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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6 年国华杰出学者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黄春辉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2 陶 澍 城市与环境学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3 朱凤瀚 历史学系 国华杰出学者奖 

4 朱苏力 法学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5 万远廉 第一医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6 刘忠军 第三医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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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6 年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陈晓兰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 杜晓勤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 顾永新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 姜涛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5 金永兵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6 李更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7 李鹏飞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8 林幼菁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9 潘建国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0 邵燕君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1 宋亚云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2 汪锋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3 王风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4 王丽丽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5 王韫佳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6 吴国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7 詹卫东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8 张沛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9 朱彦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0 党宝海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1 韩巍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2 何晋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3 李隆国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24 李维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5 李新峰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6 牛可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7 王元周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8 叶炜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9 赵冬梅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0 昝涛 历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1 崔剑锋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2 何嘉宁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3 胡钢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4 雷兴山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5 秦岭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6 孙庆伟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7 韦正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8 程乐松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9 李猛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0 李四龙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1 刘华杰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2 刘哲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3 聂锦芳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4 吴飞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5 吴天岳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6 吴增定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7 先刚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8 杨立华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9 仰海峰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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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50 周学农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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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6 年唐立新奖教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樊铁栓 物理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2  刘玉鑫 物理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3  侯贵廷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4  陈立翰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5  李安山 国际关系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6  章政 经济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7  董小英 光华管理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8  陈瑞华 法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9  刘兹恒 信息管理系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10  董强 外国语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11  刘树森 外国语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12  王丹 外国语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13  赵白生 外国语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14  张戈 体育教研部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15  徐晶凝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16  许进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17  张大成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18  陈向明 教育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19  宋新明 人口所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20  邓辉 城市与环境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21  刘同祯 餐饮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22  白焕荣 会议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23  刘晓明 社区服务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24 翁正明 动力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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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25 李有钢 校园服务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26 黄传军 公寓服务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27 张少林 保卫部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28 林永兴 房地产管理部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29 王云鹏 基建工程部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30 王霜 总务部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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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6 年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获奖名单 

 

序

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孙猛 数学科学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2  毛有东 物理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3  许成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4  王迪 社会学系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5  范晔 外国语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6  
古市雅

子 
外国语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7  廉超群 外国语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8  卢炜 外国语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9  沈一鸣 外国语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0  王靖 外国语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1  林锋 马克思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2  贾妍 艺术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3  邓丹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4  王永锋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5  余淼杰 国家发展研究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6  王启宁 工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7  邱兴华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8  卢庆彬 医学部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9  王云 医学部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20  王志稳 医学部 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8 

北京大学 2016 年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李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2  林坚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3  张洁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4  郑捷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5  陈浩东 生命科学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6  高歌 生命科学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7  肖俊宇 生命科学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8  何爱彬 分子医学所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9  马淇 分子医学所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0  赵扬 分子医学所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1  曾克武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2  姜长涛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3  王平章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4  夏青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5  张宇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6  朱维莉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9 

北京大学 2016 年方正奖教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刘忠范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方正教师特别奖 

2  程雪 数学科学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3  刘晓阳 物理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4  张庆红 物理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5  王洪喆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6  张伟 信息管理系 方正教师优秀奖 

7  滕军 外国语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8  李翔海 马克思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9  黄彬彬 体育教研部 方正教师优秀奖 

10  刘晓雨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11  易江芳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12  张耿民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13  卢锋 国家发展研究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14  杨钋 教育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奖 

15  解云涛 医学部 方正教师优秀奖 

16  李铁军 医学部 方正教师优秀奖 

17  刘民 医学部 方正教师优秀奖 

18  王一方 医学部 方正教师优秀奖 

19  刘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方正教师优秀管理奖 

20  张妙妙 党办校办 方正教师优秀管理奖 

21  张婧 组织部 方正教师优秀管理奖 

22  张旭 人事部 方正教师优秀管理奖 

23  陈虎 教务部 方正教师优秀管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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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24  徐善东 医学部 方正教师优秀管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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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6 年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李铁军 数学科学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2 肖立新 物理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3 何建森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4 王跃生 经济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5 彭泗清 光华管理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6 沈岿 法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7 袁刚 政府管理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8 赵华敏 外国语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9 李正斌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10 王厚峰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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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6 年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倪晋仁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特等奖 

2  王保祥 数学科学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3  张文雄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4  何姝 新闻与传播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5  苗庆红 政府管理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6  罗湉 外国语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7  李爱国 艺术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8  盖伟新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9  罗国杰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0  邹磊 计算机所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1  李振山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2  苗莉 软件工程研究中心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3  郭向阳 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4  刘靖 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5  刘梅林 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6  王凡 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7  吴燕 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
3 

北京大学 2016 年曾宪梓优秀教学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陈璞 力学系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2 李定平 物理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3 彭逸西 物理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4 王莉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5 钱雪梅 国际关系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6 刘晓蕾 光华管理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7 张骐 法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8 刘爱玉 社会学系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9 刘洪波 外国语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0 王浩 外国语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1 咸蔓雪 外国语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2 张文贤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3 熊英飞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4 许超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5 陆雅海 城市与环境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6 温东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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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6 年王选青年学者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安金鹏 数学科学学院 王选青年学者奖当年 

2 林熙 物理学院 王选青年学者奖当年 

3 胡蔚 外国语学院 王选青年学者奖当年 

4 刘永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选青年学者奖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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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6 年正大奖教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徐茂智 数学科学学院 正大教师奖 

2  杨莹 力学系 正大教师奖 

3  蒋莹莹 物理学院 正大教师奖 

4  许福军 物理学院 正大教师奖 

5  郑纹 物理学院 正大教师奖 

6  童廉明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正大教师奖 

7  陈建国 生命科学学院 正大教师奖 

8  杜世宏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正大教师奖 

9  徐金灿 新闻与传播学院 正大教师奖 

10  陈长伟 国际关系学院 正大教师奖 

11  王大树 经济学院 正大教师奖 

12  刘琦 光华管理学院 正大教师奖 

13  王慧 法学院 正大教师奖 

14  包万超 政府管理学院 正大教师奖 

15  张炳奎 马克思学院 正大教师奖 

16  唐彦 体育教研部 正大教师奖 

17  陈中建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正大教师奖 

18  彭翔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正大教师奖 

19  张维迎 国家发展研究院 正大教师奖 

20  冯健 城市与环境学院 正大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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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6 年宝钢奖教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陈红 医学部 宝钢教师奖特等奖 

2 刘建明 数学科学学院 宝钢教师奖优秀奖 

3 张奇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宝钢教师奖优秀奖 

4 郑伟 经济学院 宝钢教师奖优秀奖 

5 唐大仕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宝钢教师奖优秀奖 

 



 1
7 

北京大学 2016 年宝洁奖教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蒋达权 数学科学学院 宝洁教师奖 

2 徐军 物理学院 宝洁教师奖 

3 刘小云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宝洁教师奖 

4 李廉林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宝洁教师奖 

 



 1
8 

北京大学 2016 年北京银行奖教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张双全 物理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2 张海明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3 李健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4 何小锋 经济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5 翁翕 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6 强世功 法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7 谢立中 社会学系 北京银行教师奖 

8 李国平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9 吕国成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10 杨振川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1
9 

北京大学 2016 年树仁学院奖教金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宋敏 经济学院 树仁学院教师奖 

2 陈磊 光华管理学院 树仁学院教师奖 

3 张冰 体育教研部 树仁学院教师奖 

4 严伟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树仁学院教师奖 

5 沈文钦 教育学院 树仁学院教师奖 

 



 2
0 

北京大学 2016 年通化东宝生命科学奖教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冯仁青 生命科学学院 东宝教师奖 

2 王大军 生命科学学院 东宝教师奖 

3 王青松 生命科学学院 东宝教师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