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教师 教室 时间 教师 教室

黄  峰（篮）1 三教203 黄  峰（篮）1 三教106

曹学锋（排）1 三教206 曹学锋（排）1 三教107

徐剑光（网）1 三教210 徐剑光（网）1 三教108

张  冬（足）1 三教211 张  冬（足）1 三教109

袁  勇（旱）1 三教212 袁  勇（旱）1 三教114

张  琼（乒）1 三教213 张  琼（乒）1 三教115

吕晓标（空）1 三教214 吕晓标（空）1 三教122

王  娟（篮）2 三教216 王  娟（篮）2 三教203

马  成（羽）2 三教217 马  成（羽）2 三教205

施静娴（乒）2 三教218 施静娴（乒）2 三教207

胡泽勇（足）2 三教219

林  娟（网）2 三教222 林  娟（网）2 三教208

李  婷（健）2 三教302 李  婷（健）2 三教212

军工路516号二年级体育理论课教室安排表

备注：教师项目后标准的数字“1”代表男生班，“2”代表女生班。

周一3.4
9月9日
（大二）

周一6.7
9月9日
（大二）



时间 教师 教室 时间 教师 教室

郭茂星（美）1 三教106 郭茂星（美）1 综合楼B305

姚  文（篮）1 三教109 姚  文（篮）1 综合楼B401

曹学锋（排）1 综合楼B404

徐剑光（网）1 三教115 徐剑光（网）1 综合楼B405

金  俊（足）1 三教122 金  俊（足）1 综合楼D202

谢耀良（羽）1 三教203 谢耀良（羽）1 综合楼D209

孙  婕（乒）1 三教206 孙  婕（乒）1 综合楼D309

袁  勇（旱）1 综合楼D401

索红杰（乒）2 三教207 王  娟（篮）2 综合楼D405

饶智勇（羽）2 三教215 饶智勇（羽）2 综合楼D501

林  娟（网）2 三教216 林  娟（网）2 综合楼D505

李  婷（健）2 三教218 李  婷（健）2 综合楼D506

军工路516号二年级体育理论课教室安排表

周二3.4
9月10日
（大二）

周二6.7
9月10日
（大二）

备注：教师项目后标准的数字“1”代表男生班，“2”代表女生班。



时间 教师 教室 时间 教师 教室

黄  峰（篮）1
体育活动中
心篮球场

黄  峰（篮）1 三教105

蔡育凡（排）1
体育活动中
心排球场

蔡育凡（排）1 三教110

徐剑光（网）1 三教111 徐剑光（网）1 三教113

金  俊（足）1 三教116 金  俊（足）1 三教114

周惠星（羽）1
体育活动中
羽毛球场

周惠星（羽）1 三教118

孙  婕（乒）1
体育活动中
心乒乓球场

孙  婕（乒）1 三教207

潘  捷（橄）1 三教212

王  娟（篮）2 三教202 王  娟（篮）2 三教215

张龙斐（乒）2 三教206 张龙斐（乒）2 三教217

马  成（羽）2 三教211 马  成（羽）2 三教219

林  娟（旱）2 三教213 林  娟（旱）2 三313

徐  斌（健）2 三教216 徐  斌（健）2 三教317

军工路516号二年级体育理论课教室安排表

周三3.4
9月11日
（大二）

周三6.7
9月11日
（大二）

备注：教师项目后标准的数字“1”代表男生班，“2”代表女生班。



时间 教师 教室 时间 教师 教室

郑伟明（美）1 三教112 郑伟明（美）1 三教108

徐海朋（导）1 三教118 徐海朋（导）1 三教114

范亦农（网）1 三教203 范亦农（网）1 三教116

黄  峰（篮）1 三教211 黄  峰（篮）1
体育活动中
心篮球场

谢耀良（羽）1 三教213 谢耀良（羽）1
体育活动中
心羽毛球场

孙  婕（乒）1 三教215 孙  婕（乒）1
体育活动中
心乒乓球场

万  磊（橄）1 三教216 万  磊（橄）1 三教203

施静娴（乒）2 三教217 施静娴（乒）2
体育活动中
心乒乓球场

朱晓菱（旱）2 三教218 朱晓菱（旱）2 三教302

索红杰（网）2 三教303 索红杰（网）2
体育活动中
心网球球场

李  婷（健）2 三教305 李  婷（健）2 游泳池三楼

张玉玲（形）2 三教313 张玉玲（形）2 体育部二楼

军工路516号二年级体育理论课教室安排表（一教）

周四3.4
9月12日
（大二）

周四6.7
9月12日
（大二）

备注：教师项目后标准的数字“1”代表男生班，“2”代表女生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