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宠物科技学院关于做好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 

延迟开学期间在线开展教学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停课不停学、学习不延期”的总体部署，按照学

校《关于做好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延迟开学期间在线开展教

学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宠物科技学院认真组织各教研室研讨制

定在线教学工作方案，确保“一专业一年级一方案”全覆盖，确保

做实做优疫情防控期间教育教学工作，确保教学质量和标准不降

低，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 教学安排 

1.教学资源及教学平台 

教学资源：主要从现代宠物技术国家教学资源库中选择合适

的资源，并做好更新、完善、升级改进，亦可以从智慧职教、中

国大学 MOOC、超星尔雅、智慧树网等平台中选择合适的资源。 

教学平台：以智慧职教云作为主要的在线教学平台，少部分

以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为在线教学平台。辅助利用相关直播软

件进行线上面授、答疑、互动，提高在线教学的效果，推荐使用

腾讯课堂、QQ 屏幕分享等直播应用和方式。 

2.各专业（分年级）方案 

（1）各专业各年级至少安排 2 门以上专业课程开展在线教

学，尽可能做到所有专业课程均开展在线教学。 

（2）按照本学期原定的课程分工和安排，各专业年级在线教



学开课任务如下表所列。（各专业各年级在线教学课程详细安排

见附件 1。） 

（3）按照本学期原定的课程分工和安排，各位老师在职教云

或者中国大学 MOOC 上建课和分班，负责本教学班的在线教学，

每周在线教学内容要达到原先课表要求的任务。校外兼职教师也

要求实施在线教学，由各教研室负责通知，对接教师负责指导和

帮助。 

（4）要加强教学设计，要提高教学效果，在线教学每周要保

各专业年级在线教学开课任务 

序号 专业 年级 在线教学开课课程 在线教学开课教师 

1 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2016 
宠物护理与美容、宠物外产科、小动物影

像技术、执业兽医师概论 

顾月琴；翟晓虎、张自聪；卓国荣；

沈晓鹏； 

2 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2017 宠物传染病、宠物训导与表演 丁丽军；梁毅文； 

3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2018 

宠物护理与美容、宠物疾病治疗技术、宠

物内科病、宠物外科手术、宠物疫病与公

共卫生、小动物影像技术 

王丽华；姚志兰；陆  江；徐卫祥；

罗益民；卓国荣； 

4 宠物养护与驯导 2018 

宠物繁殖、宠物美容、宠物皮肤病、宠物

疫病与公共卫生、工作犬驯导技术、牵犬

师实用技术 

狄和双；刘忠慧、王丽华、顾月琴；

卢  炜、吉  伟；罗益民；陈则东、

王付元；蒋  翔； 

5 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2018 宠物饲养、宠物营养与食品、动物药理 袁华根；罗有文；曹  勇； 

6 宠物医学 2018 
宠物内科病、宠物饲养、宠物外产科病、

宠物外科手术、宠物疫病与公共卫生 

张  斌、陆  江、宗亚来、马媛媛、

周明荣；王锦锋、卞桂华、罗有文、

曹  云、淡瑞芳；周红蕾、吴海涛、

李  玲、穆红云、李艳艳、姜忠华、

钱小亮；李  玲、李艳艳、刘俊栋、

吴海涛、周红蕾、钱小亮、姜忠华、

穆洪云；羊建平、高  敏； 

7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2019 
宠物心理与行为、动物病理、动物微生

物、动物药理 

朱建平、淡瑞芳；郑筱峰；王成丽、

曹  斌；曹  勇； 

8 宠物养护与驯导 2019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物、动物药理 
卢劲晔、郑筱峰、张  鸿；颜  卫、

刘  静；周媛丽； 

9 宠物养护与驯导（单） 2019 动物病理、动物微生物、动物药理 张  鸿；田其真；赵莎莎、周媛丽； 

10 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2019 宠物解剖生理、宠物心理与行为 王传锋；淡瑞芳； 

11 宠物医学 2019 宠物疾病诊疗技术、动物病理 赵学刚、孙晨明，姚志兰；何祥来； 



证 1 次在线直播授课（线上面授），利用腾讯课堂（推荐）或 QQ

屏幕分享。各课程授课教师可以组成团队，做好分工和协作，共

同备课、共同直播，实施在线教学，鼓励校外兼职教师参与团队

教学。（各课程直播授课安排表见附件 2。） 

（5）为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任课老师需要加入各个班

级 QQ 群（见附件 3），及时发布学习任务和要求，及时解答相关

问题。 

二、 教学实施 

1.教师授课 

任课教师严格按课程标准、教学进度及个人课表，在智慧职

教云课堂对应的时间节点落实各班级的具体教学任务，发布资源、

组织教学。所有课程都要做到“五有”：要有反映教学内容的电子

教材；每次课至少有一个教学资源；每次课至少有一次作业；每

周至少有一次教学效果测评；每次课都应该有答疑辅导和个性化

指导。课程结束时，可以通过远程云端考试、课程论文等方式检

验学习效果，结合学习过程表现，给予每位学生课程评价。 

2.学生学习 

组织任课教师主动加入各班级的班级 QQ 群，组织各班班主

任积极协助课程主讲教师加入本班级 QQ 群，通知本班学生安装

腾讯课堂 APP，做好在线开课前期准备。开课后，主讲教师及班

主任（协助）督促学生及时、有效参与学习，把学生参与学习的

过程和效果作为课业成绩的重要依据。对无故不及时参与学习的



同学及时给予提醒，必要时与相关家长取得联系，督促学生加强

学习。 

三、 保障支持 

建议使用智慧职教云平台提供的智能教学操作系统（Talent

教师端）作为录播软件，使用喀秋莎软件（Camtasia Studio 8.4.4

汉化）进行录播视频的剪辑，所用相关软件由图书信息中心提供

支持。为确保在线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宠物科技学院教学秘书

朱建平负责在线教学服务与对接工作。 

四、 监督检查 

由宠物科技学院院长曹斌、副院长卢炜、教学督导王传锋、

各教研室主任等人员组成督查小组，负责在线教学督导工作，每

周调取智慧职教云平台、中国大学 MOOC 课平台的后台数据，

了解各专业各年级各门课程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情况，随机抽查

在线直播课程的实施情况，保证教学质量标准不降低。 

五、 成果认定 

根据《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

办法》认定课程成果和统计教师教学工作量。教师对学生的课程

评价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依据。学生自行选修的网络公共课、专

业课、拓展课学业结束后，可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学分转

换相关规定，进行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 

六、 进度安排 

1.各主讲教师，填写《疫情防控期间课程教学计划表》（见附



件 4），于 2 月 10 日前完成。 

2.所有开设课程第一周教学资源须在 2 月 14 日前完成。 

3.各主讲教师按照本人课表于 2 月 16 日前在智慧职教云教

学平台发布所授班级第一周的教学资源，同时组建在线授课班级，

参照附件 1、附件 2 时间安排，做好授课准备。 

4.在线教学上课从 2 月 17 日开始。 

 

 

宠物科技学院 

2020 年 2 月 10 日 

  

  



附件 1： 

宠物科技学院各专业（分年级）在线教学开课课程表 

专业年级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教学平台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护理与美容 顾月琴   二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外产科 翟晓虎、张自聪         五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小动物影像技术 卓国荣       四 10:00-11: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执业兽医师概论 沈晓鹏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语文（八） 王爱华 一 10:00-11:30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数学（八） 顾敏 一 14:00-15:30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英语（八） 任荣军 一 8:00-9:30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二）   一 16:00-17:30           

2017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传染病 丁丽军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7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训导与表演 梁毅文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7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语文（六）   一 10:00-11:30           

2017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英语（六）   一 8:00-9:30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护理与美容 王丽华   二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疾病治疗技术 姚志兰         五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内科病 陆江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外科手术 徐卫祥       四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疫病与公共卫生 罗益民     三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小动物影像技术 卓国荣       四 10:00-11: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创业实训   一 8:00-9:30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宠物繁殖 狄和双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宠物美容 刘忠慧、王丽华、顾月琴     三 10:00-11:30     中国大学 MOOC+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宠物皮肤病 卢炜、吉伟       四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宠物疫病与公共卫生 罗益民     三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工作犬驯导技术 陈则东、王付元   二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牵犬师实用技术 蒋翔       四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创业实训   一 8:00-9:30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饲养 袁华根     三 10:00-11: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营养与食品 罗有文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动物药理 曹勇       四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语文（四）   一 10:00-11:30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数学（四）   一 16:00-17:30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英语（四）   一 8:00-9:30           

2018 级宠物医学 宠物内科病 
张斌、陆江、宗亚来、马媛

媛、周明荣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医学 宠物饲养 
王锦锋、卞桂华、罗有文、

曹云、淡瑞芳 
    三 10:00-11: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医学 宠物外产科病 

周红蕾、吴海涛、李玲、穆

红云、李艳艳、姜忠华、钱

小亮 

        五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医学 宠物外科手术 

李玲、李艳艳、刘俊栋、吴

海涛、周红蕾、钱小亮、姜

忠华、穆洪云 

      四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医学 宠物疫病与公共卫生 羊建平、高敏     三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医学 创业实训   一 8:00-9:30          

2019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心理与行为 朱建平、淡瑞芳       四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动物病理 郑筱峰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动物微生物 王成丽、曹斌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动物药理 曹勇       四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公共英语（二）   一 8:00-9:30           



2019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五 8:00-9:30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动物病理 卢劲晔、郑筱峰、张鸿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动物微生物 颜卫、刘静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动物药理 周媛丽       四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一 14:00-15:30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公共英语（二）   一 8:00-9:30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五 8:00-9:30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单） 动物病理 张鸿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单） 动物微生物 田其真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单） 动物药理 赵莎莎、周媛丽       四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单）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一 14:00-15:30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单） 公共英语（二）   一 8:00-9:30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五 8:00-9:30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解剖生理 王传锋   二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心理与行为 淡瑞芳       四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一 14:00-15:30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语文（二）   一 10:00-11:30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数学（二）   一 16:00-17:30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英语（二）   英语（二）           

2019 级宠物医学 宠物疾病诊疗技术 赵学刚、孙晨明，姚志兰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医学 动物病理 何祥来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医学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一 14:00-15:30           

2019 级宠物医学 公共英语（二）   一 8:00-9:30           

2019 级宠物医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五 8:00-9:30   

 

 



附件 2： 

宠物科技学院各门课程在线教学时间安排表 

专业年级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教学平台 

2017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传染病 丁丽军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宠物繁殖 狄和双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护理与美容 顾月琴   二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护理与美容 王丽华   二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医学 宠物疾病诊疗技术 赵学刚、孙晨明，姚志兰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疾病治疗技术 姚志兰         五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解剖生理 王传锋   二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宠物美容 刘忠慧、王丽华、顾月琴     三 10:00-11:30     中国大学 MOOC+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内科病 陆江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医学 宠物内科病 
张斌、陆  江、宗亚来、马媛

媛、周明荣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宠物皮肤病 卢炜、吉伟       四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饲养 袁华根     三 10:00-11: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医学 宠物饲养 
王锦锋、卞桂华、罗有文、曹

云、淡瑞芳 
    三 10:00-11: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外产科 翟晓虎、张自聪         五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医学 宠物外产科病 
周红蕾、吴海涛、李玲、穆红

云、李艳艳、姜忠华、钱小亮 
        五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外科手术 徐卫祥       四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医学 宠物外科手术 

李玲、李艳艳、刘俊栋、吴海

涛、周红蕾、钱小亮、姜忠

华、穆洪云 

      四 14:00-15: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心理与行为 朱建平、淡瑞芳       四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心理与行为 淡瑞芳       四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7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训导与表演 梁毅文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宠物疫病与公共卫生 罗益民     三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宠物疫病与公共卫生 罗益民     三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医学 宠物疫病与公共卫生 羊建平、高敏     三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宠物营养与食品 罗有文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动物病理 郑筱峰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动物病理 卢劲晔、郑筱峰、张鸿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单） 动物病理 张鸿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医学 动物病理 何祥来   二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动物微生物 王成丽、曹斌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动物微生物 颜卫、刘静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单） 动物微生物 田其真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动物药理 曹勇       四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动物药理 曹勇       四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动物药理 周媛丽       四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9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单） 动物药理 赵莎莎、周媛丽       四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工作犬驯导技术 陈则东、王付元   二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 牵犬师实用技术 蒋翔       四 14:00-15: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小动物影像技术 卓国荣       四 10:00-11: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8 级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小动物影像技术 卓国荣       四 10:00-11:30   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 

2016 级宠物养护与驯导（五） 执业兽医师概论 沈晓鹏     三 10:00-11:30     智慧职教云课堂+QQ 群屏幕分享或腾讯课堂 

 



附件 3： 

宠物科技学院班级 QQ 群一览表 

序号 班级 人数 班主任 联系方式 班级群号 

1 16 高职宠物养护与驯导 40 鲁珺 13852868811 567040947 

2 17 高职宠物养护与驯导 37 吴丹 15161005231 418304560 

3 18 高职宠物养护与驯导 49 王锦锋 13852619866 629119570 

4 18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37 李艳艳 15189913758 241729141 

5 18 宠物养护与驯导 1 36 刘倩 15161005775 856034328 

6 18 宠物养护与驯导 2 36 刘倩 15161005775 874277042 

7 18 宠物养护与驯导 3 36 鲁珺 13852868811 773290849 

8 18 宠物养护与驯导 4 36 吴丹 15161005231 855326449 

9 18 宠物医学 1 44 李宁 18961089607 874621548 

10 18 宠物医学 2 45 刘倩 15161005775 801187663 

11 18 宠物医学 3 46 贺卫华 15896000619 550560273 

12 18 宠物医学 4 48 贺卫华 15896000619 821321504 

13 18 宠物医学 5 44 唐国伟 18361098750 863653435 

14 18 宠物医学 6 44 李宁 18961089607 640614568 

15 18 宠物医学 7 44 姜晖 15951170007 435107540 

16 18 宠物医学 8 49 沈晓鹏 13705263051 730829651 

17 19 高职宠物养护与驯导 43 屈田 15705269678 648688789 

18 19 宠物养护与驯导 1 38 戚琪然 18252603721 541093239 

19 19 宠物养护与驯导 2 37 唐国伟 19825661230 152670926 

20 19 宠物养护与驯导 3 36 唐国伟 19825661230 716116106 

21 19 宠物养护与驯导 4 27 吴丹 15161005231 685255703 

22 19 宠物养护与驯导(单)1 49 陈爱凤 13815962946 600256462 

23 19 宠物养护与驯导(单)2 49 戚琪然 18252603721 574622618 

24 19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1 49 孙晨明 15896016752 659829274 

25 19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2 49 安东 18860898065 591263788 

26 19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3 49 唐国伟 19825661230 618849686 

27 19 宠物医学 1 46 田其真 15850875526 588975450 

28 19 宠物医学 2 45 刘静 15850883263 242233166 

29 19 宠物医学 3 44 马跃 15252670021 907650760 

30 19 宠物医学 4 43 陆江 15005262099 664277595 

31 19 宠物医学 5 42 周红蕾 15952606792 632645685 

32 19 宠物医学 6 43 何祥来 15261016699 546474644 

 

 



附件 4：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疫情防控期间 

课程教学计划表 

学院（部）  专 业  年级  

课  程  班 级  

总 学 时  学生数  

授课教师  班主任  

教学进度计划 

周别 日期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资源 拟用教学平台 

一 

2.17     

2.18     

2.19     

2.20     

2.21     

二 

2.24     

2.25     

2.26     

2.27     

2.28     

 ……     

      

      

教研室主任 

审核意见 
 

教学院长

审核意见 
 

教务处 

审核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