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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21 年湖南省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普通高等学校、独立设置成人高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

厅函〔2021〕11 号）精神，省教育厅启动了省级课程思政项目建设，经学校申

报、专家评审、我厅审定和结果公示，决定认定国防科技大学《大学物理》等 

109 门课程为 2021 年湖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名单见附件 1）；湖南大学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等 20 个中心为 2021 年湖南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

中心（名单见附件 2）。现予以公布。  

各学校要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的通知》（教高〔2020〕3 号）等文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

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加强课程

思政建设的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建立健全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通过充

分发挥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构建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大格局。  

附件：1. 2021 年湖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名单  

2. 2021 年湖南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名单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5 月 20 日  

 

附件 1 

2021 年湖南省课程思政示范、教学名师和团队名单（我校部分）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 

1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供应链管理 
庞燕、王忠伟、符瑛、黄向宇、黄音、黄迪皋、

刘雯雯、甘佳  

文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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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生态文明导论 
王光军、吴小红、梁小翠、王钧、杨相琴、白雪

霜、雷丕锋、卢伟志 

附件 2 

2021 年湖南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名单（我校部分）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示范中心名称 
中心负责人和团队 

一、普通本科教育 

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食品

科学与工程类课程思政

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周文化、林亲录、刘高强、李婷、钟海雁、杨

涛、龚吉军、黄亮、梁盈、丁玉琴、胡美灵、

邓集文、付湘晋、韩文芳、黄铮昱、李安平、

李江涛、李旺、李文、林利忠、刘春、刘芳、

刘俊、刘小波、龙肇、陆俊、罗非君、彭湘

莲、任国谱、任佳丽、任康梓、孙术国、王青

云、文茜、吴伟、吴跃、肖华西、熊颖、徐友

志、许东、杨谷良、杨英、张琳、周波、周礼

义、白婕、曹清明、陈燕妮、邓靖、丁涌波  

 

 

关于开展 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竞赛的

通知 

各普通本科学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教高

〔2020〕3 号）等文件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

推动全省高校及广大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

开展教育教学，不断提高课程育人能力，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等

教育现代化水平，我厅决定开展 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竞

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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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高校要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要，以信息化教学竞赛为抓手，大力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

用，探索实施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二、各高校要按照竞赛组委会具体安排，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教师参赛，

在校内初赛基础上推荐教师参加省级竞赛。 

三、各高校应将教师教学竞赛获奖及其他相关教学成果情况纳入职务评

聘、教学考核、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逐步建立和完善信息化教学的激励机

制，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全面提高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  

四、竞赛组织的具体事项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

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另行通知，同时通过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网站 ht

tp://www.hneta.cn/）及时发布。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5 月 20 日 

 

关于举办学校 2021 年信息化教学竞赛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新时代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等会

议文件精神，响应建设中国“金课”，“课程思政”的号召，大力推进信息技

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我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促进

我校教育内涵式发展，学校决定举办 2021 年信息化教学竞赛。 

一、参赛对象 

在我校近三年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的在职教师。近五年已获得本项竞赛一等

奖或有两次参赛经历的教师，不再推荐参加竞赛。 

二、竞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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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赛 

1.初赛形式由学院自主确定。学院应积极动员和组织本学院教师参加初

赛，并推荐 1-3 名教师参加决赛。 

2.各学院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前将初赛结果及相关材料报送至信息中心

数字资源科（树人楼北 316）。 

3.各学院提交的相关材料（见附件 1、2、3）包括： 

（1）纸质稿：信息化教学设计方案、作品信息表、参赛教师信息表； 

（2）电子稿：信息化教学设计方案、作品信息表、参赛教师信息表、课程

资源（优盘拷贝）。 

（3）信息化教学设计方案及课程资源中不得泄露学院及个人信息。 

（二）决赛 

决赛按文科组、理工组、实践组分组比赛。包括提交材料评审和现场决赛

评审两个环节，决赛成绩为课程提交材料得分（50%）和现场教学得分（50%）

总和。 

1.课程提交材料评审 

学校组织专家组分组对参赛教师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评审（评分标准见附

件 4），并根据评审成绩确定决赛名额。 

2.现场决赛 

（1）现场决赛暂定于 2021 年 7 月 2 号左右举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

通知。现场教学环节将从每位参赛教师提交的微课教学知识点中随机抽取一

个，参赛教师进行 12 分钟课程信息化建设的介绍与现场教学展示（课程信息

化建设介绍 5-7 分钟+示范教学 7-5 分钟）。专家组根据评分细则进行打分。 

（2）现场决赛过程请参考附件 5，现场教学评分标准见附件 6。 

三、参赛要求 

1.课程资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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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资源包括课程平台和教学软件等，是由多媒体课件，在线课程、虚拟

仿真实验，智慧教学系统以及微课资源等构成的课程教学支撑体系。 

课程资源应选用合理，鼓励参赛教师自主建设或参与建设具有推广价值的

课程平台和教学软件，教学理念先进，技术应用合理，较好实现信息技术与课

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无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课程资源能够完整体现所授课程

的主要内容，有效破解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交互性能和教学效果好；能够

合理选用多媒体呈现教学内容，界面布局和色彩搭配协调，播放顺畅稳定，导

航链接准确，用户体验良好；课程平台能有效兼容内容资源，留存教学数据，

支持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决策。 

2.现场教学要求 

正确运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新理念和信息化教学新要求设计教学方案、组

织教学资源和实施教学过程；准确把握所授课程的教学要求，充分挖掘和利用

课程数字化资源的育人因素，教学目标设置和教学内容处理符合大学生认知规

律；充分利用信息化工具与资源改革课堂教学，破解教学难题，增强教学效

果；能合理运用智慧教育环境中的人工智能或数据分析技术引导控制学习进

程， 有效调动学生自主学习与协作探究的积极性；教师教态自然大方，语言标

准生动，讲授条理清晰，师生互动好，教学效果好，形成了鲜明的教学风格。 

四、竞赛评奖 

1.奖项设置：按参加现场决赛教师人数设奖，其中一等奖 20%，二等奖

25%，三等奖 35%。 

2.评奖方法：根据参赛教师提交材料评审成绩（50%）和现场决赛成绩

（50%）总分，分组从高到低按比例依次确定。 

3.奖励：给获奖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4.择优推荐 5 名教师代表学校参加湖南省教育厅举办的 2021 年信息化教

学竞赛。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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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系人：信息中心数字资源科，李老师，65949 

2.竞赛 QQ 交流群：606270673 

3.作品报送处：一教楼北 316，陈老师，62370 

 

教务处 

信息中心 

2021 年 5 月 17 日 

 

2021 年春季学期公共选修课（第三轮）选课通知 

各相关教师、学生： 

为了使本学期第三轮线上公共选修课选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1.公共选修课的学分修读要求为 5 学分，其中：艺术类 1 门（2 学分）、

创新创业类 1 门（1 学分）、其他类 2 门（共 2 学分）。学生在校期间的选课

数量限制为 4 门次，超过选课门次限制的，可按重修缴费方式增加选课机会。

公共选修课不安排补考和重修。因选课成功但未修读而造成的零分成绩，不予

删除。 

2.本轮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均为其他类网络课程，授课时间 2021 年 5 月 17

日--6 月 11 日，具体课程见表一。选课学生根据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在线

观看网络视频并完成测验、课后作业和考试，综合成绩经教务处确认达到 60 分

以上者，可以认定相应学分。 

表一  网络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 别 禁选学生所在学院 

1 食品原料学 1 其他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 供应链管理 1 其他类 物流与交通学院 

3 自然教育 1 其他类 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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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修读公共选修课的学生必须事先通过学校教务管理系统选课，否则

所学课程将没有成绩。本轮选课只对 2020 级学生开放。2020 级学生本学期一

共可选两门公共选修课。 

选课时间：5月 15日 8:00--5月 17日 8:00。 

选课网址：http://jwgl.csuft.edu.cn/ 

4.学生在教务管理系统中选择了网络课程后，需登录相关平台在线学习、

考试，具体平台见表二。 

表二 网络学习平台网址 

课程名称 学习网址 

食品原料学、供应链管理、自然教育 查看附件：尔雅平台操作指南 

  

        教务处     

                                      2021年 5月 14 日 

 

各相关学院、部门： 

为深入贯彻专业认证“学生中心、目标导向、持续改进”理念，推进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认证工作，学校决定开展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认证相关公共课

程（2015-2020）的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工作要求 

各相关学院、部门要充分认识专业认证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分

学年对 2015-2020学年期间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所学的公共课、基础课、

学科基础课、第二课堂等课程，对照相关理论课、实验课的课程达成度材料清

单要求，补充相关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情况材料。 

http://jwgl.csuf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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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分工 

1.军事理论实践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势与政策Ⅰ-Ⅳ、思想道德修

养和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上)（下）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责任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 

2.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听说训练课Ⅰ、大学英语精读Ⅰ-Ⅱ、大学英语高级选

修课程Ⅰ-Ⅱ，责任单位：外国语学院。 

3.计算机基础（含实验）、Visual Basic（含实验），责任单位：计算机

与信息工程学院。 

4.高等数学 2、无机及分析化学 2（含实验）、线性代数 1、有机化学 3

（含实验）、大学物理（含实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物理化学 1（含实

验），责任单位：理学院。 

5.创新创业基础 2，责任单位：创新创业学院。 

6.工程制图 1、AutoCAD1，责任单位：机电工程学院。 

7.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责任单位：商学院。 

8.生态文明导论，责任单位：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9.基础体育课、体育选项课Ⅰ-Ⅲ，责任单位：体育学院。 

10.应用文写作，责任单位：政法学院。 

11.心理健康教育Ⅰ-Ⅱ、心理健康教育实践课，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 

12.军事训练与安全教育，责任单位：武装部。 

三、进度安排 

1.各相关学院和部门根据达成度评价工作任务分解表（附件 1-1）、课程

评价的课程目录及专任教师清单（附件 1-2），组织相应专任教师，对照理论

课及实验课课程达成度材料清单（见附件 2、3、4），补充相关课程目标及毕

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情况材料。完成时间：6月 11日前。 

2.相关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情况材料经各学院院长、部门负责

人 审 核 后 ， 以 学 院 、 部 门 为 单 位 ， 将 材 料 电 子 档 发 送 至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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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csuft@126.com。完成时间：6月 14日前。 

四、联系人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龙肇，13786118197 

教务处综合评估科：张玲，85623517 

 

 

                                                    教务处   

2021年 5月 20日 

 

学校 2021 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获奖名单公示 

5 月 18 日，学校在德润楼 207、208 教室举行了 2021 年课程思政教学比

赛。比赛邀请所有参赛选手和各学院教师现场观摩。每组比赛由专家进行现场

评议，下一名选手展示结束后，当场公布上一名选手的比赛成绩。 

经专家现场评审，结合复赛作品成绩，评选出本次比赛的获奖教师（团

队）35 名；结合院赛组织及校赛获奖情况，评选出优秀组织奖单位 4 个；根据

校赛结果和省级竞赛要求，拟推荐 9 名教师（团队）代表学校参加湖南省普通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具体名单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1

年 5月 19日-24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实名向教务处反映。  

联系人：尹老师     

联系电话：85623203  

附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获奖名单 

    

 

                          教务处 

                        2021年 5月 19日 
 
 

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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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类别 姓名 课程名称 所在学院 总成绩 奖项 

1 理工类 王燕 城市设计概论 风景园林学院 92.06 一等奖 

2 理工类 艾玮 《Python 大数据处理》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89.94 一等奖 

3 理工类 曹受金 《花卉学》 林学院 88.44 一等奖 

4 理工类 李琳 《电工与电子技术》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87.48 二等奖 

5 理工类 张宇 机械原理 机电工程学院 87.34 二等奖 

6 理工类 赵秋媛 林业生物技术 林学院 87.04 二等奖 

7 理工类 王明芳 《自动控制原理》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86.72 二等奖 

8 理工类 徐康 木材干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6.56 二等奖 

9 理工类 成洁筠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土木工程学院 86.50 二等奖 

10 理工类 龚桂良 机械制造工艺学 机电工程学院 85.78 二等奖 

11 理工类 高自成 液压与气压传动 机电工程学院 85.58 三等奖 

12 理工类 潘俊 运筹学 理学院 85.56 三等奖 

13 理工类 卢丹青 有机化学 理学院 85.50 三等奖 

14 理工类 王晓玲 微生物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85.32 三等奖 

15 理工类 尹鹏 路基路面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85.28 三等奖 

16 理工类 陆俊 森林食品概论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5.28 三等奖 

17 理工类 袁利萍 材料制备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5.04 三等奖 

18 理工类 王娟 物流工程概论 物流与交通学院 84.72 三等奖 

19 理工类 何功秀 土壤侵蚀原理 林学院 84.56 三等奖 

20 理工类 张林 工程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4.52 三等奖 

1 文科类 王尧尧 商务会计 国际学院 90.80 一等奖 

2 文科类 李琴 经济法 经济学院 90.36 一等奖 

3 文科类 罗匡 创新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学院 89.52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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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推荐参加 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名单 

序号 参赛类别 姓名 课程名称 所在学院 

1 理工类 王燕 城市设计概论 风景园林学院  

2 理工类 艾玮 《Python 大数据处理》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3 理工类 曹受金 《花卉学》 林学院 

1 文科类 王尧尧 商务会计 国际学院 

2 文科类 李琴 经济法 经济学院 

3 文科类 罗匡 创新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学院 

1 外语类 阳娅琦 大学英语精读 1 外国语学院 

2 外语类 刘晋静 综合英语Ⅱ 外国语学院 

3 外语类 雷蕾 Approaching the Belt and Road 外国语学院 

优秀组织奖名单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风景园林学院 国际学院 经济学院 

 

4 文科类 谭琼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上） 经济学院 88.32 二等奖 

5 文科类 潘双利 物流学 物流与交通学院 88.32 二等奖 

6 文科类 吴凤姣 统计学方法 经济学院 88.28 二等奖 

7 文科类 汤炎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 国际学院 87.08 二等奖 

8 文科类 杨芳 旅游礼仪 旅游学院 86.92 三等奖 

9 文科类 阳娅琦 大学英语精读1 外国语学院 86.80 三等奖 

10 文科类 黄炜虹 管理学原理 商学院 86.64 三等奖 

11 文科类 刘晋静 综合英语Ⅱ 外国语学院 86.00 三等奖 

12 文科类 武止戈 商业分析学 班戈学院 85.92 三等奖 

13 文科类 袁宝龙 企业战略管理 商学院 85.84 三等奖 

14 文科类 曹芳 公共政策学 政法学院 85.28 三等奖 

15 文科类 李青松 管理运筹学 物流与交通学院 84.40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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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开慧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是中

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

雄模范人物之一，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伴侣。” 5月 18 日下午 ，

杨开慧纪念馆群工部部长黄莎、讲解员刘柳、何锐以高校思政课特聘教师的新

身份，来校为大学生讲《绚丽霞光》和《红色家风代代传》的红色故事，弘扬

“开慧精神”。能够容纳 300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给思政课特聘教师颁发聘书 

“能受聘担任高校思政课特聘教师，我感觉这个身份十分光荣，同时也感

到了沉甸甸的责任。站稳思政课讲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很喜欢而

且会一直坚持下去，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刘柳说，今年是杨开慧烈

士诞辰120周年，她忠于信仰、善于学习、敢于斗争、甘于奉献的精神将穿越历

史的时空，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林学院大二学生刘中梅课后感慨地说：“今天这堂特别的‘大思政课’，

从杨开慧烈士的英勇事迹中，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的赤

子情怀，我觉得特别受用。”2019级物流工程专业董晨阳同学说：“杨开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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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让我很感动很震撼，她为革命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一切，年仅29岁的她

受尽了严刑拷打，生离死别。她的坚韧让人震撼，她的情感让人感动，她的隐

忍让人泪目。”同学们表示，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筑牢理想信念，把爱

国、爱党之情落实到具体学习生活中去，铭记历史、牢记使命，用青春的责任

与担当铸就红色信仰。 

▲特聘教师走进大学课堂讲“开慧精神” 

湖南是伟人故里、红色圣地、革命摇篮。红色潇湘百年历程，熔铸了包括

开慧精神在内的永恒精神底色。这些湖南红色故事和精神文化，是学校思政课

的鲜活“教科书”和“营养剂”。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杨开慧纪念馆共

建思政教育基地，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等方式，发挥好纪念场馆等的宣

传教育功能，将湖南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

革命传统教育，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双方还通过联合开发系列党课、联合

申报思政专项课题、建立校外思政课特聘教师团队等方式，加强深度合作，不

断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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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第二届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获奖名单公示 

由教务处主办、理学院承办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二届大学生物理实验竞

赛于近日落下帷幕。全校共有来自各专业 50 名同学组成的 15 支队伍报名参

赛。经过专家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现将获奖

名单公布如下，公示期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5 月 26 日。对公示结果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理学院或教务处反映。   

第二届校级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队员姓名及学号 分数 获奖等级 

1 
胡超 20204039；何金威 20204037；陈文康 20204034；

李凤羽 20204044； 
90 一等奖 

2 
胡颖 20204072；文茗 20204094；刘思含 20204079；张

记强 20204098；杨正午 20204096 
88.4 二等奖 

3 
田妍 20194208；罗震 20194203；曾玉 20194188；蒋忠

武 20194197；黄晨希 20194196 
87.3 二等奖 

4 
罗巍 20204083；郭向东 20204069；李欣欣 20204077；

李琳芝 20204076；郭云霞 20204070 
87.1 三等奖 

5 林智蘅 20203917；肖广东 20203933；薛枫 20203934 86.4 三等奖 

6 
邹东翰 20204067；胡楠 20204040；宋林 20204050；莫

帅 20204047；华允枫 20204041 
84.4 三等奖 

7 
尹伟 20204058；韩迎仟 20204036；赵宇旸 20204062；

王雨欣 20204054；高心洋 20204035 
83.7 三等奖 

   

                                                        教务处 

                                                        理学院 

2021年 5月 19日 

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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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21 年第 33 届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 

译文评比结果揭晓 

  学校 2021 年第 33 届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校园选拔赛自 3 月底启动至 5 月

1 日结束，期间陆续收到我校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在内的各年级、各专业学生

英译汉和汉译英参赛稿近百份，经过评委老师们历时 10 天的评审和讨论，最后

评出英译汉获奖选手 27名，汉译英获奖选手 11名。具体获奖情况如下：  

  英译汉组  

  一等奖：徐梦洋（2019 翻译 1 班），卢欣晨（2018 翻译 1 班），赵奕纯

（2019 市场营销 1 班），王俊杰（2020 翻译硕士班），沈扬（2020 翻译硕士

班）  

  二等奖：李晨（2018 物流管理 3 班），石璟烨（2019 林学陶铸班），施晓

昕（2020 地理信息科学 1 班），胡佩瑶（2019 工业设计 4 班），黄依（2018

英语 3 班），谢欣明（2019ACCA2 班），张琼洁（2018 英语 3 班）， 郭荣畅

（2018 英语 1班），陈雅丽（2020翻译硕士班）  

  三等奖：郭勋（2018 翻译 1 班），李纯（2020 级金融 4 班），刘泳希

（2018 英语 1 班），林赛欢（2019 英语 2 班），曾心怡（2017 翻译 1 班），

刘千谦（2018 翻译 1 班），韩春滢（2018 翻译 1 班），高玉萌（2019 国贸 1

班），张锐（2020 英语 2 班），叶芃萱（2019 英语 1 班），范雨欣

（2019ACCA1 班），王书鲲（2019 翻译硕士 1 班），范婷薇（2020 翻译硕士

班）。  

  汉译英组  

  一等奖：谭涵予（2018英语 2班）  

  二等奖：晏梓茗（2018 英语 3 班），陈婉璇（2019 英语 3 班），刘茜嫄

（2020 翻译硕士班），汪婕（2020翻译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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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周盈（2019 国贸 3 班），廉官俊（2019 林学陶铸班），王璇

（2018 英语 1 班），陈思慧（2020 翻译硕士班），陈爽（2020 翻译硕士

班）， 陈雅丽（2020 翻译硕士班）  

  特别说明：有意进一步修改译文参加韩素音翻译大赛的同学，可加校赛交

流群（韩素音翻译大赛校赛 QQ交流群：331638545）。  

 

教务处 

外国语学院 

                                           2021年 5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