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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明，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

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中国少数

民族艺术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

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编、转摘、全文

转载。出版学术著作 6 部。主研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论》（2010 年）获优秀结项。

先后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 7 项。 

 

王永，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

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四

川省科技进步奖评委会委员。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8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 9 部。主持培育国家审定新品种 1 个，

研制技术标准 14 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17 项，主研国家

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项；先后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4 项。 

 

刘亚刚，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

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四川省专家评议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畜牧

兽医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作为主编和副主编出版专著、教材 6

部，参编出版论著 2 部；在《中国兽医学报》、《中国预防兽医学报》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30 余篇。承担国家级项目 1 项和省部级项目 1

项。先后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7 项。 

 

刘俊哲，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

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藏族哲学、道家哲学、中国近现代

哲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国

内哲学动态》等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与编著 25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 2 项，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7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4 项，先后

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 5 项。 



 

罗庆春，彝名阿库乌雾，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

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及彝族文学等领域的教

学科研工作。在《民族文学研究》、《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核心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在国内外出版诗文集及理论专著20余部。

参与国家重大项目 2 项、主研省部级课题多项，先后获省部级科研成

果二等奖 2 项。 

 

郑玉才，教授，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

的优秀专家，获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四川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等称号。

主要从事动物生物化学、牦牛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以第一或通

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主编或参编专著、教材 6 部。主持国

家 973 计划前期研究专项和国家 863 课题子课题各 1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课题 3 项，主持四川省青年科技基金等省部级课题 7 项。获四

川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 

 

张建世，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

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的教学科研

工作，在《民族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出版学术专著 3 部。主研

并完成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造型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调查研究

（01BMZ012）”、“西南少数民族金属工艺文化遗产保护调查研究

（05BMZ032）”等国家、省部级课题 5 项，先后获省部级科研成果

二等奖、三等奖共 5 项。 

 

刘晓鹰，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曾为四川

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经济的教学研究，

在国家级及省级重点刊物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60 多篇。

独著或与同行合作完成学术著作 15 部。先后主持完成国际合作或厅

局级以上科研项目 38 项，获部省级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共 8 项、

省厅级科技进步奖 28 项。 

 

陈恩美，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四川省第

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会委员，中国致公党

四川省委副主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主要从事法学的教学科研工

作。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7 项，主编参编专著 3 部，撰写或发表论文、

调研报告 40 余篇，承担起草四川省地方性法规草案 1 项，受邀参与

指导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项目 3 项，获省部级优秀科研 2 等奖 2 项、3

等奖和优秀成果奖各 1 项。科研成果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价值。 



 

字向东， 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国家民委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四

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主要从事动物繁殖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

工作，在《中国科学》、《畜牧兽医学报》等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学术

论文 8 篇，在《Anim Reprod Sci》等 SCI 收录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教材)5 部。主研并完成“九龙牦牛种质特性测定”、“体

外受精技术开展改良犏牛生产的研究”等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先

后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 7 项。 

 

余仕麟，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

专家。主要从事伦理学原理、儒家文化、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等领域的

教学与科研工作。担任四川省伦理学会等 4 个省级学术团体副会长。

在《哲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独立或合作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部。主持并完成《儒家伦理思

想对藏族伦理思想影响研究》、《藏族伦理思想史研究》等国家、省部

级课题多项，先后获省部级教学和科研成果一等奖、三等奖共 7 项。 

 

杨明，笔名“杨铭”，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家社科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主要从事民族历史与民族

文物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或合作出

版专著共 10 余部。由于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被收入 1993 年出版的

《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大辞典》、1998 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

等。 

 

陈秋燕，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主要从事心理健康、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

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个案工作》分别被评为四川省精品资

源共享课和精品课程。在《心理教育与发展》等核心刊物上发表 30

余篇学术论文，编著 4 部学术专著，主研并完成 12 项国家级、省部

级课题，先后获得省部级科研与教学成果三等奖 2 项。 

 

张明善，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

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家民委领军人才、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

评估专家。主要从事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

教学科研工作，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2 项目。出版学术著作及

教材 6 部；发表学术论文 103 篇。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4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励 2 项。 

http://baike.baidu.com/view/697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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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华,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教育

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评审专家，社会科学项目的评审专家。主要

从事艺术教育和油画创作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就以油画《为什么》、《我爱油田》、《赶火车》、《布拖人》组画等重

要作品而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之领军人物及“伤痕美术”与 “四川画

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当代写实主义绘画的重要代表；作品多次荣

获艺术大奖并为国家美术馆所收藏。曾获得美国 CAC 艺术大奖展赛

金牌奖和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20 世纪艺术贡献奖”勋章等国际艺术

成就奖。 

 

徐希平，教授，文学硕士， 硕士生导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

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民族文学与文化传播等领

域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讲课程《中国文学史》为四川省精品课程，在

《民族文学研究》《当代文坛》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出

版学术著作 5 部，主持并参与完成《羌汉文学关系比较研究》、《李杜

诗学与民族文化》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先后获国家民委科研成

果二等奖 1 项，四川省社科成果三等奖 3 项。 

 

谭勇，教授，国家一级演奏员，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政协委员。研究方向：中

国少数民族艺术，音乐与舞蹈学。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人

大复印资料索引 16 篇，出版专著 10 部，任副总编出版全国普通高校

音乐教材 12 部。主持全国哲社艺术 D 类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6 项。

先后获中国“文华奖”“群星奖”政府金奖 2 项：中国音协“小金钟奖”“金

芦笙奖”“阿炳胡琴奖”专家铜奖 3 项；省部级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 4

项。 

 

刘圆，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入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计划。主要

从事民族医药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的《中国民族药物学概论》

课程被推选为教育部“视频精品公开课程”和四川省教育厅“资源共享

课程”。公开发表论文共 200 篇，其中 SCI 收录（通讯作者 5 篇）10

篇，核心期刊 150 篇。主持完成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15 项。获四川省

教学成果三等奖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