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公共体育课课程QQ群汇总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任课教师 项目 QQ群号 任课教师 项目 QQ群号 任课教师 项目 QQ群号 任课教师 项目 QQ群号 任课教师 项目 QQ群号

1-2节

胡秋实 太极拳 1055198751 胡秋实 篮球 1055069355 胡秋实 篮球 709465255 胡秋实 篮球 1006349018

赵梓旭 篮球 1055575294 赵梓旭 散打 1055578031 赵梓旭 散打 1055578698 赵梓旭 散打 933090673

仲伟波 乒乓球 1054757456 仲伟波 网球 580369449 仲伟波 乒乓球 937835681 仲伟波 乒乓球 1055050735

颜炳国 羽毛球 1029565583 颜炳国 羽毛球 980717517 颜炳国 羽毛球 795905826 颜炳国 羽毛球 653557347

万泳睿 跆拳道 985397184 万泳睿 乒乓球 767145031 万泳睿 乒乓球 1055132671 万泳睿 跆拳道 991980333

王津津 瑜伽 1054845971 王津津 瑜伽 1054875702 王津津 瑜伽 739086541 王津津 瑜伽 658708703

徐璐璐 排球 1054989769 徐璐璐 排球 1054990623 徐璐璐 篮球 590441310

杨伟伟 太极拳 752165799 杨伟伟 健美操 1054905815

张艳 健美操 1054801601 张艳 健美操 1054950815 张艳 健美操 972568217

丁心然 体育舞蹈 1055093119 丁心然 体育舞蹈 1055575964 丁心然 搏击操 661061786 丁心然 搏击操 839631584

4-5节

胡秋实 太极拳 811126976 胡秋实 篮球 1055089703 胡秋实 太极拳 819362238 胡秋实 篮球 1054988449

赵梓旭 篮球 1055575676 赵梓旭 散打 837950985 赵梓旭 散打 742718086 赵梓旭 散打 832981553

仲伟波 乒乓球 1054922460 仲伟波 网球 1054981562 仲伟波 网球 1055055352

颜炳国 足球 146954685 颜炳国 羽毛球 983424194 颜炳国 羽毛球 859860655 颜炳国 羽毛球 271462573 颜炳国 羽毛球 985534112

万泳睿 跆拳道 1054972006 万泳睿 乒乓球 993449824 万泳睿 乒乓球 1054991232 万泳睿 乒乓球 1055562740 万泳睿 乒乓球 1055570644

王津津 气排球 1054858448 王津津 瑜伽 555186418 王津津 瑜伽 714233336

徐璐璐 排球 858203425 徐璐璐 排球 1054992137 徐璐璐 篮球 1054992539 徐璐璐 篮球 665634177 徐璐璐 排球 695059420

杨伟伟 健美操 1054882102 杨伟伟 太极拳 817458863 杨伟伟 太极拳 1055038926 杨伟伟 健美操 687514722 杨伟伟 太极拳 713819663

张艳 瑜伽 244950059 张艳 瑜伽 1054951933 张艳 健美操 333156813 张艳 瑜伽 701573278

丁心然 体育舞蹈 1055568876 丁心然 体育舞蹈 1055590765 丁心然 搏击操 1055468883 丁心然 搏击操 1055474965 丁心然 搏击操 853569887

6-7节

胡秋实 篮球 1055101661 胡秋实 太极拳 563931618

赵梓旭 篮球 544515774 赵梓旭 散打 832981553 赵梓旭 散打 652446893

仲伟波 乒乓球 1054924698 仲伟波 网球 1054957531 仲伟波 乒乓球 552708327

颜炳国 足球 981694018 颜炳国 羽毛球 271462573

万泳睿 跆拳道 191092464 万泳睿 乒乓球 1055562740

王津津 气排球 1054993115 王津津 瑜伽 650156395 王津津 瑜伽 721346834

徐璐璐 排球 1054862292 徐璐璐 篮球 699838161

杨伟伟 健美操 946345704 杨伟伟 太极拳 1055041112 杨伟伟 健美操 542765706

张艳 瑜伽 614397431 张艳 健美操 855659693

丁心然 体育舞蹈 487900949 丁心然 搏击操 1055474965

9-10 张艳 体育保健 331671489

备注：1.未选上课和选课项目冲突的同学请加qq群：437905158 2.登录教务系统查看自己所选19-20学年第2学期体育课程项目及任课教师后选择相应qq群号加入（课程内容和考核方式会在群
里具体通知）；3.拟申请的保健课的同学请加入保健课qq群；4.深色区域为18级体育4课程；其余为19级课程体育2课程；橙色为体育保健课；5.其他有关教学疑问联系仲老师：15298608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