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院（系） 获奖等级 

1 王新兵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推荐宝钢特等奖 

2 范文兵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推荐宝钢优秀奖 

3 熊红凯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推荐宝钢优秀奖 

4 姚振强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推荐宝钢优秀奖 

5 李云飞 农业与生物学院 特等奖 

6 汪云霞 人文学院 特等奖 

7 王灿华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特等奖 

8 朱仁传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特等奖 

9 李剑 凯原法学院 特等奖 

10 仇玉兰 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特等奖 

11 朱燕民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一等奖 

12 茅旭初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一等奖 

13 孔令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14 李翠莲 物理与天文学院 一等奖 

15 陈垚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一等奖 

16 张祥 数学科学学院 一等奖 

17 邵嘉慧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18 周栋焯 自然科学研究院 一等奖 

19 谢耘耕 媒体与设计学院 一等奖 

20 丁玲娣 体育系 一等奖 

21 刘颖斌 医学院新华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22 尹静波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二等奖 

23 刘铸永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二等奖 

24 来新民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二等奖 

25 朱平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二等奖 

26 刘功申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二等奖 

27 王昕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二等奖 

28 李德伟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二等奖 

29 王祉月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二等奖 

30 解蓉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二等奖 

31 韩延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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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凌惠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等奖 

33 王晓敏 数学科学学院 二等奖 

34 董兵 物理与天文学院 二等奖 

35 陈海峰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二等奖 

36 吕浩 人文学院 二等奖 

37 沈增明 化学化工学院 二等奖 

38 李寿德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等奖 

39 张晓丽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等奖 

40 赵勇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41 刘杨 农业与生物学院 二等奖 

42 李本乾 媒体与设计学院 二等奖 

43 褚建君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二等奖 

44 顾根生 体育系 二等奖 

45 沈小丹 学指委 二等奖 

46 侯广峰 研究生院 二等奖 

47 田夏 教务处 二等奖 

48 蒋欣泉 医学院口腔医学院 二等奖 

49 陆伦根 医学院一院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50 陈盛 医学院仁济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51 陶昉敏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三等奖 

52 叶强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三等奖 

53 范卫东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三等奖 

54 陈峰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三等奖 

55 刘晓晶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三等奖 

56 张文明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三等奖 

57 吴侃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三等奖 

58 王志新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三等奖 

59 陈昊鹏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三等奖 

60 林巍峣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三等奖 

61 毛义梅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三等奖 

62 吴雪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63 周涵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64 李红泽 数学科学学院 三等奖 

65 吕智国 物理与天文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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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庞小燕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三等奖 

67 张爱丽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三等奖 

68 沈国峰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三等奖 

69 李金叶 人文学院 三等奖 

70 邓刚 人文学院 三等奖 

71 张卫 化学化工学院 三等奖 

72 张新安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 

73 黄少卿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 

74 胡代平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 

75 施浩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 

76 武邦涛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 

77 徐丽群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 

78 卓建伟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 

79 黄平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三等奖 

80 纪小凌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81 陆元雯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82 于杨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83 卢小军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84 林玉珍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85 王亚林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86 孟青青 药学院 三等奖 

87 李俊明 凯原法学院 三等奖 

88 朱军 凯原法学院 三等奖 

89 刘士林 媒体与设计学院 三等奖 

90 黄英杰 体育系 三等奖 

91 袁怡佳 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 三等奖 

92 张峻 密西根学院 凌鸿勋奖 

93 宋文滨 航空航天学院 凌鸿勋奖 

94 闫宏秀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三等奖 

95 金晔 工程训练中心 三等奖 

96 沈丽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三等奖 

97 张思思 宣传部 三等奖 

98 王力娟 教学发展中心 三等奖 

99 郑文栋 学指委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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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王锦 研究生院 三等奖 

101 许淼鑫 教务处 三等奖 

102 林聪 教务处（招生办） 三等奖 

103 俞丽芬 医学院瑞金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04 赵恩昊 医学院仁济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05 时海波 医学院六院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06 许文燮 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07 姜虹 医学院九院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