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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18-2019学年东南大学推荐宝钢优秀 

教师奖候选人及2017-2018、2018-2019 
学年专项奖等评选结果的通知 

 
学校各有关部门、单位：  

经院（系）推荐、专家评审、公示及学校审定，共评选 2019

年东南大学推荐宝钢优秀教师奖候选人 4人、专项奖两类、青年

教师授课竞赛奖。现将获奖名单及奖励金额公布如下： 

一、2019年东南大学推荐宝钢优秀教师奖候选人 

孙伟锋  鲍  莉  童小东  王立新 

其中，孙伟锋为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人。奖金由宝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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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金支付。 

二、专项奖 

（一）教学督导组 

1. 2017-2018学年，35000元； 

2. 2018-2019学年，35000元。 

（二）各类学科竞赛 

1. 2018 年本科生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及以上奖项获得团队

指导教师 

（1）2018 美国大学生数模竞赛国际级一等奖指导团队，

10000元； 

（2）ASC18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国际级一等奖指导团

队，10000元； 

（3）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项目

指导团队，5000元； 

（4）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季

军）项目指导团队，5000元； 

（5）2017 年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9 个国家级

一等奖，并获得“瑞萨”最佳应用奖项目指导团队，5000元； 

（6）第十一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国家级一等奖指

导团队，5000元； 

（7）2017 年第十二届“恩智浦”杯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国

家级一等奖指导团队，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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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 年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项目指导团队，5000元； 

（9）2017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团队，

5000元； 

（10）2017年第七届中国教育机器人大赛国家级特等奖、一

等奖指导团队，5000元； 

（11）2017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国家级一等奖

指导团队，5000元； 

（12）2017年第八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国

家级一等奖指导团队，5000元； 

（13）2017年第四届卓越联盟高校“卓越杯”大学生化学新

实验设计及化学实验技能竞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团队，5000元； 

（14）2018年第五届卓越联盟高校“卓越杯”大学生化学新

实验设计及化学实验技能竞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团队，5000元； 

（15）2018年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国家

级一等奖项目指导团队，5000元； 

（16）2018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国家级特等奖、一等奖指

导团队，5000元； 

（17）2018 RoboCup机器人中国赛国家级一等奖项目指导团

队，5000元； 

（18）2018年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家级一

等奖指导团队，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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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8年“苏博特”杯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材料设

计大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团队，5000元； 

（20）2018年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

竞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团队，5000元； 

（21）2018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

计大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22）首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综合技能大赛国家级一等奖

指导团队，5000元； 

2. 2019 年本科生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及以上奖项获得团队

指导教师 

（1）2019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际级特等奖指导团队，

10000元； 

（2）2019 IEEE CASS学生设计竞赛国际级一等奖指导团队，

10000元； 

（3）2019国际大学生工程力学竞赛国际级一等奖指导团队，

10000元； 

（4）2019 国际大学生工程力学竞赛（亚洲赛区）国际级特

等奖指导团队，10000元； 

（5）2018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ACMICPC）亚洲区

域赛 国际级一等奖指导团队，10000元； 

（6）2019美国土木工程大学生竞赛国际级一等奖指导团队，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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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指导

团队，5000元； 

（8）2019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国家级特等奖指导团队，5000

元； 

（9）2019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国家级

特等奖指导团队，5000元； 

（10）2018第八届中国教育机器人大赛国家级特等奖指导团

队，5000元； 

（11）2019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国家级一等奖指

导教师团队，5000元； 

（12）2019第十二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国家级一等

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13）2019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家级一等

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14）2019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

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15）2019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国家级一等奖

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16）2018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项目指导团队，5000元； 

（17）2019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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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19第九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国家

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19）2019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信息技术大赛国家级一等奖

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20）2019第六届“卓越杯”大学生化学新实验设计及化学

实验技能竞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21）2019大学生健康教育科普作品大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

教师团队，5000元； 

（22）2019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国家级一等奖指

导教师团队，5000元； 

（23）2018第十三届“恩智浦”杯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全国

总决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24）2018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

团队，5000元； 

（25）2018第二届“卓越杯”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国家级一

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26）2018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赛国家级一

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27）2018第十二届“三菱电机杯”全国大学生电气与自动

化大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28）2018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国家级一

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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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18 中国机器人大赛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

5000元； 

（30）2018第七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国家级一等奖指

导教师团队，5000元； 

（31）首届（2018）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5000元。 

三、青年教师授课竞赛奖 

一等奖奖金额度 5000 元/人，二等奖奖金额度 2000 元/

人，三等奖奖金额度 500 元/人。获奖名单如下： 

（一）东南大学第 25 届青年教师授课竞赛获奖人员 

序  号 学  院 姓  名 获奖等级 

1 土木工程学院 许  妍 一等奖 

2 建筑学院 唐  斌 二等奖 

3 建筑学院 鲍  莉 二等奖 

4 机械工程学院 阚亚鲸 二等奖 

5 能源与环境学院 郭  瑞 二等奖 

6 土木工程学院 宋晓东 二等奖 

7 土木工程学院 谈超群 二等奖 

8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祝  靖 二等奖 

9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志强 二等奖 

10 数学学院 钟  敏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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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国语学院 凌建辉 二等奖 

12 医学院 王晓燕 二等奖 

1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孟洪福 二等奖  

14 外国语学院 姚羚羚 二等奖  

15 法学院 刘启川 二等奖  

16 建筑学院 殷  铭 三等奖 

17 建筑学院 袁旸洋 三等奖 

18 机械工程学院 张  宁 三等奖 

19 机械工程学院 石云德 三等奖 

20 能源与环境学院 陈晓乐 三等奖 

21 能源与环境学院 潘  蕾 三等奖 

2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涤燹 三等奖 

2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彭林宁 三等奖 

2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余  超 三等奖 

25 土木工程学院 宁  延 三等奖 

26 土木工程学院 刘家彬 三等奖 

27 土木工程学院 吴佰建 三等奖 

28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晓阳 三等奖 

29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宇宁 三等奖 

30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若虎 三等奖 

31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宗慎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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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学学院 赵  璇 三等奖 

33 数学学院 徐  毅 三等奖 

34 数学学院 朱  平 三等奖 

35 自动化学院 甘亚辉 三等奖 

3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肖卿俊 三等奖 

3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冠羽 三等奖 

38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张天柱 三等奖 

3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史雅妮 三等奖 

4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培根 三等奖 

41 人文学院 张  晒 三等奖 

42 经济管理学院 陈丰龙 三等奖 

43 经济管理学院 李绍芳 三等奖 

44 电气工程学院 谭林林 三等奖 

45 外国语学院 刘  超 三等奖 

46 外国语学院 赵彦阳 三等奖 

47 化学化工学院 陈飞虹 三等奖 

48 化学化工学院 李乃旭 三等奖 

49 交通学院 冒刘燕 三等奖 

50 交通学院 徐铖铖 三等奖 

51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会军 三等奖 

52 法学院 刘明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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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法学院 杨  洁 三等奖 

54 医学院 黄英姿 三等奖 

55 医学院 刘  玲 三等奖 

56 医学院 汤成春 三等奖 

57 医学院 陈  明 三等奖 

58 医学院 程张军 三等奖 

59 医学院 蔡云朗 三等奖 

60 医学院 赵  蕾 三等奖 

61 建筑学院 张  弦 三等奖  

62 建筑学院 易  鑫 三等奖  

63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莉莉 三等奖  

64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易真翔 三等奖  

（二）东南大学第 26 届青年教师授课竞赛获奖人员 

序  号 学  院 姓  名 获奖等级 

1 自动化学院 王雁刚 二等奖 

2 机械工程学院 李彦斌 二等奖 

3 海外学院 张志凌 二等奖 

4 外国语学院 赵  杨 二等奖 

5 外国语学院 李  晨 二等奖 

6 物理学院 刘  甦 二等奖 

7 能源与环境学院 张  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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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汤文轩 二等奖  

9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  霁 二等奖  

10 土木工程学院 管东芝 三等奖 

11 公共卫生学院 吴添舒 三等奖 

12 建筑学院 徐  瑾 三等奖 

13 土木工程学院 孙  宾 三等奖 

14 电气工程学院 何嘉弘 三等奖 

15 电气工程学院 阳  辉 三等奖 

16 交通学院 付  晓 三等奖 

17 能源与环境学院 王晓佳 三等奖 

18 能源与环境学院 张  伦 三等奖 

1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姚  帅 三等奖 

20 土木工程学院 秦  颖 三等奖 

21 交通学院 王  菲 三等奖 

2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嘉晖 三等奖 

23 化学化工学院 赵  健 三等奖 

24 法学院 王玮玲 三等奖 

25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超 三等奖 

26 数学学院 张  鑫 三等奖 

2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单  冯 三等奖 

28 公共卫生学院 孙蓉丽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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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建筑学院 王  为 三等奖 

3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佘  伟 三等奖 

31 医学院 徐静媛 三等奖 

32 能源与环境学院 邵应娟 三等奖 

3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燕  锋 三等奖 

34 自动化学院 王辰星 三等奖 

35 交通学院 沈永俊 三等奖 

36 土木工程学院 陆金钰 三等奖 

37 生物医学与工程学院 周  平 三等奖 

3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萍 三等奖 

39 外国语学院 韩  晓 三等奖 

40 医学院 郭芳芳 三等奖 

41 数学学院 曹海燕 三等奖 

42 自动化学院 盖绍彦 三等奖 

4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田无边 三等奖 

44 建筑学院 张  愚 三等奖 

45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洁 三等奖 

46 人文学院 庞俊来 三等奖 

47 外国语学院 吴  婷 三等奖 

48 法学院 钱小平 三等奖 

49 外国语学院 毛彩凤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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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医学院 陆  军 三等奖 

51 交通学院 廖公云 三等奖 

52 医学院 郭凤梅 三等奖 

53 医学院 秦永林 三等奖 

54 医学院 张  莹 三等奖 

55 医学院 吕海芹 三等奖 

56 医学院 吴燕平 三等奖 

57 生物医学与工程学院 罗守华 三等奖 

58 能源与环境学院 刘  聪 三等奖  

59 人文学院 王富宜 三等奖  

 

 

 东南大学 

2019 年 10 月 24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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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