排球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排球（国家级） 

 

 

胡爱武 

联系方式：15337277653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2250761642＠qq.com 

微信：huaiwu_912 

授课项目：排球专项课、瑜伽、公体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专业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排球（一级） 

研究方向：瑜伽与现代人的健康身心 

获奖：担任校女排主教练 20多年，获得湖北省大学生普通组第二名的成绩 

其他情况：经过蕙兰瑜伽规范培训，于 2007 年开设瑜伽通识课至今。现承

担本科、硕博研究生的瑜伽教学工作，同时配合校工会教职工的瑜伽训练 j k 

 

 

刘柏青 

联系方式：13335010333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261958261 

微信：13335010333 

授课项目：足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 

学位（学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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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项目/等级：足球（国家级） 

获奖：全国第二名、湖北省冠军 

 

 

侯燕舞 

联系方式：18971639876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51004407 

微信：18971639876 

授课项目：足球选项、公共体育 

毕业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科研情况：主持省部级和校级多项课题，发表多篇 C 刊论文 

获奖：曾带领校足球队获得多次湖北省赛前三名 

其他情况：教育部首批赴法国留学足球训练学员 

 

 

雷陈 

联系方式：18971361529 

职称：副教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1195287198 

微信：Z18971361529 

授课项目：足球、排球、篮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与训练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足球（一级） 

研究方向：足球教学与训练 

获奖：教育部综合性高校优秀体育教师，湖北省优秀足球教练员，校优秀党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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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湖北省大学生足球联赛冠军，全国总决赛第六名 

 

 

陈枭 

联系方式：18674038914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10557833 

微信：18674038914 

授课项目：足球 公共体育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足球（二级）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获奖：青年教师说课三等奖、省校园足球冠军、全国校园足球教练员委员会

委员 

 

 

王建国 

联系方式：13397186135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401245101@qq.com 

微信：Wangjianguo-88888 

授课项目：篮球、太极拳、网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位（学历）：硕士 

裁判项目/等级：篮球（一级） 

研究方向：篮球教学理论与训练 

科研情况：主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课题一项，发表论文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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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体育部优秀党员，学校年终考核优秀一次，教育部

直属综合类大学体育协会优秀青年教师；带领校男子篮球队获得湖北省 CUBA 第

三名，带领棋牌协会获得湖北省象棋比赛单项冠军和团体冠军，五指棋获得湖北

省团体冠军。 

 

 

闫小申 

联系方式：18627119321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493302477 

微信：18627119321 

授课项目：排球、气排球 

毕业学校：武汉体育学院 

专业方向：运动训练 

学位（学历）：学士 

裁判项目/等级：排球（国家级） 

 

 

程卫东                           

职称：讲师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597491185 

微信：15927488981 

授课项目：篮球 

毕业学校：吞武里大学 

专业方向：体育教学、运动训练 

学位（学历）：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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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柏楷 

联系方式：13986251997                      

职称：助教                                               

所属中心：三中心 

QQ：2934819416 

微信：wh13986251997 

授课项目：足球 

毕业学校：湖北大学 

学位（学历）：硕士研究生 

专业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运动等级：国家级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 

获奖：2018 全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冠军 

2018 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第十二名 

2017 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冠军 

2017 中国足球协会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第四名 

2016 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第三名 

2016 亚洲大学生五人制锦标赛第七名 

2016 中国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