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系18级一系17级一系16级 一系15级 二系 艺术系

5月1日 周三 袁玉明 顾红 五一 袁玉明

5月2日 周四 陶双冀 殷海燕 五一 陶华山

5月3日 周五 程  适 蔡盈 五一 杨建良

5月4日 周六 张新华 吕虹 吕 虹 高 鑫 张新华 吕虹 五一 吕  虹

5月5日 周日 周慧明王婉青 杨霞蔚 阅读点 邢玲 张如磊 吴巧云 董艳雯 周慧明

5月6日 周一 陶华山徐珊珊 阅读点 齐好丽 孙莹（大） 陈菲菲 倪莹 吴巧云 陶华山

5月7日 周二 滕飞 郭捷 顾义生 阅读点 孙乔英 张媛媛 倪莹 孙静怡 滕飞

5月8日 周三 张晗 胡娟
杨婷婷

黄玉兰
曹静雯 阅读点 李晨冉 吴巧云 董艳雯 张晗

5月9日 周四 王畔领蔡黎莹 沈英 王锋 张涵韵 阅读点 罗淳 董艳雯 王畔领

5月10日 周五 王  锋

5月11日 周六 赵金龙 林艳娟

5月12日 周日 丁春锁 肖蕾 蔡黎莹 王婉青 丁春锁 谭梦月

5月13日 周一 张鹏 郭艳秋 阅读点 张晓丽 王爱玲 曹 静 倪莹 董艳雯 张  鹏

5月14日 周二 何晓冬 杨俐 杨霞蔚 阅读点 邢玲 张如磊 吴巧云 董艳雯 何晓冬

5月15日 周三 郁惠民 肖蕾 张苏 许晓燕 阅读点 兰 燕 倪莹 吴巧云 郁惠民

5月16日 周四 范小虎 吕虹 刘珈 徐珊珊 张灿灿 阅读点 罗淳 孙静怡 范小虎

5月17日 周五 赵  欢

5月18日 周六 童宪明 高菲菲

5月19日 周日 张新华 胡娟 胡 娟 钱 锋 张  红 刘娜

5月20日 周一 王  尧张卫平 阅读点 齐好丽 孙莹（大） 陈菲菲 倪莹 吴巧云 王  尧

5月21日 周二 潘伟斌 钱峰 顾义生 阅读点 孙乔英 张媛媛 倪莹 孙静怡 潘伟斌

5月22日 周三 周慧明 刘艳
杨婷婷

黄玉兰
曹静雯 阅读点 李晨冉 吴巧云 董艳雯 张志龙

5月23日 周四 杨建良 高鑫 沈英 王锋 张涵韵 阅读点 罗淳 董艳雯 杨建良

5月24日 周五 邹  学

5月25日 周六 顾义生

5月26日 周日 陶华山 郭捷 杨 俐 郭 婕 郦兴国 承佚妍

5月27日 周一 滕飞 付玲玲 阅读点 张晓丽 王爱玲 曹 静 倪莹 董艳雯 陆炳男 楼 乐

5月28日 周二 张鹏 陶华山 杨霞蔚 阅读点 邢玲 张如磊 吴巧云 董艳雯 李金元

5月29日 周三 王畔领 俞芳 张苏 许晓燕 阅读点 兰 燕 倪莹 吴巧云 王畔领

5月30日 周四 丁春锁 肖蕾 刘珈 徐珊珊 张灿灿 阅读点 罗淳 孙静怡 丁伟民

5月31日 周五 顾正刚

嵇红英 戴 琛

姚真真 王 燕

日期 星期 行政晚班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5月份排班表（师范部）

晚自修值班

董艳艳 张晓丽

潘婷 肖 蕾

夜班
周末白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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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

领导带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