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学院“创新引飞工程”导师简介

外国语学院篇

1.杨娇霞，女，大学本科学历，河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讲师，担任基础英

语课程。

研究专长：英语语言文学

杨娇霞讲师一直担任英语专业《综合英语》课程的教学工作，并从事英语语言文

学理论研究，先后发表《英汉习语的互译与文化信息传递的思考》、《从美学角

度看模糊语言的翻译》等论文 6篇，参与《顺应理论指导下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的

策略研究》、《教育生态理论视域下高校与企业交互模式下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等项目 6项，副主编《美国短篇小说精选》、《综合英语》等专著与教材

4部。



2. 金莉，女，大学研究生学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讲师

研究专长：英语语言文学和西方文论，主要方向为英语教育、文化研究与马克思

主义文学理论。

金莉老师长期从英语语言文学和西方文论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先后担任有《英语

口语》、《英语教学论与微格教学》、《英语测试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近 5

年来在《文艺评论》、《学习论坛》等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了《本尼特“文化治

理性”的理论逻辑与价值意蕴——从“葛兰西方法”到“福柯思想”》、《 .

马克思文艺人民性的理论旨趣与价值意蕴》等相关科研论文近 20 篇；主持了《基

于任务型教学法的职前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培训研究》、《基于就业现状调查研究

的地方院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省社科联科研项目 3 项；获得 2013

年河南省教育系统教学技能竞赛二等奖和 2013 年河南省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生教

学技能大赛优秀辅导奖。

3.文文，男，1984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助教，河南师范大学英语硕士，担任

综合英语课程。

主要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和学生工作，参加了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原



官话土语词的使用现状及发展走向研究》和《陋俗革新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研究》，

参加的项目《新建本科院校英语学校者语言僵化》被评为新乡市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参编教材《大学英语》。多次被评为优秀辅导员，职业规划优秀指导

教师，社会实践优秀指导老师，曾获得过就业先进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

人等荣誉。

4.郑小红，女，大学本科学历，中央党校政治学理论专业在职研究生，副教授，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研究专长：政治学理论，党政管理，大学生心理健康

郑小红副教授长期从事学生工作、党务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与理论研究。

先后担任《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职业生涯规划》

《入党培训教材》的教学工作。近年来，在《中国青年研究》、《经济师》等核

心期刊上发表了《对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规格、要素定位的思考》、《略论

大学校园文化的德育功能》、《高校学生社团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当

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及教育创新》等论文。主持参与了《师范院校大学生师德

教育与师德能力培养问题的研究与实践》、《艺术教育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实验研究》、《大学生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与父母教养方式研究》、《中小学教

师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当前高校实施创新教育的误区及对策研究》、

《党的先进性问题研究》、《在青少年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等科

研项目的研究。参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教材一部。



5.薛仙莹，女，研究生，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讲师，外国语学院

一线教师，担任翻译课程的教学。

研究专长：英汉-汉英理论研究及翻译。

自参加工作以来，薛仙莹老师主要从事英汉-汉英翻译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先后

担任的主要课程有《汉英翻译》《实用文体翻译》、《英语笔译》等。近 5年来，

在国内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了《关联理论视角下的软新闻编译》等相关科研论文

5篇，参与了科研项目四项，参编图书 2部。

6.杜荣（1975——），女，汉族。党员，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和

比较文学。本人自 2001 年任教以来，主要担任的课程有：《英语精读》、《英

语泛读》、《英语听力》、《俄语》、《实用俄语》等课程。同时，本人积极参

与本学院的教学评估评建和教学工作，严格而认真地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本人

响应学校对青年教师的教育和培养工作，发扬在教学和科研等方面对青年教师进

行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作风，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会议，既开阔了学术

视野，又互相交流进取，接触到前瞻的教改和学术理念。本人在《东北师大学报》、

http://xxu.rcloud.edu.cn/business/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8080abbf4351998501435b3b1b6811c5


《苏州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40 多篇，专著 3部：《跨文化语境中的加

兹达诺夫小说研究》、《加兹达诺夫小说艺术研究》、《普希金的天空》，参与

编写教材 1部，主持和参与项目多项：《加兹达诺夫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因素对社

会和谐发展的启示》 、《Г.Газданов 作品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问题研究》、《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问题研究》、 《.加兹达诺夫文学视

域下构建社会和谐发展研究》、《Газданов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城市形象

研究》、《英语习语文化差异性及翻译策略研究》、《河南高校外文信息资源的

开发与共建研究》，等等。其中，项目和论文获一等奖 5项，二等奖多项，等等。

7.段亚芳， 女，1979 年 2 月出生，毕业于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

学位，国家级导游员，对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培训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任教于新

乡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旅游英语专业教学工作，先后担任有

《旅游学概论》、《导游实务》、《景点介绍》等课程；从教以来发表学术论文

18 篇，核心 3篇；参与并完成省级课题多项，参与多部教材、著作的编写。



8.段永州,男,硕士研究生, 云南大学应语言文学硕士,讲师,主要讲授英美概况,

跨文化交际,笔译等。

9.桂荷莲，女，大学本科学历，副教授，教研室主任，担任《英语语法》课程。

研究专长：英语课程教学，跨文化交际。

桂荷莲专职教师，教授《英语语法》、《综合英语》、《英美概况》等课程，曾

到英国索伦特大学培训学习，曾获河南省教学大赛三等奖；在学报、期刊上发表

了《对大学英语教师如何胜任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教育的思考》、《英语新课

程标准与高师英语教育》、《英语、美语在语法上的种种差异》、《英语教学中

英美文化的导入》等相关科研论文近 20 篇；主持、参与省、市、厅科研项目近

10 项：《高等师范英语教育专业新的培养标准、教育模式的探讨》、《河南省

高校英语语法教学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等；参与编著教材《新时代 New Times

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 及教参 (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1 套、《英美文

化读本》、《中国人最易说出的中式英语》等专著 6本。



10.郭慧香，女，大学本科学历，河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教授、外国语学

院英美文学教研室主任。研究专长：翻译，主要方向为文学翻译。先后担任英语

专业的《英语语言学》、《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语阅读》和《英国文学》

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近五年来公开发表论文 19 篇，其中被 CSSCI 收录 2篇，EI

源刊收录 2篇，中文核心 3篇，学报 3篇。分别发表在《学术界》、《贵州民族

研究》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mulation Systems, Science & Technology

(EI)源刊等刊物上。共有著作两部：《美国短篇小说精选》，任主编；《大学英

语综合教程》，任副主编。主持完成省级课题 5 项：2016 年 7 月，主持完成河

南省教育改革课题“‘三融合一中心’的‘四维一体’英语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研

究”，2016 年 6 月主持完成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基于 POCIB 的应用型本

科院校综合实训教育的模式构建研究”，2014 年 2 月，主持完成省科技厅项目

“教育生态理论视域下高校与企业交互摸式下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和

2014 年 8 月主持完成省科技厅项目“基于模因论的河南省城市公共场所标示语

的翻译策略”。2014 年 1 月主持完成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顺应理论指导

下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的策略研究”。

http://www.chinesejy.com/Article/


11.郭雯静，女，大学本科学历，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硕士，副教授，专职教

师，主要担任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国家社会与文化、英语阅读等课程。

研究专长：英美文学。在教学的同时积极进行从事科研工作，以科研指导教学，

先后发表有关英美文学方面的论文 20 多篇，主持并参与省级教学、教改项目 10

多项，参编教材四部。

12.胡卓林，女，硕士研究生学历，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翻译硕士，助教、担任日

语听力、大学日语等课程。

13.李国正，男，大学本科毕业，副教授。

本人从事英语听说课教学十多年，对英语听说能力的养成有独到的感悟，有较好



的英语沟通能力，有较为丰富的英语视听说教学经验。

14.李洁，女，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讲综合英语、英

语口语、高级英语视听说、英汉口译、英语教学法、旅游英语等课程。

研究专长：英语教学法、教学设计。

李洁老师长期从事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等相关研究，先后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

余篇，主持各级科研课题数十项，获得省级以上成果奖两项，被河南省教育厅评

聘为河南省中小学教师教育专家。

15.李霖，女，硕士研究生学历，河南科技大学文学硕士，讲师，担任外国语学

院阅读与写作教研室主任。

研究专长：英语语言及文化研究。

李霖同志能够积极主动完成学院安排的各项任务，曾先后担任《综合英语》、《英



语听力》、《美国文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并发表了相关科研论文 20 余篇，

参与编写教材 6部，主持及参与课题项目 20 余项。

16.李艳叶，女，民盟，硕士研究生，硕士，副教授，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及英语教学。承担的课程主要有大学英语、英语语音、英

语听力。

科研方面：近几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1 篇，其中核心 11 篇；主持省级课题 6

项，已结项；主编和参编教材 4部。

17.李卓燃，女，1982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讲师，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外国语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主要从事大学生日常管理与思想引领等工作。先后讲授《大学生职前指导》、《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近 5年来多次参加主持完成省市级社科联项目，先

后发表论文十余篇。



18.刘守平，男，本科学历，文学学士、副教授、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教授课程：《英语听力》、《综合英语》、《英美国家文化》

研究专长：英语教学论，跨文化交际及翻译。

曾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英国索伦特大学参加培训、学习。获得河南省教育厅

“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新乡市教书育人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现任河南省翻译协会理事。在《河南师大》等学报、大连外院

《英语知识》等期刊上发表《俄狄浦斯赏析——兼谈俄狄浦斯情结》、《澳大利

亚标志语》等论文 20 余篇。参与省、市、厅科研项目近 10 项：主编“十一五规

划教材”《新时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新时代大学英语综合练习》

（第一册）、《新时代大学英语教师用书》（第一册）一套，作为副主编编写《中

国人最易说出的中式英语》、参编《英语常见错误词典》（薄冰主审）、《英语

幽默笑话》、《英语最常用 5000 词分频速记》等书籍 10 余本。

19.刘亚娜，女，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教授、英语视听说教研室主任，

主要担任《综合英语》、《英语影视理论与欣赏》、《英语听力》等课程的教学。

研究专长：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刘亚娜老师长期从事英语课程与教学论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先后担任有《综合英

语》、《英语写作》、《英语影视理论与欣赏》、《英语教学论与微格教学》、

《英语听力》课程的教学工作，近年来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及参与课题 20

余项，主编及参编著作 6部。

20.鲁静，女，大学本科学历，河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讲师，外国语

学院副院长。主要教授《综合英语》、《英美概况》、《英语演讲》等课程。

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及英语教学。主持河南省省政府决策、科技厅软科学等

省级项目 3项，发表文章 8篇，编写教材 3部。曾荣获“河南省高校师范教育专

业毕业生教学技能大赛优秀辅导奖”、“河南省教育厅高校科技管理工作先进工

作者”、“新乡学院优秀教师”、“新乡学院优秀实习教师”、“新乡学院优秀

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21.路艳霞，女，河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讲师，主要承担“英语教学法”、

“英语阅读”、“旅游英语”、“学前教育专业英语”等课程。



研究专长：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论、二语习得，旅游英语，影视文学等。

在评教活动中，教学效果多次被评为优秀；在指导学生实习工作中，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3 年荣获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称号。从教以来，共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

中核心论文 3 篇，另两篇论文获得省厅级一等奖；主持和参与课题共 20 余项，

其中一等奖 8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3项。

22.吕珂，女，研究生学历，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讲师，担任英语写作课程

教学。

研究专长：欧美文学，英语教学。

吕珂老师长期从事英语写作、英国文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先后担任有《英国文

学史》、《英语写作基础教程》课程的教学工作。近五年来在《芒种》、《长城》

等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了《马贩子的女儿之女性主义解读》，《生态女性主义视

阙下的克莱默夫妇》等相关科研论文十余篇。主持了《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女性主

义研究及其对建构和谐社会的启示》，《河南省新兴本科院校英美文学课程的教

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现状调查与研究》等省、地厅级科研项目 3项。主编、

副主编《英语综合能力实训教程》、《综合英语》等教材四部。



23.吕倩，女,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助教，双师型教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研究专长：心理语言学及英语语言教学法。参加工作以来先后担任《英语语言学》、

《英语语用学》、《大学生英语演讲》、《综合英语》课程的教学工作；参与多

个精品课程建设和教育改革项目，发表了《普通心理学视野下语言学习的探究》、

《语言与思维在大学生英语阅读理解错误分析中的影响—“双元结构”理论下的

实证研究》等十几篇论文独著；主持和参与各级项目十几项，获省市厅级奖励 8

个；副主编、参编《大学英语演讲技巧与实践》、《大学英语语法》专著与教材

两部。

24.马云升，男，1985 年生，硕士。新乡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教师，从事日语教

学工作，担任过二外日语和日语专业的语法、听力、概况等多门课程。发表过普

通 CN 论文两篇，参与课题项目五项。

25.苗积兴，男，硕士研究生学历，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法，近年发



表 CN 论文 14 篇，主要承担本科英语专业综合英语课程的讲授。

26.苗苗，女，硕士研究生学历，河南大学翻译学硕士，外国语学院助教，担任

口译、精读等课程。

研究专长：英汉语言文化差异，英汉汉英翻译技巧。

先后担任口译、精读、美国文学，泛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英语专业八级，计算

机二级，具有全国翻译资格考试英语笔译二级证书，掌握雅信翻译软件的使用技

巧；曾为外研社翻译《埃尔默·甘特里》，参编《美国女作家作品选读》，发表

多篇论文，具有百万字的翻译实践经验，英汉、汉英翻译能力较强。

27.裴素娟，女，大学本科学历，河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讲师，先后

担任综合英语、英国文学和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课程，研究专长：英美文学、英

语教学。

裴素娟长期从事英语教学及英美文学研究，近年来发表《＜蝇王＞中猪仔和西蒙

之原型解读》、《＜蝇王＞中主人公拉尔夫的成长历程》《＜肖申克的救赎＞中

的原型意象之原型解读》等论文二十余篇，主持或参与《威廉·戈尔丁的＜蝇王



＞之原型解读》、《成长小说在英国的嬗变及影响研究》等省厅级项目十余项，

副主编《跨文化交际教程》、《大学英语语法解读》教材两部。

28.尚学艳，女，研究生学历， 内蒙古大学日语语言文学硕士，讲师，担任综合

日语课程。

研究专长：日本文学

尚学艳长期从事日本文学与日语教育方面的研究，先后担任有《大学日语》、《日

语泛读》、《综合日语》课程的教学工作，近五年来在《电影文学》、《长城》

等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悲与美的盛宴》等十余篇；主持了《河南省高校日语专

业课程设置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省级项目 2项。主编了《从认知语言

学的角度分析日语与汉语的语态问题》等书。

29.沈敬萍，女，硕士研究生，讲师，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教研室主任，担任英

语语言学、英语词汇学等课程。

研究专长：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主要方向为语用学、二语习得。长期从事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综合英语》、《英语语

音》、《英语语言学》、《英语词汇学》等课程教学工作。近五年来在《教学与



管理》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7篇；主持及参与省级课题 6项，参编教材 3部。

2016 年荣获河南省教育系统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被授予“教学标兵”称号，

并多次被评为校级“文明教师”。

30.绳菊，女，硕士学历，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讲师、

外国语学院教师，担任综合英语课程。

31.宋西妮,女，大学本科学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讲师，担

任高级英语课程。

研究专长：英语教学，英美文学。

宋西妮老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和英美文学方面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先后担任有

《综合英语》、《英语语音》、《英语口语》、《高级英语》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发表了《奥斯卡·王尔德唯美主义中的悲剧色彩》、《用合作原则分析 Say Yes

一文中的夫妻的会话含意》等学术论文 6篇；参与各类课题 8项，副主编英语专

业教材《综合英语 II》，《综合英语 IV》，参编《综合英语 III》。



32.宋向方，女，研究生学历，助教，主要从事英语教育方向的研究。先后担任

英语专业的《英美概况》、《英语阅读教程》、《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工作，

执教以来先后发表论文《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影响体会》、《英语四

六级改革后英语阅读教程的教学》；参与了《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城市形象研究》、

《完善河南省人才激励机制的对策研究》等十余个省市级科研项目；副主编、参

编了《英国文学新编教程》、《美国文学新编教程》、《大学英语语法》教材三

部。

33.王雪玲，女，大学本科学历，河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外国语学院讲师，讲

授主要课程有跨文化交际、综合英语和高级英语等。

研究专长：英语教学，英语文学与翻译。

王雪玲一直从事英语教学、英语文学与翻译理论研究，先后担任《综合英语》、

《高级英语》、《跨文化交际》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近 5年来在《语文世界》、

《兰台世界》等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了《跨文化视角下对〈女勇士〉中文化冲突

的解读》、《民国时期学校英语探析》等相关科研论文 10 篇；主持并参与了《城



镇化进程中外语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性研究》、《河南省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

外语教育均衡发展研究》等省级科研项目 6项；主编、副主编《高校英语教学与

师资建设研究》、《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等专著与教材三部。

34.王迅丽,女,硕士,主要担任英语口语和语音课程.

35.王玉珍，女，大学本科学历，河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讲师，担任英语

语音、英语听力课程。

研究专长：英语语音，英语听力以及英美文学方面。

王玉珍长期从事英语听说方面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先后担任有《英语语音》、《英

语听力》、《英国文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近 5年来参与了《基于现代教育技术

以内容为依托的外语

教学对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策略的影响 》、《地方本科院校服务地方转型中英语

就业满意度调查研究》、《基于翻转课堂模式下的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等省级

科研项目 3项，参编《英语语音教程》、《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综合教程》

等专著与教材两部。



36.杨丽，女，研究生学历，讲师，主要担任美国文学，英美概况等课程。

研究专长：美国文学与文化，生态批评。

杨丽老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自任教以来，先后承担了精读，美国文学，英

美概况等专业课程。近 5年来在《新乡学院学报》、《南阳理工学院学报》《新

余学院学报》等国家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20 余篇；主持了省社科联课题《梭

罗与道家思想之共性研究》并获得二等奖，参与省级课题十余项；参编教材 4

部。

37.张利敏，女，1978 年 2 月生，副教授，河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河南省

哲社规划课题项目主持人。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研究方向华裔美国文学与美国社会文化，讲授《美

国文学》、《英美概况》、《中西语言对比》等课程，曾多次参加主持完成省部

级、地厅级项目十多项，并曾获河南省教学比赛二等奖。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等刊物发表研究型论文二十多篇，并被 CSSCI、收录。参编学术性著作、规划教

材共 4部，完成近 30 余万字。



38.张小宁，男，硕士，讲师。研究专长：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美文学。

近年来担任《高级英语 1》、《高级英语 2》、《英语写作 1》、《英语写作 2》

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独著发表了《基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的广西文化在当今美

国传播现状研究》、《从<枪打反舌鸟>看美国“南方淑女”形象的演变和衰落》

等 40 余篇论文；主持、参与各级项目近 20 项；参编《美国短篇小说精选》、《英

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教材两部。

39.赵晓晓，女，研究生学历，河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讲师，担任英美文学课

程。

研究专长：福尔斯小说研究

赵晓晓致力于英美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先后担任有《美国文学》、《英国文

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近 5年来在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了《福尔斯小说艺术研究》、

《〈尾数〉女性人物分析》等相关科研论文近 10 篇；主持了《福尔斯小说女性

人物群体研究》等省级、厅级科研项目 4项；主编、副主编《美国女性小说选读》

等教材 3部。



40.崔向红，女，大学本科学历，1987 年郑州大学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副教

授，长期从事英语专业基础课教学工作，曾讲授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研究方向为

英汉对比与翻译。曾发表论文《表象为否定的英语否定句及其翻译技巧》、《英

汉新词汇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探析》和《论文化负载词与英语背景知识教学》等，

参编《英汉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新编商务英语》（中国书籍出版社）。

41.李万豫， 女，研究生学历，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商学硕士，讲师、担任综合日

语，大学日语等课程。

研究专长：日本文化，日本语。

近几年发表核心期刊 2篇，普通 CN 论文 10 余篇：《浅析日语与汉语的形容词的

使用特点》， 《日本的少子化与草食男子》，《从日本的年间流行语看日本社

会结构的变化》，《从“くらい”的清浊音在现代日语中的变化了解语言的时代

感》，《生活中的问题日语（一）》，《生活中的问题日语（二）》，《生活中

的问题日语（三）》等等。参编著作 5部，主持科研课题 2项，参与课题 10 余

项，2016 年主持河南省社科联项目《高校英语专业二外日语教育问题及对策》，

获得一等奖， 2016 年参与河南省科学技术厅项目《河南省高校日语专业课程设

置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6 年参与河南省社科联项目《从学生的角



度看河南省高校日语专业课程设置》，获得一等奖，2016 年参与河南省社科联

项目《学习者认知风格与外语教学策略匹配分析》，获得一等奖，2014 年在《新

建本科院校大学生英语写作错误分析及教学对策研究》，获得一等奖，2015 年

参与河南省社科联项目《影视字幕呈现方式对高校学生英语词汇附带习得影响的

实证研究》

42.刘勇，男，河南信阳人，1986 年 7 月出生。2011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河

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英美国家社会与文化。2015 年以

来担任外国语学院教学秘书一职。工作以来，先后承担综合英语 1、综合英语 2、

综合英语 3、综合英语 4、高级英语 1、高级英语 2、英语教学法、英语写作等课

程的授课工作。科研方面，共发表论文 3 篇，主持或参与项目 30 余项，主编参

编教材 9部。

43.

43.李泊宏， 男， 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河南大学英语硕士学位，讲师，

外国语学院教师，担任商务英语阅读课程。

研究专长：文学叙事批评，国际文化产业，游戏学

长期从事英语课程教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发表有《‘红字’示众台场景叙事

分析》，《惠特曼‘我的船厂’分析与鉴赏》，《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英语教学》，

《网络键谈语言与口语教学》，《网络游戏的叙事简化与审美异化》等数十篇论

文，编写了《美国文学》，《实践英语教学导读》等教材，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



目有《英语阅读教学模式分析》、《跨文化视角下英语口语教学改革》等，获得

过多次地厅级科研奖励。关注高校创业，关注创业创新，参与中国传媒大学与中

关村科技企业有关创业慕课科研项目，并取得了初步阶段成果。

44.孙建龙，男，研究生学历，讲师，担任《英语基础口译》《中国传统文化》

等课程。

研究专长：跨文化交流，翻译理论与实践。

从事跨文化和翻译教学与理论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

六项。主持项目曾获得省市社科联一等奖和二等奖。

座右铭：教之道，贵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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