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获奖及推荐国赛名单
注：按奖项类别和组别排序，不分先后。

序号 组别 课程名称 主讲老师 高校名称 学科 课程类型 拟获奖项
是否推
荐国赛

1 部属正高 机械设计基础 祖莉 南京理工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2 部属正高 有机化学 张树鹏 南京理工大学 理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3 部属正高 大学物理A(2) 李晋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学 公共基础课程 特等奖 是

4 部属正高 交通控制与管理 王昊 东南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5 部属正高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A 徐瑞东 中国矿业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6 部属正高 公安学概论 陈积敏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法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7 部属正高 卫星遥感 盛庆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8 部属正高 病理生理学 吴旭东 南京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9 部属正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姚香娟 中国矿业大学 理学 公共基础课程 二等奖

10 部属正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唐忠宝 江南大学 法学 思政课程 二等奖

11 部属副高 信号与系统 黎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12 部属副高 国际金融 周茜 中国药科大学 经济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13 部属副高 材料力学 彭瀚旻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14 部属副高 旅游策划学 黄颖 南京农业大学 管理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15 部属副高 大学英语（2） 王翔敏 中国矿业大学 文学 公共基础课程 一等奖

16 部属副高 药物化学 郭小可 中国药科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17 部属副高 数字逻辑电路 班恬 南京理工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18 部属副高 计算机网络 钱燕 南京农业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19 部属副高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孙丝丝 江南大学 艺术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20 部属副高 思想道德与法治 郑萌萌 中国矿业大学 法学 思政课程 二等奖

21 部属中级 钢筋混凝土结构 冷飞 河海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22 部属中级 电路 刘巧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23 部属中级 会计学 苏海雁 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24 部属中级 大学英语听说(2) 宣泠 江南大学 文学 公共基础课程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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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部属中级 创新思维与创业实验 葛沪飞 东南大学 管理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26 地方正高 大学物理 戴俊 江苏科技大学 理学 公共基础课程 特等奖 是

27 地方正高 数据结构 王海艳 南京邮电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28 地方正高 统计学 韩中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29 地方正高 保险学 刘妍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30 地方正高 蔬菜栽培学 缪旻珉 扬州大学 农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31 地方正高 电工电子实验（一、二） 肖建 南京邮电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32 地方正高 社交礼仪 安俊丽 江苏海洋大学 教育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33 地方正高 医学统计学 赵杨 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34 地方正高 人力资源管理 吴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管理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35 地方正高 中医妇科学 任青玲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36 地方正高 人造板工艺学 周晓燕 南京林业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37 地方正高 大学物理 裴世鑫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理学 公共基础课程 一等奖

38 地方正高 大学化学 李靖 徐州工程学院 工学 公共基础课程 一等奖

39 地方正高 高分子材料 杨晓莉 金陵科技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40 地方正高 结构力学A(2) 王立彬 南京林业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41 地方正高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安全

防护
陈波 南京师范大学 工学 通识课程 二等奖

42 地方正高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王大慧 苏州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43 地方正高 食品感官科学及实验 陈梦玲 常熟理工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44 地方正高 现代管理科学基础 刘宁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管理学 通识课程 二等奖

45 地方正高 麻醉生理学 张洋 徐州医科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46 地方正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朱霁 常州大学 法学 思政课程 二等奖

47 地方正高 健美操教学与训练 江山 南京体育学院 教育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48 地方副高 天气学原理和方法 马静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理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49 地方副高 网络技术与应用 胡素君 南京邮电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50 地方副高 人体寄生虫学 孔德龙 徐州医科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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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地方副高 国际贸易实务（双语） 杨智华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52 地方副高 儿童音乐赏析 韩恬恬 南通大学 教育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53 地方副高 线性代数 陈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理学 公共基础课程 特等奖

54 地方副高
“科创”导向性《药理学》

新媒体教学改革
孙竞 江苏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55 地方副高 市场调查与研究 雷晶 南京邮电大学 管理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56 地方副高 儿童口腔医学 蔡晨星 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57 地方副高 英语语音与诵读 赵岚 无锡学院 文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58 地方副高 断层解剖学 左一智 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59 地方副高 地球概论 张志刚 南京师范大学 理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60 地方副高 护理学基础 黄昆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医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61 地方副高 大学物理 白磊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理学 公共基础课程 一等奖

62 地方副高 材料力学 宋向荣 江苏科技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63 地方副高 中医方法论与数据科学 杨涛 南京中医药大学 工学 其他 二等奖

64 地方副高 地下工程施工 于洋 徐州工程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65 地方副高 风电机组装配与调试 卢卫萍 南通理工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66 地方副高 视唱练耳 苏侨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艺术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67 地方副高 跨境电商实务 李悦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管理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68 地方副高 客户关系管理 王万竹 南京工业大学 管理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69 地方副高 景观设计基础 余然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艺术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70 地方中级 机械设计基础 郑璐恺 南京工程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71 地方中级 风景园林植物学 圣倩倩 南京林业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72 地方中级 中级财务会计 许凤 南京财经大学 管理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73 地方中级 诵读指导实践 冯洋 苏州大学 艺术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74 地方中级 方药护理学 鹿竞文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是

75 地方中级 电路分析基础 谢娜 南京邮电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76 地方中级 数字图像处理 范春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77 地方中级 口腔颌面外科学 王晨星 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 专业课程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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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地方中级 广告学概论 张洁 徐州工程学院 文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79 地方中级 《舞龙》课程 陈海东 常州大学 教育学 公共基础课程 一等奖

80 地方中级 学前教育原理 沈颖 盐城师范学院 教育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81 地方中级 国际金融学 冯彩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82 地方中级 工程地质 徐杨 金陵科技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83 地方中级 交通工程基础 李英帅 南京工业大学 工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84 地方中级 高等数学 刘晓兰 宿迁学院 理学 公共基础课程 一等奖

85 地方中级 工程材料及其成型基础 李娜 南通理工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一等奖

86 地方中级 结构力学 陈素芳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87 地方中级 基础化学 刘燕妮 徐州医科大学 理学 公共基础课程 二等奖

88 地方中级 食品分析及实验（2） 高林 常熟理工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89 地方中级 化工技术经济与管理 魏雪姣 常州工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90 地方中级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陈逸菲 无锡学院 工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91 地方中级 服装产品开发设计 王巧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艺术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92 地方中级 电子商务 温远远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管理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93 地方中级 市场营销学 周钰婷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管理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94 地方中级 教育心理学 石春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学 公共基础课程 二等奖

95 地方中级 视唱练耳 许蕴彰 泰州学院 艺术学 专业课程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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