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学院“创新引飞工程”导师简介

新闻传播学院

郭贵中，男，硕士研究生，河南科技大学机械设计硕士，

副教授、新闻传播学院党总支书记，担任 PLC 课程等课程。

研究专长：电器与机械设计，主要方向为电器原理，机

械设计原理等。

发表论文《CAD/CAM 在个性化树脂镜片加工中的应用》

（一级期刊）、《高速铣削加工中刀具监测系统研究》（一级

期刊）等论文 20 余篇，参编教材《电气与可编程控制技术》

等 4 部。



主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串行级联连续相位编码调制系

统》，参编教材 1 部《计算机网络基础基础》，发表论文《符

号交织串行级联 CPM 系统优化设计》等 12 篇。

祁晓霞，女，中共党员，教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研究生学历，现任新乡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讲授管理学等相关课程。

先后在国家级权威期刊发表《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特征

浅析》、《报刊广告中的广告标题和广告标语》等论文 20 余

篇，出版参编著作《营销传播》等，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其

中“河南省基层政府提高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能力的策略研

究”，荣获河南省科学技术成果奖。2009 年被评为“河南省

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曾荣获“新乡市文明教师”等多

项荣誉称号。

王卫锋，男，中共党员，讲师，硕士毕业于河南师范大

学计算机专业，现任新闻传播学院副书记。主要担任课程《大

学计算机基础》，《C 语言程序设计》等。



李娟，女，中共党员，硕士，副教授，现任新闻传播学院

副院长，研究领域：影视艺术、现当代文学。主要讲授新闻

与传播学科专业基础课程。发表专业论文 20 余篇，参与及

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 6 项，地厅级课题 10 余项。多次被评

为我校师德先进个人、优秀教师、文明教师、优秀党务工作

者等。

苏武江，苏武江，男，陕西渭南人，1975 年生，传播学

博士，副教授。2016 年加入新乡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任教科

目有管理学、传播学等。

任职经历包括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实创家居装饰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39 公司等单位。

参编著作 1 部，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课题 15

项，在《科技管理研究》、《改革与战略》等核心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 20 篇。

杨建宇，男，1974 年生，河南洛阳人，博士，校聘副教

授，现为新闻传播学院现代传媒教学实验中心主任。郑州大

学新闻学硕士、山东大学法学博士。

曾任《洛阳工人报》记者（编辑）、上海《劳动报》特

约记者、《光明日报》特约通讯员，发表新闻报道百余篇，

1996 年获全国首届工人报刊优秀编辑奖。当前主要从事新闻

学与政治学理论研究，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深度报道》、

《报纸编辑》等课程；主持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等

省级课题三项，主编教材一部，在《编辑之友》、《当代传播》、

《出版发行研究》、《传媒》、《新闻知识》、《青年记者》、《云

南行政学院学报》等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十

余篇，形成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



贾菁，女，硕士学历，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语言学与应

用语言学专业，副教授。主要担任课程有，《古代文学》、《现

当代文学》等。

主持省级以上课题 1 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 3 项省级

项目、课题的研究工作，获得地厅级一等奖两项。发表论文

共 12 篇，其中国家中文核心期刊 4 篇。作为副主编、参编

专业教材 1 本，撰写 9 万字。

李雅林，女，中共党员，副教授。目前担任主持与播音

专业教研室主任，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硕士研

究生，目前担任《播音发声学》、《播音创作基础》《文艺作

品演播》、《新闻播音》等多门课程。

2006、2014 年分别在全校组织的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荣

获一等奖、二等奖；在全国“中华诵•红色经典诵读”比赛中

荣获二等奖。



学术方面，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18 篇，其中核心期刊 6

篇，参与研究省部级课题 6 项，地厅级课题 10 项，3 篇稿件

获奖，参与本专业教材编写 5 部。

袁辉，男，1969 年 8 月生，讲师，硕士，毕业于河南师

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92 年参加工作。主要担任课程有

《视听语言》、《摄影与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纪录片创

作》等。

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作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骨干教师，

参与了本专业的特色专业建设、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

和精品课程建设。

靳晓红，女，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副教授。1995

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 年 6 月获华东

师范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1995 年在新乡学院



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至今。

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新

闻语言。主持或参与相关课题研究 10 多项，发表论文 20 余

篇，著作 2 部。

讲授的主要课程：《现代汉语》、《播音创作基础》、《播音

发声学》、《优秀广电新闻节目评析》、《电视深度报道节目》

等。

聂绛雯，女，硕士，副教授。新闻传播学院传播教研室

主任。主要从事《电视专题片研究》、《综艺主持》等课程的

教学工作，校级精品课程《广播电视节目创作基础》主持人。

多年来潜心教研，主持并参编《节目主持艺术概论》《公共

关系理论与实务》著作 2 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被 CSSCI

核心期刊收录 4 篇，核心期刊 13 篇。主持并参与省部级课

题 10 余项，并获得多项成果奖。



茹艳玲，女，硕士，1975 年生，汉族，硕士，副教授，

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教材一部，课题十余项。教授有《电

视节目策划与编导》、《世界著名电影赏析》、《中国古代文学》

等课程。

刘砚明，男，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广告学概论、广告

策划与创意、影视广告创作等课程得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为

数字营销传播理论与实践。担任省内多家企业、广告公司的

顾问，实战经验丰富。



庄鹏，女，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讲师，广播电视教

研室成员。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传播学专业。主要担任《新

闻学概论》、《电视新闻专题片研究》、《影视批评》等课程的

教学。

工作期间多次被评为“文明教师”、“优秀教师”等称号，

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影视创作比赛，本人也作为主创参与

多部影视作品的创作，如《风筝记》、《寻你》、《遇见柳树岭》、

《新映像·成长》、《站住，别跑》等。科研的主要研究方向

为新媒体传播与影视传播，工作以来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参与或主持省部级、市级、校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参编教材

一部。

刘思伽，女，本科学历，研究生学位，讲师，参与项目

有《基于河南省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转型期间的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与基层政府应对研究》等，并参编教

材《大学语文》和《广告实务与原理》，发表论文 10 余篇。

担任《出镜记者与现场报道》、《广播电视作品赏析》、《综

艺晚会策划与制作》等课程的讲授。

游令昆，男，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南大学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专业，艺术学硕士，助教，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会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艺术，文化产业创意。担任课程有《视

听语言导论》、《电视节目创意与策划》、《短片创作》等课程。

2016 年 3 月至 6 月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学习。参加省市

级课题研究 3 项，在各级刊物发表论文 5 篇，参编著作 3 部，

指导学生参加国内多项专业比赛并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2项。

王融化，男，1985 年 9 月生，助教，硕士，中共党员，



广播电视编导教研室成员。毕业于河南大学传播学专业，

2011 年参加工作。

主要从事《整合营销传播》、《广告调查》、《传播学教程》

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及整合营销传播相关的研究。

代表性的成果有：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 2 项。

田小瑞，女，1985 年 4 月，中共党员，新闻学硕士，新

闻传播学院新闻学教研室专业教师，助教。

主讲《深度报道》、《新闻学概论》、《电视新闻节目策划》

等专业核心课程。在科研方面，发表新闻学专业论文 20 余

篇，其中 1 篇中文核心期刊。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 2 项，市

厅级科研项目 8 项。

张晓倩，女，31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助教。毕



业于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现任新闻传播学院团总支

书记。

曾发表学术论文《当前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等共 5 项；参与编写论著两部，《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价》。

工作期间曾获得“新乡学院优秀辅导员”、“新乡学院优

秀共产党员”、“新乡学院文明教师”、“河南省暑期社会实践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常小羽，女，硕士研究生，助教 、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现在是新闻传播学院的辅导员，同时在新乡学院大学外语部

讲授大学英语的课程

曾经在《作家》（核心）发表过论文《语用预设在广告

用语中的运用》。

获国家心理咨询师 3 级，

第二届全国文化创业创意大赛中，作为指导老师“用艺

术点亮人生”参赛作品获得三等奖。



在新乡学院第八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被评为优秀

指导老师。

肖靓玥，女，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学专业，

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硕士研究生，助教。

主要担任主持与播音专业课程：《播音创作基础》《文艺

作品演播》《即兴口语表达》《播音整体形象设计》等。

尹智毅，男，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河南

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助教，在院系负责奖助学金，医保和体

育相关工作。

研究成果：信息技术在高校体育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体育世界(下旬刊).体育运动在大学生心理健康中的地位与

积极作用。当代体育科技。

王星，女，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黑龙江大学，

专业日语语言文学，自 2013 年 9 月工作以来，担任专职辅

导员工作。职称助教。

担任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职前指导》《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等公共课程。在职期间考取了全国心理咨询

师三级证书。担任新闻传播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秘书和心理健

康的工作，获得２０１６年新乡学院辅导员技能大赛二等奖。

夏枫，女，硕士学位，本科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专业

为图片摄影。研究生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艺术



摄影。助教职称。主要讲授课程《摄影基础》、《灯光与照明》。

李舒楠，女，本科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

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专业，体育新

闻研究方向。

主要讲授《播音创作基础》《播音发声学》《即兴口语表

达》《综艺主持》等课程。

孙桂杰，讲师，2017 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专业，

获得博士学位，主要担任《传播学概论》《中外新闻史》等

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社会，发表过关于新媒体的

学术理论文章数篇。

刘含墨，女，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



专业，硕士。主要担任课程《新闻学原理》《电视新闻评论》

《节目策划与文案写作》《电视新闻策划》《广播电视新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