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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大  学 

南字发〔2020〕138号 

 

 

 

各院系、各单位： 

为激励广大教师献身教育事业，不断提升我校办学水平

和教育质量，学校联合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设立了本科

教学奖教金，对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中成绩突出的教师给予

奖励和表彰。 

根据本科教学奖教金的管理办法，经个人申请、院系推

荐，学校专家委员会评议、公示等程序，决定向“哲学通识

教育教学团队”等4个团队颁发“南京大学优秀教学团队奖教

金”、授予刘云虹等4位老师“南京大学赵世良讲座教授”称

号、向丁蕖等4位老师颁发“南京大学思政课程教学专项

奖”、向陈昌凯等4位老师颁发“南京大学卓越教师发展奖教

金”、向马俊山等20位老师颁发“南京大学中国银行教师教

学成果奖教金”、向胡星铭等10位老师颁发“南京大学杜厦

奖教金”、向周嘉昕等5位老师颁发“南京大学刘厚俊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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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向胡骞等29位老师颁发“南京大学新华报业优秀青年

教师奖教金”、向周欣展等80位老师颁发“南京大学魅力导

师奖”、向刘阳扬等50位老师颁发“南京大学优质线上教学

奖”（名单附后）。 

希望获奖教师珍惜荣誉，继续发扬刻苦钻研、开拓创新

的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全校教师要以获奖

教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培养高尚情操、弘扬新风正气，

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为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做出更

大的贡献！ 

 

 

附件：2020年度南京大学本科教学奖教金获奖名单 

 

 

 

                                   南京大学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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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南京大学优秀教学团队奖教金 

院系 团队名称 团队负责人 

哲学系 哲学通识教育教学团队 张亮 

数学系 代数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秦厚荣 

商学院经济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团队 葛扬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教学团队 杨荣武 

二、南京大学赵世良讲座教授 

院系 姓名 

外国语学院 刘云虹 

历史学院 张学锋 

生命科学学院 沈萍萍 

数学系 武海军 

三、南京大学思政课程教学专项奖 

院系 姓名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丁蕖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海超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锁明 

马克思主义学院 熊秋良 

四、南京大学卓越教师发展奖教金 

院系 姓名 

社会学院 陈昌凯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部 张莉 

生命科学学院 郑伟娟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彭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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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京大学中国银行教师教学成果奖教金 

院系 姓名 

文学院 马俊山 

历史学院 张良仁 

商学院管理学院 陶向南 

外国语学院 周丹丹 

信息管理学院 张志强 

海外教育学院 曹贤文 

政府管理学院 张海波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黄永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蒋炎岩 

数学系 张强 

化学化工学院 俞寿云 

生命科学学院 张冬梅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吉春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自强 

环境学院 鲜啟鸣 

软件学院 任桐炜 

人工智能学院 申富饶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祁毅 

体育部 问梅 

大学外语部 徐翠芹 

六、南京大学杜厦奖教金 

院系 姓名 

哲学系 胡星铭 

商学院经济学院 吴见彬 

商学院经济学院 邵昱琛 

商学院经济学院 段巍 

商学院管理学院 张骁 

商学院管理学院 王国才 

商学院管理学院 席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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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谢磊 

数学系 陈学长 

化学化工学院 程旭 

七、南京大学刘厚俊奖教金 

院系 姓名 

哲学系 周嘉昕 

商学院经济学院 卜茂亮 

商学院管理学院 巫珊 

数学系 杨俊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顾荣 

八、南京大学新华报业优秀青年教师奖 

院系 姓名 

工程管理学院 胡骞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谢懿 

数学系 石亚龙 

化学化工学院 赵斌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谢磊 

大气科学学院 胡海波 

生命科学学院 卢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晓林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张利剑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张会刚 

软件学院 刘峰 

人工智能学院 张建兵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刘铨 

环境学院 黄辉 

文学院 赫兆丰 

历史学院 孙扬 

哲学系 蓝江 

商学院经济学院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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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管理学院 杨雪 

法学院 张淼 

外国语学院 王露杨 

信息管理学院 陈铭 

社会学院 贺光烨 

新闻传播学院 李晓愚 

海外教育学院 王佳 

政府管理学院 陈志广 

体育部 王成 

大学外语部 乔丽婷 

艺术学院 李牧 

九、南京大学魅力导师奖 

院系 姓名 

文学院 周欣展 

文学院 唐玉清 

历史学院 武黎嵩 

历史学院 郑安光 

历史学院 闵凡祥 

哲学系 尚荣 

哲学系 黄玮杰 

商学院管理学院 万国光 

商学院管理学院 陈冬华 

商学院管理学院 宋哲 

商学院管理学院 陈曦 

商学院经济学院 周耿 

商学院经济学院 皮建才 

商学院经济学院 林辉 

法学院 邹立君 

法学院 吴卫星 

法学院 李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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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范浩 

外国语学院 汪磊 

外国语学院 黄荭 

信息管理学院 胡广伟 

信息管理学院 邓三鸿 

社会学院 杨渝东 

社会学院 陆远 

社会学院 葛霆 

新闻传播学院 林羽丰 

新闻传播学院 吴志远 

艺术学院 周计武 

政府管理学院 王海洲 

政府管理学院 姚远 

政府管理学院 于萌 

工程管理学院 陈虹桥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戴子高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王发印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程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汪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钱柱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陈林 

数学系 朱富海 

数学系 陈耀俊 

数学系 程伟 

数学系 王奕倩 

物理学院 刘晓宙 

物理学院 杨欢 

物理学院 郭霞生 

物理学院 戴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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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王伟 

化学化工学院 淳远 

化学化工学院 郑鹏 

化学化工学院 章文伟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周传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天宇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樊隽轩 

大气科学学院 黄安宁 

大气科学学院 房佳蓓 

生命科学学院 焦瑞华 

生命科学学院 戈惠明 

生命科学学院 陈熹 

生命科学学院 徐驰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马春梅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徐于月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陈振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秋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中风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葛中芹 

环境学院 张炳 

环境学院 罗军 

环境学院 肖琳 

环境学院 王勤耕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袁长胜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张勇 

医学院 李冬梅 

医学院 沈苏南 

医学院 夏天娇 

医学院 肖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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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亚明学院 张小鹏 

软件学院 刘钦 

软件学院 房春荣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冯建喜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郜志 

十、南京大学优质线上教学奖 

院系 姓名 

文学院 刘阳扬 

历史学院 刘金源 

历史学院 邹劲风 

哲学系 韩玉胜 

哲学系 代玉民 

商学院经济学院 李晓蓉 

商学院管理学院 薛清梅 

外国语学院 裴枫 

外国语学院 解友广 

信息管理学院 袁勤俭 

社会学院 沈晖 

新闻传播学院 卞冬磊 

新闻传播学院 Farland Chang 

海外教育学院 张斌 

政府管理学院 吴心喆 

政府管理学院 杨黎婧 

工程管理学院 方立兵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戴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黄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过洁 

数学系 张运清 

数学系 吴朝阳 

化学化工学院 芦昌盛 

化学化工学院 周爱东 



 

 —10—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春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博 

大气科学学院 孙旭光 

生命科学学院 薛雅蓉 

生命科学学院 周长芳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汪侠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周艳莲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窦蓉蓉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姜乃卓 

环境学院 马宗伟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夏奕东 

医学院 徐力致 

医学院 杜荣辉 

匡亚明学院 吴盛俊 

匡亚明学院 陈爽 

软件学院 汤恩义 

人工智能学院 赵一铮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张益峰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吴蔚 

体育部 禹雪璐 

体育部 姜艳 

大学外语部 王海啸 

大学外语部 黄燕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喜英 

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 徐花 

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 成雪峰 

 

 

 

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9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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