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教师 教室 时间 教师 教室

郑伟明（美）1 109 郑伟明（美）1 109

徐海朋（导）1 120 徐海朋（导）1 120

张龙婓（乒）1 121 张龙婓（乒）1 121

徐剑光（网）1 122 徐剑光（网）1 122

柏  杨（篮）1 129 柏  杨（篮）1 129

谢耀良（羽）1 130 袁  勇（旱）1 130

张  冬（足）1 139 谢耀良（羽）1 139

蔡育凡（排）2 209 张  冬（足）1 228

孙  婕（乒）2 228 蔡育凡（排）2 229

李  婷（健）2 229 孙  婕（乒）2 230

王  娟（篮）2 230 李  婷（健）2 239

马  成（羽）2 239 王  娟（篮）2 209

林  娟（网）2 330 马  成（羽）2 309

林  娟（网）2 319

军工路516号二年级体育理论考试教室安排表（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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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3日
（大二）

周一6.7
4月23日
（大二）



时间 教师 教室 时间 教师 教室

仇周亮（美）1 109 仇周亮（美）1 109

金  俊（足）1 120 金  俊（足）1 120

徐海朋（导）1 121 徐海朋（导）1 121

黄  峰（篮）1 122 黄  峰（篮）1 122

徐剑光（网）1 129 徐剑光（网）1 129

曹学锋（乒）1 130 袁  勇（旱）1 130

谢耀良（羽）1 139 曹学锋（乒）1 139

蔡育凡（排）2 209 谢耀良（羽）1 209

孟  娟（乒）2 228 蔡育凡（排）2 228

孟  娟（乒）2 229

徐  斌（健）2 230 王  娟（篮）2 230

周惠星（羽）2 239 徐  斌（健）2 239

索红杰（网）2 309 周惠星（羽）2 309

索红杰（网）2 319

军工路516号二年级体育理论考试教室安排表（一教）

周二3.4
4月24日
（大二）

周二6.7
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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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9 郑伟明（美）1 109

周惠星（羽）1 120 周惠星（羽）1 120

柏  杨（篮）1 121 柏  杨（篮）1 121

徐剑光（网）1 122 徐剑光（网）1 122

万  磊（橄）1 129 万  磊（橄）1 129

张龙斐（乒）1 130 张龙斐（乒）1 130

金  俊（足）1 139 金  俊（足）1 139

索红杰（网）2 209 索红杰（网）2 209

林  娟（冰）2 228 林  娟（冰）2 228

孙  婕（乒）2 229 孙  婕（乒）2 229

徐  斌（健）2 230 徐  斌（健）2 230

曹学锋（排）2 239 曹学锋（排）2 239

马  成（羽）2 309 马  成（羽）2 309

军工路516号二年级体育理论考试教室安排表（一教）

周三3.4
4月25日
（大二）

周三6.7
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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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  伟（篮）1 109 倪  伟（篮）1 109

郭茂星（美）1 120 郭茂星（美）1 120

范亦农（网）1 121 范亦农（网）1 121

 张  冬（足）1 122  张  冬（足）1 122

黄  峰（篮）1 129 黄  峰（篮）1 129

孙  婕（乒）1 130 孙  婕（乒）1 130

谢耀良（羽）1 139 谢耀良（羽）1 139

万  磊（橄）1 209 万  磊（橄）1 209

施静娴（乒）2 228 施静娴（乒）2 228

毛伟琴（篮）2 229 毛伟琴（篮）2 229

林  娟（排）2 230 林  娟（排）2 230

索红杰（网）2 239 索红杰（网）2 239

马  成（羽）2 309 马  成（羽）2 309

李  婷（健）2 319 李  婷（健）2 319

张玉玲（形）2 320 张玉玲（形）2 320

军工路516号二年级体育理论考试教室安排表（一教）

周四3.4
4月26日
（大二）

周四6.7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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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茂星（美）1 109 郭茂星（美）1 109

姚  文（篮）1 120 姚  文（篮）1 120

孟  娟（乒）1 121 孟  娟（乒）1 121

徐剑光（网）1 122 徐剑光（网）1 122

仇周亮（篮）1 129

谢耀良（羽）1 130 谢耀良（羽）1 129

袁  晶（足）1 139 袁  晶（足）1 130

蔡育凡（排）1 209 蔡育凡（排）1 139

张  琼（乒）2 228 张  琼（乒）2 209

冯  园（排）2 229 冯  园（排）2 228

李  婷（健）2 230 李  婷（健）2 229

徐芬芳（艺）2 239 徐芬芳（艺）2 230

马  成（羽）2 309 马  成（羽）2 239

索红杰（网）2 319 索红杰（网）2 309

胡泽勇（足）2 320

备注：教师项目后标准的数字“1”代表男生班，“2”代表女生班。

军工路516号二年级体育理论考试教室安排表（一教）

周五3.4
4月27日
（大二）

周五6.7
4月27日
（大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