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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9-2020 学年 

东南大学推荐宝钢优秀教师奖候选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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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东南大学推荐宝钢优秀教师奖候选人 4人、专项奖两类和青年

教师授课竞赛奖 64人。现将获奖名单及奖励金额公布如下： 

一、2020年东南大学推荐宝钢优秀教师奖候选人 

赵林度  陆金钰  张福保  祝雪芬 

其中，赵林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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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元 

（二）各类学科竞赛 

（1）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2020） 国际级一等奖指导

教师团队   5000元 

（2）国际大学生工程力学竞赛（2020）（亚洲赛区）国际级

特等奖指导教师团队   5000元 

（3）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2019） 国际级金奖指导教师

团队   5000元 

（4）第二届国际大学生高速铁路建造技术模拟邀请赛 国际

级特等奖指导教师团队   5000元 

（5）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ACMICPC）（2019）亚洲

区域赛 国际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   10000元 

（6）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指导

教师团队   10000元 

（7）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国家级一等奖指导

教师团队   10000元 

（8）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信息技术大赛 国家级特等

奖、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   5000元 

（9）第三届全国大学生 FPGA创新设计竞赛 国家级特等奖、

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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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读大赛

（2019） 国家级特等奖、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   10000元 

（11）第九届中国教育机器人大赛 国家级特等奖、一等奖

指导教师团队   5000元 

（12）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2019 年） 国家级一等奖

指导教师团队   10000元 

（13）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2019 年） 国家级一等奖

指导教师团队   10000元 

（14）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2019） 国家级一等奖指

导教师团队   5000元 

（15）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国家级一等奖指

导教师团队   10000元 

（16）第十四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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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元 

（17）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指

导教师团队   10000元 

（18）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 创业"挑战赛 

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   10000元 

（19）第八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国家级一等奖指导

教师团队   10000元 

（20）第十三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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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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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十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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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第八届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赛 国家级一等奖

指导教师团队   5000元 

（23）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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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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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茅以升公益桥—小桥工程”设计

大赛 国家级一等奖指导教师团队   5000元 

（26）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与管理创新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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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大学第 27 届青年教师授课竞赛获奖人员 

序号 所在学院 姓名 获奖等级 

1 数学学院 马红铝 一等奖 

2 物理学院 陈  乾 二等奖 

3 体育系 赵  云 二等奖 

4 交通学院 耿艳芬 二等奖 

5 建筑学院 李  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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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学院 李  华 三等奖 

7 建筑学院 李京津 三等奖 

8 机械工程学院 吴闻宇 三等奖 

9 机械工程学院 周小舟 三等奖 

10 能源与环境学院 徐国英 三等奖 

11 能源与环境学院 杨  柳 三等奖 

1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  威 三等奖 

1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  非 三等奖 

1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鹏程 三等奖 

1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闻今 三等奖 

1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燕  锋 三等奖 

17 土木工程学院 胥  明 三等奖 

18 土木工程学院 吕清芳 三等奖 

19 土木工程学院 黄兴淮 三等奖 

20 土木工程学院 孙  建 三等奖 

21 土木工程学院 朱  仟 三等奖 

22 土木工程学院 郑宝锋 三等奖 

23 土木工程学院 李  泳 三等奖 

24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雷双瑛 三等奖 

25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莉莉 三等奖 

26 数学学院 胡建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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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数学学院 卢  伟 三等奖 

28 数学学院 张  鑫 三等奖 

29 自动化学院 王  颖 三等奖 

30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夏小俊 三等奖 

3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周  平 三等奖 

32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涂  景 三等奖 

33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崔乾楠 三等奖 

34 人文学院 张  佳 三等奖 

35 人文学院 顾秋实 三等奖 

36 人文学院 张  晶 三等奖 

37 人文学院 赵  浩 三等奖 

38 人文学院 闫志丹 三等奖 

39 经济管理学院 鞠传静 三等奖 

40 经济管理学院 潘健平 三等奖 

4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迎联 三等奖 

42 电气工程学院 王  伟 三等奖 

43 电气工程学院 张  淦 三等奖 

44 电气工程学院 王  琦 三等奖 

45 电气工程学院 邓富金 三等奖 

46 化学化工学院 陈文雪 三等奖 

47 化学化工学院 成  思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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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化学化工学院 俞韫烨 三等奖 

49 化学化工学院 刘  艺 三等奖 

50 体育系 姬晶晶 三等奖 

51 体育系 郭  璠 三等奖 

52 交通学院 张伟光 三等奖 

53 交通学院 徐光霁 三等奖 

54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  东 三等奖 

55 法学院 余  涛 三等奖 

56 医学院 芮云峰 三等奖 

57 医学院 汤天宇 三等奖 

58 医学院 曲德伟 三等奖 

59 医学院 刘松桥 三等奖 

60 医学院 陈克平 三等奖 

61 医学院 钱言言 三等奖 

62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李古月 三等奖 

63 海外教育学院 曹燕黎 三等奖 

64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  健 三等奖 

 

  东南大学 

2020 年 9 月 10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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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9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