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推荐 2019 年教师教育“4+2”模式硕士研究生的公示

根据学校、学院有关文件，经 2015 级生物科学（师范）专业学生自愿

报名，生命科学学院 2019 年教师教育“4+2”模式硕士研究生遴选工作小

组组织的模拟课堂和面试及奖励加分统计，并经学院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审

核，决定推荐下列同学为 2019 年教师教育“4+2”模式硕士研究生，并予

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 年 6月 24 日至 2018 年 6月 27 日。

对遴选过程和推荐结果有异议者，请以实名书面形式向推荐工作领导

小组或学院领导反映，不接受匿名投诉。

联系人：蔡臻臻老师（电话：85217905；电子邮箱：angelczz@126.com）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 年 6 月 24 日



2：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4+2”模式硕士研究生遴选综合计分表

院系：生命科学学院（盖章） 院系推荐工作小组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序

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性别

总学分

绩点

绩

点

排

名

教师教育综合考核×85% 学术科研能力（须写明加减分项

目，含学科竞赛+教学竞赛+科
研课题+发表论文+英语六级

等）计算公式为：
本人原始加分÷年级最高原始加分

×15（年级最高原始加分：26 分）

综合

总分

备

注理论

测试

模拟

课堂
面试

三项

得分

1 生物

科学
20152501072 陈思霖 女 3.99 3 79.1

《Effects of dietary dandelion
extracts on growth
performance,body composition,
plasma biochemical parameters,
4immune responses and d5isease
resistance of ju6venile golden
pompano Tra7chinotus
ovatus.》，FISH Fish & Shellfish
Immunology（T类刊物），第四

作者；+8分；

校级挑战杯“金种子”项目《饲料

中添加枸杞提取物对珍珠龙胆

石斑鱼生长表现、饲料利用和免

疫功能的影响》，已结题，排名

第一：+8分；

华南师范大学第二届阅读推广

创意征集大赛一等奖。+8
英语六级通过。+2

94.1

推

荐

正

选



共计加分 26分（15分）

2 生物

科学
20152501084 薛小琪 女 3.82 10 78.9

英语通过 6级考试+2分；

校级大创立项（排名第二），未

结题：+2分；

共计加分 4分（2.3分）

81.2

推

荐

正

选

3 生物

科学

20152501030 吴冰婷 女 3.89 4 70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科创教育项目（排名第二），已

结题（证书未发），+8分
共计加分 10分（5.8分）

75.7
推

荐

候

选

4 生物

科学
20152501061 翁慧珠 女 3.83 8 72.9

英语通过 6级考试+2
共计加分 2分（1.2分）

74.1

推

荐

候

选

5 生物

科学
20152501008 谢幸珠 女 3.88 5 64.8

校级大创课题《茶树菇胞内多糖

提取条件及其降胆固醇作用的

研究》已立项但未结题，作为参

加成员排名第二，计 2分；

通过全国大学英语 6级考试，成

绩为 570分，计 2分。

共计加分 4分。（2.3分）

67.1

6 生物

科学
20151180147 姚朋炳 男 3.73 17 65.1

华南师范大学第 22届“为了明

天”师范技能大赛三等奖+3分
共计加分 3分（1.7分）

66.8

7 生物

科学
20152501007 黄思苗 女 3.75 13 61.7

第十六届华南师范大学师范生

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三等奖 3
分

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科研一

66.3



般课题项目《虫草素的血脑屏障

通透性探究》，未结题，课题负

责人+3分
英语通过 6级考试+2
共计加分 8分（4.6分）

8 生物

科学
20152501075 彭超兰 女 3.88 5 63.8

课题《墨西哥玉米草对高温响应

光合生理生态特征研究》成功立

项为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作为课题负责人+3分，未结题，

共计加分 3分（1.7分）

65.5

9 生物

科学
20152501058 李花 女 3.76 12 62.1

校级大创项目《五种墨西哥玉米

草对高温响应生理生态特征研

究》立项，未结题，排名第二，

+2分；

共计加分 2分（1.2分）

63.2

10 生物

科学
20152501004 何晓莹 女 3.82 10 61.2

英语通过 6级考试+2；
共计加分 2分（1.2分）

62.4

11 生物

科学
20152501001 张可真 女 3.66 24 58.8

通过英语 6级，计 2分
获得校级师范生多媒体课件制

作大赛三等奖（负责人），计 3
分，共计 5分（2.9分）

61.7

12 生物

科学
20152501102 曾家慧 女 3.65 25 60.4

英语通过 6级考试+2
共计加分 2分（1.2分） 61.5

9 生物

科学
20152501050 黄思婷 女 3.64 26 60

英语通过 6级考试+2
共计加分 2分（1.2分）

61.2

14 生物

科学
20152501104 林丹芸 女 3.58 34 58.3

英语通过 6级考试+2
共计加分 2分（1.2分）

5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