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华杰出学者奖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田刚 数学科学学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2 刘忠范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3 陈保亚 中国语言文学系 国华杰出学者奖 

4 张静 社会学系 国华杰出学者奖 

5 敖英芳 第三医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6 栗占国 人民医院 国华杰出学者奖 

 

  



大成国学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常森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2 陈晓兰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3 程苏东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4 顾歆艺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5 李更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6 潘建国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7 宋亚云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8 杨海峥 中文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9 陈侃理 历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10 党宝海 历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11 韩策 历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12 韩巍 历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13 李霖 历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14 叶炜 历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15 赵冬梅 历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16 程乐松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17 孟庆楠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18 王颂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19 王鑫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20 吴飞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21 杨立华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22 赵悠 哲学系 大成国学奖教金 

23 董珊 考古文博学院 大成国学奖教金 

24 彭明浩 考古文博学院 大成国学奖教金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刘保平 数学中心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2 廖志敏 物理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3 朱戎 化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4 伊成器 生命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5 任华忠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6 周广玉 心理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7 刘譞哲 信息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8 黄鹏 信息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9 韦小丁 工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0 邹磊 王选所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1 陆克定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2 范晶晶 外语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3 董丽慧 艺术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4 祁昊天 国际关系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5 高薇 法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6 张春泥 社会学系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7 马莉萍 教育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8 祝帅 新闻与传播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19 钱俊伟 体育教研部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20 翁翕 光华管理学院 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范辉军 数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2 贾春燕 物理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3 薛建明 物理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4 赵新生 化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5 瞿礼嘉 生命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6 王少鹏 城市与环境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7 李健 心理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8 郭弘 信息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9 陶建军 工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0 郭松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1 谷裕 外语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2 韩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3 李寒梅 国际关系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4 王余光 信息管理系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5 张静 社会学系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6 何增科 政府管理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7 孙代尧 马克思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8 程曼丽 新闻与传播学院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黄闻亮 化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2 张长胜 化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3 王婕妤 化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4 苏婕 化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5 刘轶群 生命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6 张蔚 生命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7 季雄 生命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8 张航 心理学院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9 陈知行 分子医学所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0 李川昀 分子医学所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1 唐文佩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2 夏朋延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3 吴聪颖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4 宋颂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5 解武翔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16 薛言学 医学部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刘俏 光华管理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杰出学者奖 

2 郝煜 经济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3 杨汝岱 经济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4 刘宏举 光华管理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5 张庆华 光华管理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6 席天扬 北大国发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7 张黎 北大国发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学者奖 

8 田庆生 外语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9 王联 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0 韩圣龙 信息管理系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1 谢立中 社会学系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2 张波 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3 宋国兴 马克思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4 丁小浩 教育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5 田丽 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6 滕炜莹 体育教研部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7 李连发 经济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8 虞吉海 光华管理学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9 孙振庭 北大国发院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20 裴丽君 人口所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21 王树华 财务部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管理奖 

22 来天平 计算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管理奖 

 

  



王选青年学者奖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马仁敏 物理学院 王选青年学者奖 

2 王迪 社会学系 王选青年学者奖 

3 胡旭辉 外语学院 王选青年学者奖 

4 刘珏 医学部 王选青年学者奖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吴岚 数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2 黎卓 物理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3 张锦 化学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4 蒋争凡 生命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5 楚建群 城市与环境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6 董琳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7 李文新 信息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8 莫凡洋 工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9 孙建军 外语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10 张闫龙 光华管理学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范后宏 数学科学学院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师德优秀奖 

2 刘耕年 城市与环境学院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师德优秀奖 

3 侯士敏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师德优秀奖 

4 熊春阳 工学院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师德优秀奖 

5 吴晓东 中文系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师德优秀奖 

6 潘华琼 历史学系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师德优秀奖 

7 张守文 法学院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师德优秀奖 

8 秦雪征 经济学院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师德优秀奖 

9 王浩 党办校办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优秀管理奖 

10 曹蓓 学工部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优秀管理奖 

11 鞠晓 团委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优秀管理奖 

12 张西峰 总务部 兴证全球基金奖教金优秀管理奖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高原宁 物理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特等奖 

2 张志华 数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3 王志恒 城市与环境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4 孙伟 信息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5 李红燕 信息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6 高成臣 信息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7 王腾蛟 信息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8 李影 软件工程中心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9 刘洪波 外语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10 钱雪梅 国际关系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11 白智立 政府管理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12 康沛竹 马克思学院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13 康宏宇 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14 郭静竹 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15 张永珍 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16 吕继成 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17 张益 医学部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等奖 

 

  



正大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杨磊 数学院 正大奖教金 

2 冯济 物理学院 正大奖教金 

3 马滟青 物理学院 正大奖教金 

4 邹德春 化学院 正大奖教金 

5 张泉 生命学院 正大奖教金 

6 刘涛 城市与环境学院 正大奖教金 

7 孙元林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正大奖教金 

8 盖增喜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正大奖教金 

9 杨玉超 信息学院 正大奖教金 

10 谢天宇 工学院 正大奖教金 

11 袁琳 外语学院 正大奖教金 

12 苏薇星 外语学院 正大奖教金 

13 王海峰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正大奖教金 

14 周云 社会学系 正大奖教金 

15 张冉 教育学院 正大奖教金 

16 万平 体育教研部 正大奖教金 

17 戚自科 经济学院 正大奖教金 

18 仲为国 光华管理学院 正大奖教金 

19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 正大奖教金 

20 王胜锋 医学部 正大奖教金 

21 周田彦 医学部 正大奖教金 

22 张侠 医学部 正大奖教金 

 

  



北京银行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杨建生 数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2 马中水 物理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3 冒亚军 物理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4 梁德海 化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5 秦跟基 生命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6 王玲华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7 邱晨光 信息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8 赖舜男 信息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9 崔悦 工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10 路燕萍 外语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11 郄莉莎 外语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12 郭洁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13 俞祺 法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14 周强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15 方敏 经济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16 卢瑞昌 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银行奖教金 

 

  



宝钢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张卫光 医学部 宝钢奖教金特等奖提名奖 

2 崔锦实 信息学院 宝钢奖教金优秀奖 

3 杨剑影 工学院 宝钢奖教金优秀奖 

4 刘文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宝钢奖教金优秀奖 

5 马萌 软件中心 宝钢奖教金优秀奖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白建军 法学院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2 陈一峰 法学院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3 薛军 法学院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4 张平 法学院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5 左亦鲁 法学院 陈明、刘卿伉俪奖教金 

 

  



树仁学院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付遵涛 物理学院 树仁学院奖教金 

2 刘爱民 信息学院 树仁学院奖教金 

3 尚静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树仁学院奖教金 

4 王宇 外语学院 树仁学院奖教金 

5 吴峰 教育学院 树仁学院奖教金 

 

  



宝洁奖教金 

序号 获奖者 单   位 所获奖项 

1 艾明要 数学学院 宝洁奖教金 

2 杨炯炯 心理学院 宝洁奖教金 

3 施柏鑫 信息学院 宝洁奖教金 

4 吴建国 工学院 宝洁奖教金 

5 陈仕意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宝洁奖教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