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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D17040002 表演基础( 一） 专业基础课 必修 22表演一组 27 赵杨 讲师 是 9787811037661 表演基础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吕明 第一版 2008 否 否

2022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D17040003 台词基础( 一） 专业基础课 必修 22表演二组 27 邵宇 讲师 是 9787503919480 《演员艺术语言基本技巧》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央戏剧学院台词教研室编著第一版 2000 否 否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02 播音主持实务(一） 专业基础课 必修 2022播音与主持艺术44 宫雪 助教 是 9787565725999 语音发声（第4版）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王璐 吴洁茹 2019年12月第4版 否 否
1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03 播音主持语音与发声 专业基础课 必修 2022播音与主持艺术44 迟文敬 讲师 是 978-7-5657-0888-6 播音主持语音与发声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2014年9月第1版 否 否
1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04 艺术概论 专业基础课 必修 2022播音与主持艺术44 侯琳 讲师 是 9787040512908 艺术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2019 是 否
1

2022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D17010006 艺术概论 专业基础课 必修 2022广播电视编导58 侯琳 讲师 是 9787040512908 艺术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2019 是 否

2022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01 动画概论 专业基础课 必修 221动画一班 127 曲朋 讲师 是 9787302486299 动画概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宁/教授 2018年 1月第二次 否 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 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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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填表说明：

1.请认真查看附件3 ：征订单填写要求
2.同一“ 任务号”的不同“流水号” ，为同一教学头，请按“专业 ”调整“人数 ”列，要考虑本学期复学人数，专业人数参考附件2

3.同一专业，同一课程，因班型原因多头上课的， 并且选择同一种教材的，仅在一条流水号下征订教材，另一处选择“否”
4.未参加 2022年教材审核的教材，需要填写《辽宁师范大学教材专项排查工作审核表》 ，经学院不少于由教材主编（或选用人） 审查、教研室审查、学院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审查、学院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四级审查机制和学校抽查审核通过方可征订。

辽宁师范大学2022 -2023（ 一 ）教材征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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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79731 165671 2020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C17030024 教育戏剧专题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0 表演 25 王帅 讲师

2022179732 165672 2020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C17030025 表演大师作品分析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0 表演 25 李博; 薛实夫;韩丹讲师; 讲师;讲师

2022179733 165673 2020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C17030042 肢体戏剧创作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表演 25 韩丹; 薛实夫讲师; 讲师

2022179734 165674 2020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C17030043 戏剧影视独白创作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表演 25 王帅 讲师

2022179736 165676 2020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11 摄像基础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表演 25 张指嘉

2022179783 165722 2021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D17040024 中外文学 (一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1 表演 27 王敏 讲师

2022179787 165726 2021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D17040025 当代演剧史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1 表演 27 李博 讲师

2022179789 165728 2021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D17040039 舞剧鉴赏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表演 27 韩丹 讲师

2022179791 165730 2021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D17040040 导演基础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表演 27 赵杨 助教

2022179793 165732 2021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D17040037 服装表演与组织策划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表演 27 张弢 副教授

2022179807 165745 2022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D17040020 专业导论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2 表演 27 薛实夫 讲师

2022180305 166254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C17050038 新闻报道与评论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48 赵丹丹 讲师

2022180306 166255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C17050039 传播学概论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48 张指嘉

2022180307 166256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C17050040 电视节目形态与模式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48 金灿 讲师

2022180310 166259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42 新闻学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44 赵丹丹 讲师 978- 7- 04-053367- 5新闻学概论（ 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编写组 2020 需要采用工程教材

2022180311 166260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43 艺术语言实务 (一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44

2022180312 166261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28 表演基础 (一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44 赵丹丹 讲师

2022180313 166262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40 传播学概论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44 张指嘉

2022180314 166263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41 电视节目形态与模式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44 金灿 讲师

2022180315 166264 2021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53 影视全流程实训( 一）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2021广播电视编导;2021表演;2021动画30 张指嘉

2022180316 166264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53 影视全流程实训( 一）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2021广播电视编导;2021表演;2021动画30 张指嘉

2022180317 166264 2021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53 影视全流程实训( 一）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2021广播电视编导;2021表演;2021动画30 张指嘉

2022180318 166264 2021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53 影视全流程实训( 一）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播音与主持艺术;2021广播电视编导;2021表演;2021动画30 张指嘉

2022180324 166270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34 中国文化导读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44 侯琳 讲师

2022180325 166271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35 中外文学 (一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44 王敏 讲师

2022180327 166273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20 声乐基础 (一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44 赵丹丹 讲师

2022180328 166274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21 形体基础 (一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44 韩丹 讲师

2022180329 166275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C1705011 访谈节目制作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48 赵丹丹 讲师

2022180330 166276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C1705012 口语传播实务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48 毕嘉豪

2022180333 166279 2020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C17010037 广告创意与制作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广播电视编导59 鲍艳宇 讲师

2022180334 166280 2020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C17010041 影视人物造型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广播电视编导59 张弢 副教授

2022180339 166289 2021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D17010028 中外经典电影作品分析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1 广播电视编导58 金灿 讲师

2022180340 166290 2021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D17010032 纪录片创作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广播电视编导58 金灿 讲师

2022180341 166291 2021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D17010033 中国电视剧名篇解读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广播电视编导58

2022180342 166292 2021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D17010041 表演专题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广播电视编导58 王帅 讲师

2022180349 166301 2022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D17010023 专业导论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2 广播电视编导58 赵丹丹 讲师

2022180350 166302 2022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D17010024 中外文学 (一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2 广播电视编导58 王敏 讲师

2022180351 166303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D17800022 专业导论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2 播音与主持艺术44 赵丹丹 讲师

2022180509 166454 2020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27 动画周边产品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动画 127 明珠

2022180510 166455 2020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28 产业前沿专题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动画 127 鲍艳宇 讲师

2022180511 166456 2020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40 原画设计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动画 127 刘兆一 讲师

2022180512 166457 2020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41 表演基础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动画 127 邵宇 讲师

2022180515 166460 2021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25 经典动画作品分析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动画 127 明珠

2022180516 166461 2021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26 动画后期制作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动画 40 卢柏樵 讲师

2022180517 166462 2021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27 动画分镜头设计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动画 127 郭嘉 讲师

2022180518 166463 2021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29 影视摄影基础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动画 127 明珠

2022180519 166465 2021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41 意构( 三）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动画 127 刘兆一; 安家杰外聘; 讲师

2022180565 166512 2021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28 影视剧本分析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动画 127 刘晓婷 助教

2022180566 166513 2021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40 影视艺术史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1 动画 127

2022181532 167288 全部 全部 影视艺术学院 C34020036 企业品牌研究 创新创业课 任选 文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法学院 ;影视艺术学院90 刘笑男 讲师

2022181544 167297 2019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C34020042 创意插画设计 创新创业课 任选 2019 动画 90 刘洪治 讲师

2022181545 167298 全部 全部 影视艺术学院 C34020043 创新与实践 创新创业课 任选 文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法学院 ;影视艺术学院90 何静 讲师

2022181677 167535 2020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53 项目展示设计训练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动画;2020广播电视编导;2020播音与主持艺术30 鲍艳宇 讲师

2022181678 167535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53 项目展示设计训练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动画;2020广播电视编导;2020播音与主持艺术30 鲍艳宇 讲师

2022181679 167535 2020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53 项目展示设计训练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动画;2020广播电视编导;2020播音与主持艺术30 鲍艳宇 讲师

2022181680 167536 2020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C17010052 音频制作技术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广播电视编导;2020动画30 由一林 讲师

2022181681 167536 2020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C17010052 音频制作技术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广播电视编导;2020动画30 由一林 讲师

2022181682 167537 2020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51 媒介产品研发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表演;2020动画;2020广播电视编导 ;2020播音与主持艺术259 谢双超 讲师

2022181683 167537 2020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51 媒介产品研发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表演;2020动画;2020广播电视编导 ;2020播音与主持艺术259 谢双超 讲师

2022181684 167537 2020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51 媒介产品研发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表演;2020动画;2020广播电视编导 ;2020播音与主持艺术259 谢双超 讲师

2022181685 167537 2020 表演 影视艺术学院 C17040051 媒介产品研发 专业发展课 任选 2020 表演;2020动画;2020广播电视编导 ;2020播音与主持艺术259 谢双超 讲师

2022181701 167555 2022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19 专业导论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2 动画 127 侯丽 讲师

2022181702 167556 2022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20 意构( 一）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21动画一班 26 刘兆一; 安家杰外聘; 讲师

2022181703 167557 2022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20 意构( 一）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22动画二班 26 刘兆一; 安家杰外聘; 讲师

2022181704 167558 2022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20 意构( 一）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23动画三班 25 刘兆一; 安家杰外聘; 讲师

2022181705 167559 2022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20 意构( 一）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24动画四班 25 刘兆一; 安家杰外聘; 讲师

2022181706 167560 2022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20 意构( 一）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25动画五班 25 刘兆一; 安家杰外聘; 讲师

2022181707 167561 2022 动画 影视艺术学院 D17100038 中外美术史 专业发展课 限选 2022 动画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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