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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09 年山西省普通高等学校精品课程

（本科 35 门）

山西大学
形式逻辑 毕富生、胡瑞娜、郭建萍、宋尚玮

行政管理学 王臻荣、杜创国、董江爱、曹永胜、马小娟

太原理工大学
自动控制原理 谢克明、李国勇、杜永贵、谢 刚、吕 青

复变函数 李桂莲、王彩贤、郭银凤、魏毅强、张建文

山西医科大学
临床技能实训 王斌全、周 芸、刘学军、吕吉元、刘保江

外科学 马 迅、赵 舸、张文凯、郝 川、刘昌文

山西农业大学
普通昆虫学 郝 赤、马瑞燕、李 锐、闫喜中、闫春仙

兽医外科手术学 李宏全、耿建军、白喜云、孙耀贵、吴国清

山西师范大学
遗传学 闫桂琴、郜 刚、那冬晨、王祎玲、杨鲁红

人文地理学 王国梁、刘养洁、贾文毓、张杏梅、毛彦斌

山西财经大学
基础会计学 李端生、王玉兰、许 燕、崔哲敏、李蕊爱

市场调查与分析 李宝瑜、米子川、雷怀英、高艳云、刘绍俊

中北大学
信号与系统 王明泉、桂志国、王召巴、王浩全、郝利华

大学体育 刘定一、曹电康、续 俊、王 琳、付 奕

太原科技大学
金属结构 徐格宁、高崇仁、杨明亮、晋民杰

微观经济学 薛耀文、吕月英、乔 彬、关海玲、刘传俊

长治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 李富德、刘学敏、武志兵、侯燕红、李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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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 宋晓亮、郭春花、郑王巧、宋丽华、来丽娜

太原师范学院
高等代数 王川龙、米 芳、王桂英、王文霞、韩素青

中国社会史 陈亚平、牛文琴、杨 玮、殷俊玲

忻州师范学院
文学概论 刘淮南、申载春、葛延峰、王君梅、闫慧玲

仪器分析 李满秀、李志英、张海容、刘成琪、陈华平

山西大同大学
医学微生物 赵富玺、米亚英、刘丽华、乔桂兰

公共心理学 肖海雁、武 义、杨俊生、郭彩琴、杨继全

长治学院
现代汉语 史素芬、杨丽忠、齐援朝、李金梅、梁永红

运城学院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姚喜妍、王彩凤、董淑转、刘俊俏、王济荣

太原工业学院
分析化学 周 激、吴跃焕、李松栋、张翠红、赵晓红

数字电子技术 李晋生、赵永强、王彰勉、焦冬莉

信息资源管理 王素荣、朱 红、李慧芳、樊孝仁、苑永琴

晋中学院
力学 宫建平、白彩艳、药树栋、王 丽、段马威

山西中医学院
方剂学 闫润红、周 然、刘亚明、郭晓峰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模拟电子技术 韩如成、高文华、任青莲、李东红、曹俊琴

山西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无机化学 任引哲、沈俊菊、姚淑琴、付云龙、高 昆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机械制造基础 侯 华、刘 云、刘富强、许 音、廖海洪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电子商务概论 岳云康、白东蕊、李桂娥、张永奎、郭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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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 38 门）

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刘晓哲、李 钺、李 娟、赵红梅、段红艳

自动检测技术 王 琦、张海燕、白学林、白建云、王欣峰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炉冶炼操作与控制 侯向东、于 强、王明海、任中盛、路振毅

供配电系统运行与维护 乔立慧、孔 红、顾秀萍、贾明林、程俊山

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杨志中、温艳芳、秦惠敏、严运力

山西综合职业技术学院

高频电子线路 陈立平、杜 红、孟永宏、柴建青、高双凤

控加工仿真实训 景海平、关锐钟、张武奎、张晶辉、李 刚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单元操作 田海玲、张子锋、王建平、赵晓嫣、曹永民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金融应用文写作 贾晋文、徐洪波、郅 莹、谢 钦、张 瑜

山西财贸职业学院

现场模拟导游 张志宇、牛白琳、葛建军、王 枫、吴艳东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崔树平、张亚军、薛玉荣、赵 亮、孙 山

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

播音发声 胡黎娜、宋思霖、李克萌、王 瑜、彭晓燕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高专英语 刘俊红、冉 映、李若红、李国芳、任 芳

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公共基础 汤春林、徐秋菊、祁跃英、蔡兴旺、张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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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路工程检测技术 张美珍、张俊红、丁烈梅、钟建民、何雄刚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企业经济业务核算 高翠莲、郑红梅、常 洁、刘润明、王彩霞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张秉让、田晓红、李彩青、刘潇滨、李世荣

证券投资分析 胡晋青、王晓渝、常 江、张 茜

山西生物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中药化学实用技术 杨 红、韩晓静、梁延寿、刘娜丽、付元龙

药物制剂技术 杜月莲、张 虹、王明军、王玉秀、董双涛

中药制药技术 宋金玉、冀小君、赵建英、孙晓宇、白而力

山西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煤矿电工 王红俭、刘鹏飞、郝世宇、吴 玲、潘献全

ASP.NET 网络应用程序开发 杨 志、赵进才、冯国平、刘 伟、安爱芬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 李 峰、赵雪云、赵来彬、冀彩云、余广勤

建筑卫生设备 贾永康、张 炯、郭 欢、张毅梅、成素霞

建筑装饰制图与阴影透视 高 远、张小平、魏艳萍、马 丽、李 强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测量 解爱国、卢满堂、王启亮、杜玉柱、陈 帅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电声乐队排练 李建军、何建成、刘 光、薛晓弟、屈洪海

山西警官职业学院

民法原理与实务 任雪原、李麦样、阎 雯、寻会云、万晓杰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段鹏慧、张先平、王桂莲、王云山、殷嘉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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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山西景点导游 袁丽华、李旭琴、黄 娟、李 瑛、于宏伟

太原城市职业学院

企业经营管理模拟 李茜妹、李 艳、赵 红、孙林敏、霍建亮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导游实务 陆 霞、王春玲、赵琳洁、王晓岗、许 萍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电厂汽轮机运行 魏惠芳、汪 溶、牛建国、宋寿增、韩晓琳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护理技术 郭晓春、李 菊、孙晓洁、郭英萍、刘艳萍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走遍山西 葛秋兰、王慧荣、李晓雷、张少霞、张 敏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果树生产实训技术 张同舍、胡建芳、樊存虎、竹常青、贾生平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儿童心理概论 陈福红、张翔升、张 洁、温青艳、席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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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 年度山西省高职院校精品资源共享课名单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餐厅服务技能实训 谢红霞 张 莉 贺 静 兀 婷 武庆春

企业财务管理实务 裴淑琴 李 飞 张冬花 闫慧楚 王团维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线路分析与应用 刘国岚 杜相如 王 宇 肖占胜 顾秀萍

金属塑性变形技术应用 孟宪明 郑留伟 孙 颖 张慧云 李学文

自动化仪表使用与维护 吕增芳 常慧玲 杨 虎 薛凯娟 赵江稳

山西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加工工艺与工装选择 吕 高 郑文玉 焦会玲 陈红英 夏静文

运输提升设备安装维修 尹成迅 张永根 贾淑娟 李铁莲 梁 勇

基于 FPGA 技术的数字电路设计系统 韩建萍 李 通 韩 静

黄淑一 张小平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网络优化 陈立平 刘 佳 刘永锋 张雪梅 顾必良

计算机维护与维修 郑 静 陈 炯 王 赟 王小洁 高 强

混凝土生产及质量控制 张慧爱 祁会军 韩美玲 李文宇 乔子鹏

建筑工程测量 关 瑞 柳 艳 任 媛 郭永伟 王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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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公装设计实务 王秀静 范文东 严丽红 金 薇 薛 欢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与资料管理 荀慧霞 宋岩丽 史莲英 郭庆阳

申海洋

网上装饰 金 薇 李 峰 付 优 刘 生 耿 凯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及应用 宋志平 李 琴 赵翠萍 张春林 崔喜枝

焊接方法与设备 韩静国 秦会峰 唐 威 王 耀 王锁根

汽车车身电控技术 薛玉荣 陈宇鹏 李有文 余建华 侯燕刚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营销基础与实践 罗红兰 宋胜梅 王亚辉 韩 英 杨 晨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孙利珍 郝源隆 丁 晖 马跃峰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锅炉设备运行 操高城 王慧丽 范梅梅 张 伟 黄 锋

电机与控制 谭绍琼 王娟平 程书华 王红燕 张丽珍

建筑材料与检测 周拨云 宋志慧 赵富田 蒋 楠 郑 垚

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李培荣 史永宏 贾 军 赵文娇 刘郁贞

路基施工技术 齐秀廷 丁烈梅 何雄刚 王汝良 张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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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使用和设计 马丽香 张丽姿 钟 萍 薛媛媛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会展营销 陆 霞 李 婷 姜 丹 周 颖 任 鼎

旅游英语 王文改 王 堃 李 婧 张亚丽 王申生

前厅客房服务与管理 任翠瑜 董文甫 张彩霞 贾海芝 胡晓峰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植物识别与应用 裴淑兰 雷淑慧 何书萱 王 凯 刘 玮

经济林露地栽培技术 张常顺 郭 艳 侯艳霞 陈双建 刘 和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信息网络基础 岳延兵 范 敏 李 佩 赵志华 张 红

水文与水利水电规划 刘贤娟 吴 云 岳延兵 肖纳新 杜玉柱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

晋剧旦角唱念 詹俊芬 党月萍 李保青 李晓娟 田桂兰

山西民歌 罗 媛 冯旭萍 倪 悦 汪俊芳 刘改鱼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听说训练 刘庆林 靳 雷 李海芳 杨新焕 肖巧萍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实务 陈发芝 马建新 王群宇 李国珍 元丽星

健康心理素质的养成与提升 张军翎 孙福兵 杨晋峰 原兰兰 连仙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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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Web 前端项目开发实训 郭翠英 刘效春 王呈慧 尤惠芬 胡雅丽

数据库访问技术 冯改娥 胡雅丽 尤惠芬 白文江 陈旭清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企业会计实训 张改娥 张 茜 崔艳波 雷灵变 张瑞芳

管理沟通技能 吕书梅 李 健 吴 琰 王永芳 卫 国

工作分析与应用 姚月娟 郝德芳 杨建丽 王克勤 高 静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运动员选材 何 洋 曹青军 武 玫 平 静

运动生理基础及应用 殷利春 曹 炜 李荣华 何 洋 张根生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影视节目包装技术 王拖宝 李 明 张耀华 韩 琳 孙艺蕾

山西民间舞 张种丽 刘 冬 陈 涛 孙江惠 吴 蓓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经典启蒙 武彩霞 周玲玲 李 平 梁 琦 孙 洁

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 潘秀萍 牛丽萍 梁运峰 张翔升 王 婷

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技术 程立新 付国军 姚水清 程静涛

聂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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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装备操作与维护 乔建芬 李奠础 张红梅 张春燕 闫 佳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煤矿管理 贺丰年 常红梅 李艳玲 桑 丽 张珊珊

矿山运输与提升 王成旺 吴彩霞 杜聿静 季晓伟 马诗川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会计 薛永刚 王淑秀 王文燕 秦瑞鹏 薛朝霞

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

采掘机械 郭晓娥 赵金录 贠创治 郝万程 闫永红

结构力学 孟胜国 李 达 张永生 陈永峰 周晓娟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成人护理 吕迎春 栗艳婵 王燕珍 张国虹 史秀山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健康评估 李红梅 申华平 武晓红 乔荣芳 杨兴益

护理学基础 崔芙蓉 兰赛玉 杨支兰 高欢玲 薛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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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2 年度山西省高职院校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名单（48 门）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Java Web应用开发 张海玉、王建虹、 贾润亮、 孙 波、 潘仲俊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孔德瑾、朱壮华、 张贵军、 李 强

成本核算 蒋小芸、胡中艾、 杨兰花、 杨金莲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 温艳芳、秦慧敏、曹丽萍、蔡红新、杨志忠

PLC 控制系统运行与维护 马 宁、杨国生、薛 君、皇甫勇兵、张凤英

Java程序设计 牛承珍、孙彦生、常 娟、常 丽、王玉清

山西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的安装与维护 王永安、李金龙、刘西青、范红伟、李晓光

全野外数字测图 索效荣、常巧梅、谢锋珠、董俊峰、曹海春

炼焦化学产品回收与加工 王翠萍、张敬虎、张 莺、 张跃淑、乔 博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ASP.NET项目开发实训 魏怀明、乔慧萍、王志俊、杨米娜、贾 钦

建筑物理应用 金 薇、李 峰、高林芳、董尧韡、冯美宇

建筑工程质量检验与安全管理 白 锋、秦焕朝、李文亮、梁冠华、张旭强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管理技术 贾晋宁、苏 彬、朱壮普、史志杰、杨 杰

水泥化学分析 李彦岗、马惠莉、王朝霞、黄晓轶

变频调速系统运行与维护 罗贵隆、李轩青、胡 颖、董鹏伟、李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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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警官职业学院

服刑人员心理矫治 杜仁义、秦海莲、吴春辉、周 健、彭超英

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李永和、寻会云、 马丽、 程炜夏、张金锁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VB+SQL Server项目开发实训 项丽萍、张婷娟、张惠春、吉文龙、陈志坚

旅游服务礼仪 成晋霞、李 静、张花桃、白利芳、范娇娇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民航地勤服务 张立芳、双建萍、牛晓晔、王秀琴、王桂平

旅游法律法规 韩一武、成宏峰、王志雄、赵治龙、侯 娜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 马联合、孙香云、杨美蓉、陈 曦、贾静梅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金融岗位实用法律与法规 罗艾筠、李俊霞、刘洁、褚义兵、郭耀峰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

晋剧须生剧目 闫飞瑜、宋立功、黎凤来、赵海英、孙 昌

表演训练 刘树春、史启发、封晓东、曾 芳、孙明霞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审计理论与实务 田旺林、杜仙玲、苑 莉、张改娥、张 瑞

山西地方文化 袁丽华、黄 娟、罗长欣、史建强、李长荣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SQL SERVER 实现与维护 米丽萍、陈旭清、尤惠芬、王志辉、王呈慧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文物修复实用教程 王 锐、李晓莉、祁朝丽、杨吉生、牛晋萍

山西精品线路导游 常永翔、胡 果、乔美华、常敬中、张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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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超市运营实务 孙金霞、李光伟、杜焕香、苏霞、张玉梅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露地花卉生产 段鹏慧、杨玉芳、冯康安、谷瑞芳、张先平

园林建筑造景与施工技术 张利香、郭 毅、李庆华、郑 淼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药用植物栽培技术 堐榜琴、张震云、高宝益、张玮玮、孙 靓

实用中药 吕建军、高淑红、范张娇、景晓琪、郝日晋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编制与实施 常海平、王 鑫、田 英、许 兵、张春林

汽车自动变速器原理与维修 张亚军、赵 亮、冯飞燕、张 冲、孙 山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C++程序设计 杨 斌、倪志良、樊广峰、李志峥

电气运行 武 娟、张建军、任 贤、胡月星、郭子君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土工技术与应用 张 茹、王启亮、张书俭、杨 峰

节水灌溉技术 李雪转、李永平、邵正荣、张建国

水力分析与计算 白继中、薛元琦、张伟丽、徐文秀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钢结构施工技术 樊长林、赵培兰、王士坤、袁 慧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社会体育实用方法指导 王素珍、张俊峰、程彦玲、李荣华、郭 运

健美操实训 王 晖、李竞媛、高 飞、邓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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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基本技术 张妙兰、马玉萍、石美霞、武文静、徐 加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儿童教育研究方法 张翔升、李晋刚、王少华、程腊梅、张锋利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制图 郭清燕、崔荣荣、史国莲、李亚冉、崔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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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0年山西省普通高等学校精品课程(本科 32门� 

 

山西大学 中国古代史   卫广来、李书吉、向晋卫、贾发义、郭九灵 

环境监测及实验 解静芳、郭栋生、朱 娜、郭翠花、张秋华 

太原理工大学 钢结构设计基本原理 雷宏刚、闫亚杰、焦晋峰、李志铭、吴植安 

金属工艺学 容幸福、刘燕萍、张建林、郝兴明、韩世平 

水力学 郝瑞霞、李治勤、肖 娟、田 淳、杨文慧 

中北大学 汽车构造 苏铁熊、张 翼、刘晓勇、王 军、尉庆国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白培康、孙友谊、徐宏妍、胡胜亮、王 燕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孟立凡、刘新妹、刘晓东、郑  宾、王 莉 

山西财经大学 财政学 谭建立、昝志宏、王 妍、李小萍、张爱龙 

物业管理 郭淑芬、李俊恒、王秀艳、田 霞、阎俊爱 

山西医科大学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牛 侨、聂继盛、张勤丽、李素平、穆进军 

流行病学 王素萍、王金桃、史晓红、雷立健、曲成毅 

法医病理学 高彩荣、任广睦、孙俊红、王英元、梁新华 

山西师范大学 世界现代史 车效梅、王泽壮、王新中、谢立忱、徐继承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郑 旗、王铁新、冯晓丽、李俊明、张伟 

山西农业大学 大学化学 杜慧玲、郭继虎、程作慧、杨美红、张金桐 

作物栽培学 郝建平、杜天庆、崔福柱、郭秀卿 

工程力学 郭玉明、王七斤、阴 妍、薛晋霞、李红波 

太原科技大学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王伯平、李  萍、武美先、宋冬芳、袁文旭 

数值分析 王希云、张雪霞、黄志强、李俊林、王欣洁 

忻州师范学院 中国近代史 赵新平、张晋苗、李常生、齐虎田、王 涛 

计算机导论 王建国、赵青杉、付禾芳、胡志军、王兰春 

太原师范学院 化学原理 王春涛、闫元红、任跃红、范建中 

运城学院 金融市场学 黄解宇、矫丽会、张秀娟、王有鸿、张志刚 

有机化学实验 弓巧娟、韩秋萍、韩 双、黄 健、梁永平 

山西中医学院 有机化学 张淑蓉、薛慧清、郭爱玲、王颖莉、刘晓芳 

山西大同大学 教学系统设计 刘志华、王丽珍、张军征、张成功、王永花 

长治学院 教育学 李忠康、孙志刚、梁军萍、王 瑜、行高民 

长治医学院 外科学 陈广斌、宋志斌、时加伦、李旭光、李宏倬 

太原工业学院 涂料化学 吴跃焕、段海龙、李松栋、赵晓红、郭丽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李建宁、孙林叶、陈  静、叶  青、蔡  稹 

晋中学院 无机及分析化学 李改仙、刘毓芳、李建晴、张保柱、何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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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6门� 

山西大学商务

学院 
财务管理基础 王辛平、隋 静、陈增寿、曹宇波、耿 振 

山西师范大学

现代文理学院 
教育学 董新良、李海云、刘宪俊、于 珍 

山西财经大学

华商学院 
现代管理方法 黄志建、冯珍、李 红、邱玉霞、王拉娣 

中北大学信息

商务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学 王 彪、马清艳、武文革、刘永姜、祝锡晶 

太原科技大学

华科学院 
机械设计基础 刘 中、张志鸿、岳一领、陆凤仪、朱健儒 

太原理工大学

现代科技学院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李海芳、廖丽娟、段利国、陈俊杰、张兴忠 

高职高专(37门) 

山西金融职业

学院 

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 岳高社、董雷光、段文辉、翟志国、董建忠 

营销礼仪 刘巧兰、张潇化、郭江涛、杜明汉 

山西财贸职业

技术学院 
小型制冷装置维修 郝瑞宏、郭学文、杜玉文、赵永泉 

吕梁高等专科

学校 

植物生理基础及应

用技术 
杨卫民、刘宝琦、高平、张巧仙、刘兴明 

阳泉职业技术

学院 

工程项目管理 王 芳、胡新萍、陈永峰、邓庆阳、黄永来 

计算机应用综合实训 刘红梅、李利平、段  富、岳俊梅、曹  敏 

广播电影电视

管理干部学院 

图片摄影  胡巍萍、杨建荣、许春风、樊亚丽 

有线电视技术 任石青、王 伟、焦冬秀、崔俊杰、谢 欣 

山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数控机床辅助功能

实现与调试 
牛志斌、史维忠、郭海青、裴炳文 

山西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企业组网技术 温建京、梁  玲、安淑林、王玉清、刘云峰 

机械产品几何量检测 常晓俊、白雪清、范秋霞、尹建山 

板带钢轧制工艺操作 李学文、孟宪明、郑留伟、胡松涛 

太原电力高等

专科学校 
电厂锅炉原理及设备 王灵梅、蔡新春、李东雄、杜海玲、李润林 

山西省财政 

税务专科学校 

商品推销 王 方、苏 徐、韩建东、闫文谦、赵宏大 

证券经纪 常 江、王晓渝、胡晋青、张 茜 

金融企业会计核算与分析 丁贵英、白仙红、赵 翔、崔泽园 

山西生物应用

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服务技术 刘文娟、武敏霞、王增仙、宁素云、党 莉 

药品经营管理法律法规 李朝霞、张少明、杨玉茹、师 婉、葛 蕾 

山西建筑职业 钢筋鄱样与算量 冯占红、闫玉红、杨太生、贾丽明、姚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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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院 

山西煤炭职业

技术学院 

炼焦配煤 贺建忠、王翠萍、高瑞丽、薛慧峰 

矿井水防治 王秀兰、王计堂、赵进才、马德元、郗宝华 

局域网组建与互联 叶剑春、李树文、古玲聪、李立峰、吴文刚 

山西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 

植物与植物生理 崔爱萍、林 纬、王年锁、郭 艳、安文杰 

森林生态旅游服务技能 李  华、冀慧萍、陈志峰、王军军、李 宏 

太原大学 实用经济法 陈新玲、武 静、高丽霞、李克凝 

山西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热工自动控制技术与应用 付爱彬、李铁苍、闫瑞杰、王国庆、冀福生 

装表接电技术 刘晓春、李 锐、郭子君、郭志华、谭绍琼 

太原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 

安防系统安装与调试 王蒙田、吴文利、李卫星、温彩玲、王海艳 

高层建筑施工 张建隽、张雪莲、樊旭燕、卜东雁、张玉祥 

山西旅游职业

学院 
前厅运营实务 张荣秀、赵晓芳、郭艳萍、石宝生 

晋中职业技术

学院 

煤矿安全 刘奇礼、董光华、赵月宽、张庆华、李文明 

猪生产技术 乔令仙、郭傲民、杨庆芳、韩占芳、乔德瑞 

山西艺术职业

学院 
声 乐 王 珣、侯富春、蒋 鸣、王晋敏、金 海 

运城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幼师明德守法教育 李红霞、赵红霞、范文明、龚凡霞、刘便华 

山西警官职业

学院 
狱政管理 赵秀伟、周建、高江川、兰自锟、张文平 

山西体育职业

学院 
运动心理训练 齐中延、何  洋、殷利春、郭  清、田艳菊 

太原旅游职业

学院 
旅游文化 王  玉、李青松、李晋娜、魏莉霞、武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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