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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合木提江·米吉提，维吾尔族。新疆农业大学

生物技术专业学士，新疆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

联合培养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硕士，中国农业

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农学院教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分子植物病理学、分子植物病毒学，

真菌功能基因组织学和生物信息学，主要从事植物病毒检测鉴定及遗

传分析、真菌致病关键基因的鉴定研究。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2项。发表论文 6篇，其中 1篇被 SCI

收录。多次获得优秀研究生及优秀研究生干部等荣誉。

王波，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大学生物科学专

业学士、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硕士，中国农

业大学种子科学专业博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博士后。农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植物逆境生理和分子生物学，

研究方向为运用分子生物学和细胞学等策略解析植

物抗逆分子调控网络，并挖掘与植物生态适应性相关的基因资源。目

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2

篇，其中第一作者 SCI 论文 3 篇。



李超，汉族，湖北长江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学士，重

庆西南大学硕博连读，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博士，

期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培养。农

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 3S 技术在外来入侵有害生物的

种群防控应用，以及农作物病虫害的生态控制方法研究。近年来，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项目 1 项、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1 项，

参与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和自治区重点研发专项各 1 项、公益性行业

（农业）专项 2 项。第一作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 篇、CSCD 收录论

文 6篇。曾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奖 1 项，软件著作权登记 1 项。

马丽，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农业大学理学学士、

硕士。农学院实验教师。

研究方向为植物基因工程，研究领域为抗旱植物

的抗逆机制研究。研究生期间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1 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曾获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优秀学生会干部等荣誉。

苏丽丽，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农业大学农学学士、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硕士，农学院实验教师。

研究领域为绿洲高效农作制度。研究生期间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公益行业专项课题各 1项，主持

新疆农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1 项、联合培养项目

1 项。在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5篇。曾获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优秀学生会干部、优秀毕业

生等荣誉。

巴音达拉，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植物学专业硕

士，日本东北大学资源生物科学专业博士。林学与园艺

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森林生态学、民族植物学。2014 年

4月至2016年3月在日本东北大学生物共生科学研究室



从事研究工作，日本生态学会会员。SCI 收录论文 2篇，在中文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 1 篇。

胡珍珠，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

学士、森林经理学专业硕士、果树学专业博士。林学与

园艺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森林培育学。主持自治区研究生创

新项目 1项，先后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等项目研究。参与课题获自治

区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 7 篇，其中

SCI 收录 1篇，EI 收录 2篇。曾荣获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硕士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中粮奖学金、梁希优秀学子奖、董乃

钧林人奖励三等奖、学术论坛一等奖、优秀博士毕业论文、优秀毕业

生、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优秀研究生干部等荣誉。

穆洪洲，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大学建筑学学士，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硕士，林学与园艺学

院风景园林系教师。在相关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

论文 8 篇，现研究方向为园林建筑设计、园林绿地规划

设计。

齐·阿拉达尔，蒙古族，中共党员。内蒙古农业大

学基础兽医学专业硕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临床兽医学

博士。先后在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和中国科学院新

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工作。动物科学学院教

师。

主要从事牛、马、羊等大家畜的繁殖和主要遗传性状的分子标记

筛选及在育种中的应用研究。承担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高新技术发展

项目子课题 1 项。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共发表 SCI 收录

论文 3 篇，中文核心期刊 2 篇。2010-2016 年间参加在美国、澳大利



亚以及我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交流数次并发表摘要。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州的 Temple University 参加过动物分子胚胎学实验技术培训课程。

熟练掌握汉语、蒙古语、英语和日语。

阿地力江·卡德尔，维吾尔族。新疆大学野生动

物保护专业硕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所动

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动物科学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体型性状相关候选基因的挖掘

研究。SCI 收录论文 2 篇。曾获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

研究突出成果奖等荣誉。

陈开旭，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大学生物技术专

业学士、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硕士、动物学专

业博士。动物科学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群体遗传学。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研究 4 项，参与新疆生物资源基因工程重点实验

室基金项目 1 项、开放课题 1项，参与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项、新疆高校科研计划重点项目 1 项、新疆大学天山学者

特聘教授科研项目 1 项，参与新疆大学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基金

项目 1 项。SCI 收录论文 3 篇，发表其他论文 6 篇。2011 年荣获新疆

动物学会第二届青年学术论坛“青年优秀学术报告奖”三等奖。2015

年荣获自治区第七届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一等奖。

陈晖，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

专业学士、硕士。动物科学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繁殖调控。本科期间两次荣获国家奖学

金，2012 年作为第一批访学学生赴浙江大学进行为期

半年的访学学习。研究生期间获得自治区奖学金、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和优秀研究生等荣誉。发表核心期刊

论文 1 篇。



马健，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

专业学士，新疆农业大学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培养

硕士。动物科学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反刍动物营养。研究生期间参与国家

农业（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多个科研项目。在核心

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曾获研究生自治区奖学金、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和优秀硕士毕业论文等荣誉。

李林玲，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

学专业学士、硕士。动物科学学院实验教师。

硕士期间研究方向为马的繁育，主要研究马的不

同速步步法特征与体型结构的相关性。以第一作者在

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篇，曾获迪拜马科学奖学金

和自治区学业奖学金等荣誉。

孙亚伟，汉族，中共党员。内蒙古民族大学动物

医学专业学士，新疆农业大学基础兽医学专业硕士，

石河子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博士，动物医学

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绵羊分子遗传育种。先后参与国家十

二五 863 项目子课题任务 1 项、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1 项、自治区高技术项目 1项。发表 SCI 论文 3篇、中文核心期

刊论文 1 篇。2011 年取得国家执业助理兽医师资格证书。

李淑娴，汉族，中共党员。甘肃农业大学动物医

学学士、基础兽医学兽医病理学硕士。动物医学学院

教师。

研究方向为兽医病理学及黏膜免疫。参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发表研究论文 4篇、会议论文

1篇。2013 年取得国家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2015 年

获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李斌，汉族。长安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学士、内蒙

古农业大学预防兽医学硕士。动物医学学院教师。

硕士期间研究方向为动物寄生虫学。参与国家自

然基金项目 2 项、企业合作项目 1 项。参与发表核心

期刊论文 6 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曾荣获自治

区奖学金、爱德士奖学金、优秀团员、军训优秀指导员等荣誉。

李建龙，汉族。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学士、

临床兽医学硕士。动物医学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教学行政管理、小动物疾病与麻醉

学。参与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2 篇。曾荣获自治区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支农劳动先进个人等荣誉。

玉素甫江•玉素音，维吾尔族，中共党员。上海

交通大学资源环境科学专业学士，日本爱媛大学农学

专业硕博连读，博士。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植物营养与土壤肥力，主要研究方向

为土壤中微量元素的迁移转化及分布、高效施肥技术、

养分资源高效利用。主持和参与国际合作（日本-马来

西亚）项目 2 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1 项。发表论文 9 篇，其中被

SCI 收录 4篇。拥有国家发明专利 1项。

伊斯拉依·达吾提，维吾尔族，中共党员。新疆

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学士、硕士、博士，草业与环

境科学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饲草料生产及加工。参与新疆现代畜

牧业实验示范项目和乌鲁木齐市科技项目各 1项，在

1项喀什地区科技项目中担任技术负责人。在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

表论文 4 篇。



刘美君，汉族，中共党员，石河子大学农业资源

与环境专业学士，山东农业大学硕博连读，植物学博

士。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逆境生理生态。研究生期间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 13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3 篇、

中文核心期刊 1 篇。曾获山东省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

号。

黄代红，汉族，河西学院生物科学专业学士，新

疆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硕士，南开大学植

物学专业博士。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传粉与繁殖生物学。研究生

期间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在国内核心刊

物及 SCI 刊物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5 篇。

王茂，汉族，西北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学士、生态

专业硕士、博士，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干旱区植物种子生物学与生活史

进化。研究生期间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

在 SCI 刊物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 1篇。

师小军，汉族，中共党员。信阳师范学院生物科

学专业硕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植物学专业博士。草业

与环境科学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谱系地理学、遗传多样性等。

研究生期间主要参与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

向性项目、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百人

计划”项目、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各 1 项。发表 SCI 论文 3 篇，

其中第一作者 1 篇。



任杉杉，汉族。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

术专业学士、植物学专业硕士。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

植物学系实验教师。

研究方向为植物分类与植物区系。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1 项，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2 篇，其中

核心期刊论文 1篇，会议论文一篇。

赵丹，汉族。新疆农业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学士、生

态学专业硕士。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实验教师。

研究领域为草地生态学。研究生期间参与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 1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篇。曾获优秀毕业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荣誉。

樊丹丹，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师范大学应用数

学专业学士、数学专业硕士。数理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代数图论、图谱理论。研究生期间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在 SCI 期刊以第一作

者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张晶，汉族。新疆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学士，新疆大学数学专业硕士。数理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代数图论、图谱理论。研究生期间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在 SCI 期刊以第一作

者发表学术论文 1篇。

杨伟，汉族，中共党员，河西学院数学专业学士，

新疆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硕士。数理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图论及其应用。研究生期间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在 SCI 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曾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大学生数学竞赛专业组

二等奖、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金鹿，汉族。四川大学理学学士，四川大学物理

化学专业硕博连读，博士。2016 年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后流动站出站。化学工程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计算化学，天然产物结构化学。主持

和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 4 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0

余篇。曾获得国家奖学金。

蔡国星，汉族。河北大学化学专业学士，中国科

学院新疆理化所有机化学专业硕士，中国科学院大学

有机化学专业博士。化学工程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酯类合成润滑材料的合成及性能

研究、植物基功能润滑材料的合成与开发、石墨烯润

滑油添加剂的开发与性能研究、表面活性剂的合成及

应用研究。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 项、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 1

项、自治区科技支疆项目 2 项。获授权专利 2项，其中 1项获自治区

发明专利三等奖。以第一作者发表期刊论文 5 篇，其中 SCI 期刊论文

1篇。

潘乐，汉族，中共党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硕

连读，药用植物学专业硕士、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分析化学专业博士。化学工程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基于活性天然小分子的药物与仿生农

药的创制、植物资源与农业废弃物的高值化开发与利

用。曾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秦

岭大熊猫栖息地周边社区生态产业技术服务项目 2 项。发表SCI论文

6篇，其中第一作者 3 篇。申请发明专利 2项。曾获“世界自然基金

会（WWF）生态产业技术服务青年使者”、“SIFE Elite Students”

等称号。



王欢欢，汉族，中共党员。大连理工大学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专业学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硕博连

读，有机化学专业博士。化学工程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超分子化学。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1 项、自治区科研项目 1 项。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 9 篇，其中第一作者 6 篇。

朱兴亮，汉族，中共党员。石河子大学农业机械

化及其自动化专业学士、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硕士。

机械交通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机械设计及农业机械装备设计与制

造。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项目各 1 项。在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2

篇，参与发表论文多篇，其中 EI 检索论文 1 篇。曾获国家励志奖学

金、教育部“太尔时代”机械创意设计与制造综合技能三等奖、在明

奖学金、石河子大学优秀硕士论文等荣誉。

姜彦武，汉族，中共党员。甘肃农业大学农业机

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学士、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硕士。

机械交通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工程技术与装备。参与国家

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1 项。以第一作者发表 SCD

期刊论文 1 篇、CSCD 期刊论文 1 篇。以第一发明人授权实用新型专

利 3项。

阿不都西库尔·扎依提，维吾尔族。合肥工业大学

建筑学专业学士，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统工程专

业硕士。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师。

参与设计的国内外大型实际工程项目包括意大利

佛罗伦萨安帝诺里酒庄、锦州宝地建设集团“威尼斯水

城”、新昌黎金士葡萄酒酒庄、湖南醴陵陶瓷艺术城、

广东东莞 769 文化创业产业园、上海南京东路酒店等。



希尔艾力·艾尔肯，维吾尔族。河海大学测绘工

程专业学士、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专业硕士。水利

与土木工程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变形监测与安全评价。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以第一作者在国内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 2篇。多次获得各类校级奖学金及荣誉称号。

胡荻，汉族，中共党员。南京理工大学土木工程

专业学士，新疆大学结构工程专业硕士。水利与土木

工程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结构抗震与加固改造、结构工程数值

模拟。主持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1 项，参与组

织第 22届全国结构工程学术会议。以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

文 2 篇，其中一篇被《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收录，并将被

EI Compendex和 ISTP检索。曾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

马涛，回族。新疆大学建筑学专业学士，同济大

学建筑学专业硕士。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新疆民居建筑传统风貌及乡土技术营

造、新疆地域建筑史。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参与建筑设计与施工方面横向课题 10余项。

柏涛，汉族，中共党员。山东农业大学水利水电

工程专业学士，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硕

士。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水工模型试验与节水灌溉新技术

水沙分离。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内蒙古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内蒙古科技厅科技计划

项目 1 项。曾获学业奖学金等荣誉。



姜有为，汉族。甘肃农业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专业学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

业硕士。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荒漠化防治，研究内容为荒漠人工林生

态效益。研究生期间参与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 1 项，参

与编写自治区地方标准 3项，参与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发表

论文 2 篇。

程曦，汉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

业学士、电路与系统专业硕士，巴黎萨克雷大学物理专

业博士。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电磁兼容和电磁计算。研究内容为手机

对人体的辐射比吸收率的不确定度计算。在专业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 1 篇。获得国际电磁生物大会 BioEM2014 最

佳论文三等奖。

柯春艳，回族。东北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学士，西

安科技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硕士。计算机与信息

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系教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嵌入式物联网应用。研究生期间

参与科技部重大专项 2项，发表 EI检索论文 2篇。

安思，汉族，中共党员。天津科技大学网络工程

专业学士，重庆邮电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中文信息处理、语音识别。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参与无锡“530”计划引进人

才樊兴华教授智能信息处理实验室科研工作。在国外

期刊发表论文 1 篇，发表 EI会议论文 1 篇。



付冰，汉族，中共党员。上海海洋大学食品质量

与安全专业学士，新疆农业大学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

农业推广硕士。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实验教师。

研究方向为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发表论文 1 篇。

作为上海世博会食品安全保障员获优秀见习生称号。

在校期间获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等荣誉。

陈卫林，汉族，中共党员。河南科技学院生物工

程专业学士，新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专业硕士。食品

科学与药学学院实验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生物技术。参与和完成自治

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自治区产学研联合培养研

究生示范基地研究生培养项目 1 项。以第一作者发表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4 篇。曾获优秀研究生、优秀毕业研究生等荣誉。

彭澧丽，土家族，中共党员。湖南农业大学理学

学士、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博连读，博士。经济与贸

易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粮食生产等。

主持完成省级课题 2 项，参与完成国家课题 2 项、省

部级课题 3项。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10篇。先

后荣获 2011 年校“第十届研究生学术活动节”论文二等奖、2012 年

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3 年湖南省“湖湘经济高峰论坛”

优秀论文二等奖、2013 年湖南省“粮食经济科技学会”论文比赛三

等奖、博士国家奖学金等荣誉。

范敏，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大学人口、资源与

环境专业经济学硕士，厦门大学世界经济学博士。经

济与贸易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产能合作、人力资本等。博士期间曾

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在国内核心期刊以

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2 篇。



古力娜尔·麦买提，维吾尔族。中央财经大学财

务管理学学士、会计学硕士。经济与贸易学院教师。

2013年 7月至2016年 4月在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担任国际业务会计主管，从事会

计及财务管理相关工作。负责公司巴基斯坦，智利，

孟加拉等多个国际EPC光伏电站建设项目的工程核算、

预算编制、风险管控、税务筹划等工作。

娜比拉·海萨尔，维吾尔族。新疆财经大学财务管

理专业学士、会计学专业硕士，经济与贸易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财务与会计。研究生期

间发表论文 2篇，参与课题 2项。有两年大学教学经验

（新疆农业大学科技学院），在此期间参与教材编著，

担任副主编，主持完成新疆农业大学校级教研项目 1项。

张飞云，汉族。吉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学士，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学专业硕

博连读，博士。管理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水文与水资源学。博士期间曾赴日本静

冈大学参加“中日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研究生期间

参与科技部 973 项目 2 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

要方向项目 1 项、地方项目 2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

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3 篇、会议论文 2 篇。获中国科学院“朱李

月华优秀博士生奖”、国家奖学金等奖项。

吴文婕，汉族，中共党员。新疆师范大学旅游管理

专业学士，西北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硕士，中国科

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人文地理学专业博士。管理

学院教师。

研究领域为人文地理、经济地理。曾经参与完成国



家科技部支撑项目 1 项、中国科学院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10余项。

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篇，其中SCI收录论文1篇、

核心期刊论文 8 篇。参与发表 SCI 论文 1 篇、核心期刊论文 6 篇。

饶凤艳，汉族，中共党员。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学士，甘肃农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

士。管理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西部农村发展与社区建设研究。硕

士期间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省级社科项目

2项。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 篇。

曾获得兰州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全国高等院校学生

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二等奖及广州亚运会海珠区优秀志愿者称号。

赵艳梅，汉族，中共党员。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

专业学士，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专业硕士，管理学院

教师。

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第一作者发

表论文 6篇，其中核心期刊 2篇。曾获国家奖学金、

优秀硕士毕业生、优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演

讲比赛优秀个人等荣誉称号。

邱新霞，汉族，中共党员。伊犁师范学院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学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中国语言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哈萨克语—汉语翻译。发表论文 6

篇。曾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三好学生、校级奖学金等

荣誉。

李珊，汉族。新疆农业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

学（维吾尔语）专业学士，新疆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维吾尔语）专业硕士。中国语言学院教

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双语教学。曾参与自治区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研究和校级课题研究。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4 篇。曾获

国家励志奖学金、自治区级奖学金、校级奖学金、阿克苏地区柯坪县

优秀教师等荣誉。

李瑞清，汉族，中共党员，河西学院体育教育学专

业学士，新疆师范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硕士。体育

教学部教师。

研究方向为篮球教学理论与方法。自修跆拳道专业，

取得黑带二段级位。自治区业余篮球初级教练员。以第

一作者发表论文 2 篇。2 次选调参加自治区高考体育专

业测试和大、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裁判员工作，并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

关克，蒙古族。天津师范大学体育教育学专业学

士，山西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硕士。体育教学部

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篮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读研

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1 篇。参与山西省体育局课题 1 项。

邹雪，汉族，中共党员。石河子大学农业机械化

及其自动化专业学士、农业工程专业硕士。就职于图

书馆信息咨询与教学部。

曾担任中国知网 CNKI 新疆区域培训讲师一年，培

训单位三十余家，包括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喀什大学、

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