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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国华杰出学者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王诗宬 数学科学学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2 邓宏魁 生命科学学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3 尚新建 哲学系 国华杰出学者奖 

4 杨河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5 俞光岩 口腔医学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6 郭岩 公共卫生学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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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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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一瑾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 陈宝贤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 程苏东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 董秀芳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5 范晓蕾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6 贺桂梅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7 蒋洪生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8 林幼菁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9 林嵩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0 秦立彦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1 宋亚云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2 万艺玲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3 吴西愉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4 詹卫东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5 张丽华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6 张一南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7 朱彦 中文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8 

Hendrikus 

Antonius 

van Wijlick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19 陈莹雪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0 李隆国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1 李维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2 林丽娟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23 牛可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4 唐利国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5 张静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6 张新刚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7 庄宇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8 昝涛 历史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29 宝文博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0 邓振华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1 刘彦琪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2 路菁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3 彭明浩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4 王恺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5 杨颖亮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6 张成渝 考古文博学院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37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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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哲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2 孟庆楠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3 宁晓萌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4 王颂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5 王彦晶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6 吴飞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7 吴天岳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48 吴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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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先刚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50 杨立华 哲学系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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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方正教师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黄罡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方正教师奖-特等奖 

2 李东风 数学科学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3 胡永云 物理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4 宛新华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5 孙育杰 生物医学中心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6 常燎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7 梅然 国际关系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8 王新 法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9 刘颜俊 政府管理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10 陈燕萍 外国语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11 李毅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12 罗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13 沈艳 国家发展研究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14 占肖卫 工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15 彭建 城市与环境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16 张剑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17 周晓林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18 高培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19 王文恭 北京大学医学部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20 叶敏 北京大学药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21 张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奖 

22 张朝晖 物理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23 王在全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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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24 魏姝 党办校办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25 赵颖 政研室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26 李伟 组织部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27 靳戈 宣传部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28 王丽君 人事部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29 赵建国 财务部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30 贺飞 学科办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31 尹超 北大附小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32 刘静 校史馆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33 郝卫东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34 张宁 北京大学医学部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35 丁磊 北京大学医学部 方正教师奖-优秀管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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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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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启安 数学科学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2 刘雄军 物理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3 童廉明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4 田晖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5 易莉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6 张慧瑜 新闻与传播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7 刘莲莲 国际关系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8 刘哲玮 法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9 徐扬 信息管理系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0 马啸 政府管理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1 高博 外国语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2 黄轶 外国语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3 唐宏峰 艺术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4 魏一璞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5 彭翔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6 沈文钦 教育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7 杨越 工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8 朱晟君 城市与环境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9 宫继成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20 文再文 数学中心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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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曾宪梓优秀教学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史宇光 数学科学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2 穆良柱 物理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3 卞江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4 陆昌勤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5 项佐涛 国际关系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6 王亚平 光华管理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7 张守文 法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8 李常庆 信息管理系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9 高翔 社会学系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0 翁家慧 外国语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1 杨德峰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2 梁学磊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3 于民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4 万小军 王选计算机研究所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5 刘岚 人口研究所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6 王建祥 工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7 莫多闻 城市与环境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8 陈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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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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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华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2 肖云龙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3 周文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4 邹鹏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5 单春燕 生命科学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6 李湘盈 生命科学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7 朱丹萌 生命科学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8 朱露莎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9 汪阳明 分子医学所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0 张岩 分子医学所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1 卢庆彬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2 朱秀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3 李婷婷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4 李亦婧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5 牛彦 北京大学药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6 乔雪 北京大学药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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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中国工商银行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李庆云 经济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杰出学者奖 

2 刘冲 经济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3 施建淮 经济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4 姜国华 光华管理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5 唐遥 光华管理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6 胡岠 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7 卢锋 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8 付恩刚 物理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9 张勇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0 吴泽南 经济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1 徐敏亚 光华管理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2 王迪 社会学系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3 俞可平 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4 钱军 外国语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5 毛智和 体育教研部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6 刘立新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7 陈匡时 工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8 柴彦威 城市与环境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9 赵志杰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20 丁华 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21 魏江林 财务部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管理奖 

22 雷洋昆 审计室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管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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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王选青年学者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王娟 社会学系 王选青年学者奖 

2 王帅 外国语学院 王选青年学者奖 

3 万祎 城市与环境学院 王选青年学者奖 

4 刘涛 北京大学药学院 王选青年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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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唐立新奖教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刘培东 数学科学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2  甘良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3  展立新 教育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4  王习东 工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5  梅凤乔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6  刘川 物理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7  王一鸣 经济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8  孙熙国 马克思主义学院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9  邢衍安 体育教研部 唐立新奖教金-教学名师奖 

10  郭建民 餐饮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11  冯治国 会议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12  王崇明 动力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13  张可 校园服务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14  宋飞 公寓服务中心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15  夏旭东 房地产管理部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16  赵悦 房地产管理部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17  汪竞 基建工程部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18  王延文 基建工程部 唐立新奖教金-后勤服务杰出员工奖 

19  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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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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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直 数学科学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2 王宇钢 物理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3 白书农 生命科学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4 刘树文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5 孙明 政府管理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6 褚敏 外国语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7 谢昆青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8 杜刚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9 宋宇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10 李其 光华管理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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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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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东方 考古文博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特等奖 

2 张华伟 物理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3 秦咏梅 生命科学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4 王然 科维理研究所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5 李志生 历史系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6 张锐 体育教研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7 杨钋 教育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8 李博婷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9 黄芊芊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0 刘晓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1 冯岩松 王选计算机研究所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2 谢曙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3 王坚成 北京大学药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4 张志 北京大学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5 黄晓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6 刘剑羽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17 田新霞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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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正大教师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林伟 数学科学学院 正大教师奖 

2 陈志忠 物理学院 正大教师奖 

3 李雪梅 物理学院 正大教师奖 

4 雷晓光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正大教师奖 

5 王昊 生命科学学院 正大教师奖 

6 马学平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正大教师奖 

7 张俊云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正大教师奖 

8 陈开和 新闻与传播学院 正大教师奖 

9 翟崑 国际关系学院 正大教师奖 

10 陈凯 经济学院 正大教师奖 

11 厉行 光华管理学院 正大教师奖 

12 楼建波 法学院 正大教师奖 

13 田剪秋 外国语学院 正大教师奖 

14 刘志光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大教师奖 

15 王东敏 体育教研部 正大教师奖 

16 金舒年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正大教师奖 

17 罗英伟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正大教师奖 

18 杨川川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正大教师奖 

19 

YANG JOHN 

ZHUANG 

(杨壮) 

国家发展研究院 正大教师奖 

20 韦小丁 工学院 正大教师奖 

21 王红亚 城市与环境学院 正大教师奖 

22 许伟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正大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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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北京银行教师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牟克典 数学科学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2 李焱 物理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3 刘春立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4 龙玉 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5 范闻捷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6 纳家勇治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7 何姝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8 朱文莉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9 王翀 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10 金锦萍 法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11 王铭铭 社会学系 北京银行教师奖 

12 张允起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13 时光 外国语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14 欧阳泽蔓 体育教研部 北京银行教师奖 

15 纪晓璐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16 贾积有 教育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17 黄成礼 人口研究所 北京银行教师奖 

18 张青 工学院 北京银行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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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宝钢教师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张文雄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宝钢教师奖 

2 赵淑清 城市与环境学院 宝钢教师奖 

3 刘先华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宝钢教师奖 

4 莫凡阳 工学院 宝钢教师奖 

 

 

 

 

北京大学 2019 年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高薇 法学院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2 彭冰 法学院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3 彭錞 法学院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4 许德峰 法学院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5 阎天 法学院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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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树仁学院教师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史俊杰 物理学院 树仁学院教师奖 

2 刘群艺 经济学院 树仁学院教师奖 

3 刘知 光华管理学院 树仁学院教师奖 

4 赵卉菁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树仁学院教师奖 

 

 

 

 

 

 

北京大学 2019 年宝洁教师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胡小永 物理学院 宝洁教师奖 

2 陈继涛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宝洁教师奖 

3 张泉 生命科学学院 宝洁教师奖 

4 傅云义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宝洁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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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9 年大成国学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1 陆  胤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 

2 潘建国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 

3 陈晓兰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 

4 顾歆艺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 

5 刘玉才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 

6 漆永祥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 

7 王  岚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 

8 王丽萍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 

9 许红霞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 

10 杨海峥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 

11 陈侃理 历史系 大成国学奖 

12 党宝海 历史系 大成国学奖 

13 韩  策 历史系 大成国学奖 

14 韩  巍 历史系 大成国学奖 

15 何  晋 历史系 大成国学奖 

16 李新峰 历史系 大成国学奖 

17 叶  炜 历史系 大成国学奖 

18 赵冬梅 历史系 大成国学奖 

19 陈少峰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 

20 王  鑫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 

21 杨  浩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 

22 赵  悠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 

23 郑  开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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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所获奖项 

24 周学农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 

25 沈睿文 考古文博学院 大成国学奖 

26 张剑葳 考古文博学院 大成国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