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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三明学院第六届“超级易班级”重点
创建班级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践行我校“三明三康” 育人理念，推动我校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建设，发挥大学生创造力，提高班集体凝

聚力，推动易班网络平台建设，我校于 2020 年 3 月启动第六届

“超级易班级”项目。经过各二级学院、学工部初审、推荐，

共收到 11 个二级学院推报项目 102 项。通过对各申报网络班集

体的注册率、活跃度、项目申报书撰写情况以及 3 月份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综合考察，经专家评审，决定对 2019 级小学教育 1

班等 40 个网络班集体进行立项，并参照相关规定给予一定的资

金支持。

希望各立项班集体能够结合专业特点，发挥创造力与创新

力，按照立项活动的相关要求组织实施好项目活动，创出特色，

创出品牌，积极有效地推进易班网建设。项目创建结束后，各

立项班集体应积极组织开展班集体立项活动经验和成果交流

会。其余未获得立项资格与资金扶持的班集体仍可以继续对网

络班集体进行创建，一同参与第六届“超级易班级”的最终评

选。



附件：三明学院第六届“超级易班级”重点创建班级一览

表

学生工作部（处）

易班发展中心

2020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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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明学院第六届“超级易班级”重点创建班级一览表

（共 40 项）

序号 学院 班级 负责人 指导老师

1 教育与音乐学院 2019 级小学教育 1班 纪生隆 郑博洋

2 教育与音乐学院 2019 级小学教育 2班 张红玲 郑博洋

3 教育与音乐学院 2019 级小学教育 4班 吴乐恒 林 云

4 教育与音乐学院 2019 级学前教育 1班 曾年珠 郑时鑑

5 教育与音乐学院 2019 级学前教育 2班 吴秋仪 郑时鑑

6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级市场营销 1班 杨温瑶 李程秩

7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级市场营销 2班 杨立鹏 李程秩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级物流管理班 师军军 伍 斌

9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级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2班 林 彤 罗雅婷

10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8 级服装与服饰高职班 侯帅威 王 婷

11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9 级动画 1班 颜妤璇 张 婕

12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9 级动画 2班 王小娟 张 婕

13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9 级视觉传达设计班 谢彩霞 王 婷

14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9 级数字媒体技术 1班 颜仲晨 苏晨帆

15 机电工程学院 2019 级电子信息班 潘甚锦 吴爱娣

16 机电工程学院 2019 级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2班 苏 菼 赖旺富

17 机电工程学院 2019 级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班 吕俊奇 郭震强

18 信息工程学院 2019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师）班 陆伊萍 温春勇

19 信息工程学院 2019 级通信工程 1班 廖士榕 李倩倩

20 信息工程学院 2019 级通信工程 2班 黎思雯 李倩倩

21 信息工程学院 2019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班 黄强生 温春勇

22 信息工程学院 2019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班 黄文静 温春勇

23 资源与化工学院 2019 级材料化学 1班 马琪萱 李 蔚

24 资源与化工学院 2019 级化学工程与工艺 1班 王新宇 郭燕婷

25 资源与化工学院 2019 级生物技术班 王福奔 孙小茜

26 资源与化工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李岚清 李小明

27 建筑工程学院 2019 级工程造价 1班 陈思敏 张璐璐

28 建筑工程学院 2019 级风景园林 2班 林悦宁 徐 晶

29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易班学生工作站 朱雨茜 凌炜强

30
海峡理工学院 2019 级动画班（闽台）

林泽樟

谢谕莹
李 宝

31
海峡理工学院 2019 级环境设计一班（闽台）

廖慧鹏

董邱华
陈 燕

32
海峡理工学院 2019 级视觉传达设计班（闽台）

周国防

张 游
李 宝



33 海峡理工学院 2019 级生物技术班（闽台） 朱婉瑢 黄景旺

34 文化传播学院 2019 级汉语言文学 1班（师）班 张梓怡 郑吉香

35 文化传播学院 2019 级汉语言文学班 王灿霞 郑吉香

36
海外学院（外国语学院）

海外（外国语）学院易班学生

工作站
刘 洁

李雅琪

37 海外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9 级财务管理 1班 李 里 李雅琪

38 海外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9 级商务英语 A班 黄盛雨 林美兰

39 海外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9 级商务英语 B班 张 悦 林美兰

40 体育与康养学院 2019 级体育教育 2班 黄静茹 蒋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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