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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校 拟获奖/入围决赛

1 基础课程正高组 口语表达 徐慨 南京大学 决赛

2 基础课程正高组 航空发动机控制原理 潘慕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3 基础课程正高组 物理化学 袁爱华 江苏科技大学 决赛

4 基础课程正高组 有机化学 赵恺 南京工业大学 决赛

5 基础课程正高组 生理学 李育 南京中医药大学 决赛

6 基础课程正高组 普通心理学 王娟 江苏师范大学 决赛

7 基础课程正高组 教育学基础 靳淑梅 宿迁学院 决赛

8 基础课程正高组 离散数学 史涯晴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决赛

9 基础课程副高组 大学物理IA（2） 马海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10 基础课程副高组 大学英语IV 王瑞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11 基础课程副高组 工程图学I(2) 陈旭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12 基础课程副高组 工程图形学 王晓沁 南京理工大学 决赛

13 基础课程副高组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 孙晋非 中国矿业大学 决赛

14 基础课程副高组 材料加工冶金传输原理 王安哲 南京工程学院 决赛

15 基础课程副高组 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简史 邱月 南京审计大学 决赛

16 基础课程副高组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刘览 徐州工程学院 决赛

17 基础课程中级及以下组 大学物理（B1） 刘甦 东南大学 决赛

第三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拟获奖及入围决赛公示名单

注：按组别、学校和拟获奖项（入围决赛）依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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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基础课程中级及以下组 就业导论 顾青瑶 东南大学 决赛

19 基础课程中级及以下组 大学体育—游泳 贺茜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20 基础课程中级及以下组 普通化学 许传秀 金陵科技学院 决赛

21 基础课程中级及以下组 高等数学 华程 泰州学院 决赛

22 基础课程正高组 线性代数 张小向 东南大学 二等

23 基础课程正高组 概率与统计 吕艳 南京理工大学 二等

24 基础课程正高组 常微分方程 胡满峰 江南大学 二等

25 基础课程正高组 遗传学 张边江 南京晓庄学院 二等

26 基础课程正高组 基础手语 史玉凤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二等

27 基础课程副高组 临近和短时天气预报实习 钱代丽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二等

28 基础课程副高组 中级无机化学 梁旭 江苏大学 二等

29 基础课程副高组 医学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导论 孟晓静 徐州医科大学 二等

30 基础课程副高组 药剂学 姜力群 徐州医科大学 二等

31 基础课程副高组 Python与医药大数据处理 潘蕾 中国药科大学 二等

32 基础课程副高组 遗传学 夏文龙 盐城师范学院 二等

33 基础课程中级及以下组 健身健美 宋校能 江南大学 二等

34 基础课程中级及以下组 大学英语 金鑫 江苏海洋大学 二等

35 基础课程中级及以下组 C程序设计 赵洁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二等

36 新工科正高组 航空航天材料概论 梁文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37 新工科正高组 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 康国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38 新工科正高组 机器人机械设计 王禹林 南京理工大学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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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新工科正高组 采矿学 郑西贵 中国矿业大学 决赛

40 新工科正高组 电磁场与传输理论 刘蕾蕾 南京邮电大学 决赛

41 新工科正高组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陈燕俐 南京邮电大学 决赛

42 新工科正高组 数学建模 王小才 淮阴工学院 决赛

43 新工科正高组 植物法庭科学 薛晓明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决赛

44 新工科正高组 药物分析 刘媛媛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决赛

45 新工科副高组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实践 杜力 南京大学 决赛

46 新工科副高组 应用光学 秦琳玲 苏州大学 决赛

47 新工科副高组 工程经济学 苏舒 东南大学 决赛

48 新工科副高组 工程合同管理 陆莹 东南大学 决赛

49 新工科副高组 材料力学 乔玲 东南大学 决赛

50 新工科副高组 航空运输组织 陆婧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51 新工科副高组 光电子学 徐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52 新工科副高组 网络编程技术 苏铓 南京理工大学 决赛

53 新工科副高组 编译原理 蒋凌云 南京邮电大学 决赛

54 新工科副高组 地下水水文学 刘波 河海大学 决赛

55 新工科副高组 数字信号处理 丑永新 常熟理工学院 决赛

56 新工科副高组 智能驾驶汽车装配与调试综合实训 庞宏磊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决赛

57 新工科副高组 电磁波与天线 曹文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决赛

58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飞行器设计与制作 严金凤 南京理工大学 决赛

59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桥梁工程 董峰辉 南京林业大学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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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传热学 李翠敏 苏州科技大学 决赛

61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飞机电子与电气系统 杨梦娜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决赛

62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工程力学A（上） 黄成 常州工学院 决赛

63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遥感概论 赵天成 南京晓庄学院 决赛

64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土木工程测量 郭冰 宿迁学院 决赛

65 新工科正高组 能源与环境思辨新生研讨课 段伦博 东南大学 二等

66 新工科正高组 空间分析与建模 杨慧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

67 新工科正高组 数字信号处理 张晓光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

68 新工科正高组 创新工程实践 陈秉岩 河海大学 二等

69 新工科正高组 光电信息技术实验 裴世鑫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二等

70 新工科正高组 汽轮机原理 董向元 南京工程学院 二等

71 新工科副高组 计算机系统综合课程设计 杨全胜 东南大学 二等

72 新工科副高组 化工原理 张晓艳 南京工业大学 二等

73 新工科副高组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 何丽娜 河海大学 二等

74 新工科副高组 水轮机 潘虹 河海大学 二等

75 新工科副高组 环境概论（双语） 王龙飞 河海大学 二等

76 新工科副高组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符波 江南大学 二等

77 新工科副高组 GNSS气象学 王新志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二等

78 新工科副高组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郭瑞昕 中国药科大学 二等

79 新工科副高组 钢结构设计原理 冯宁宁 常州工学院 二等

80 新工科副高组 交换技术基础与通信网 王珺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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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新工科副高组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颜军 宿迁学院 二等

82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化工原理 孙雪妮 常州大学 二等

83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食品工艺学及实验 吴晓芹 常熟理工学院 二等

84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嵌入式系统 蒋姝 南京工程学院 二等

85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宫本兴 江苏理工学院 二等

86 新工科中级及以下组 机床数控技术 吴伟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二等

87 新文科正高组 货币银行学 王宇伟 南京大学 决赛

88 新文科正高组 公共管理学 黄建洪 苏州大学 决赛

89 新文科正高组 大学体育射箭 李晓智 东南大学 决赛

90 新文科正高组 质量管理 方志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91 新文科正高组 社会组织管理 刘蕾 中国矿业大学 决赛

92 新文科正高组 组织行为学 张文勤 南京财经大学 决赛

93 新文科正高组 城市管理学 金晶 南京审计大学 决赛

94 新文科正高组 应用写作 吴明忠 江苏海洋大学 决赛

95 新文科正高组 公安学概论 陈积敏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决赛

96 新文科副高组 语言学概论 杨黎黎 苏州大学 决赛

97 新文科副高组 自适应控制与歌唱艺术 邱爱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98 新文科副高组 大学英语 王蓓 江苏科技大学 决赛

99 新文科副高组 大学英语（2） 王翔敏 中国矿业大学 决赛

100 新文科副高组 外国文学 下 孙慧 中国矿业大学 决赛

101 新文科副高组 旅游策划学 黄颖 南京农业大学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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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新文科副高组 资产评估学 钱坤 南京财经大学 决赛

103 新文科副高组 笔译Ⅰ 陶潇婷 三江学院 决赛

104 新文科副高组 市场营销 纪花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决赛

105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赖婵丹 东南大学 决赛

106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中国当代文学 於璐 东南大学 决赛

107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企业财务报表分析 张丹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决赛

108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英语语音实践 季璇 南京师范大学 决赛

109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国际经济学 张菁 南京财经大学 决赛

110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新闻学概论》 张晓慧 三江学院 决赛

111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市场营销学 奚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决赛

112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服装产品开发设计 王巧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决赛

113 新文科正高组 平台设计与运营 陈曦 南京大学 二等

114 新文科正高组 企业营销策划 江红艳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

115 新文科正高组 创业市场研究与开拓B 陈立梅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

116 新文科正高组 金融市场学 童馨乐 南京财经大学 二等

117 新文科正高组 电子商务 田华 南京工程学院 二等

118 新文科正高组 数字影像与交互设计 肖蕾 南京传媒学院 二等

119 新文科正高组 数据新闻实务 谢蓓 南京传媒学院 二等

120 新文科副高组 思想道德与法治 刘开淼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

121 新文科副高组 社会心理学 周晶晶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

122 新文科副高组 环境设施设计 周林 江南大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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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新文科副高组 财务管理 纪峰 盐城师范学院 二等

124 新文科副高组 国际贸易实务 倪琳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二等

125 新文科副高组 公共安全管理 王苏醒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二等

126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理解当代中国”高级德语 刘健 南京大学 二等

127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室内设计实践 张丽娜 南京理工大学 二等

128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个案工作 姜婷娜 南京林业大学 二等

129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国际贸易实务 李玲 淮阴师范学院 二等

130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法学专业综合实验 靳宁 南京审计大学 二等

131 新文科中级及以下组 生态环境犯罪理论与实务 邓琳君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二等

132 新医科正高组 医学影像设备学 时梅林 徐州医科大学 决赛

133 新医科正高组 体内药物与毒物分析 吴春勇 中国药科大学 决赛

134 新医科正高组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煜 中国药科大学 决赛

135 新医科副高组 重症医学 徐静媛 东南大学 决赛

136 新医科副高组 人体寄生虫学 程洋 江南大学 决赛

137 新医科副高组 组织学与胚胎学 孙申 徐州医科大学 决赛

138 新医科中级及以下组 儿科护理学 唐慧婷 南京医科大学 决赛

139 新医科中级及以下组 人体寄生虫学 陈璐 南京医科大学 决赛

140 新医科正高组 药学类有机化学 牟杰 徐州医科大学 二等

141 新医科正高组 药物化学 江程 中国药科大学 二等

142 新医科正高组 中医诊断学 徐征 南京中医药大学 二等

143 新医科副高组 牙周病学 杨洁 南京大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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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新医科副高组 医学影像学 曾亮 南京中医药大学 二等

145 新医科中级及以下组 《针灸学》 王宁 南京中医药大学 二等

146 新医科中级及以下组 作业治疗 叶芊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二等

147 新农科正高组 兽医外科学与手术学 王亨 扬州大学 决赛

148 新农科正高组 土壤肥料学通论 刘东阳 南京农业大学 决赛

149 新农科副高组 草坪学 文书生 南京林业大学 决赛

150 新农科副高组 植物学 刘宇婧 南京农业大学 决赛

151 新农科正高组 兽医临床诊断学 孙卫东 南京农业大学 二等

152 新农科副高组 植物学 徐小颖 扬州大学 二等

153 课程思政正高组 传感器技术 王轶卿 南京工业大学 决赛

154 课程思政正高组 普通地质学 陈仕涛 南京师范大学 决赛

155 课程思政副高组 机械设计基础 梁医 南京理工大学 决赛

156 课程思政副高组 大学物理B2 张荣 中国矿业大学 决赛

157 课程思政副高组 中医临床护理学 严姝霞 南京中医药大学 决赛

158 课程思政副高组 地图制图学基础 江畅 南京邮电大学 决赛

159 课程思政中级及以下组 工程兵非战争军事行动 熊润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决赛

160 课程思政中级及以下组 普通物理2 丁云 苏州城市学院 决赛

161 课程思政中级及以下组 机械原理 荀超 南京工程学院 决赛

162 课程思政正高组 土木交通导论 陈峻 东南大学 二等

163 课程思政正高组 漫谈新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 王婧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二等

164 课程思政正高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郭昭昭 江苏科技大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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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课程思政正高组 产品创新设计与实践 武美萍 江南大学 二等

166 课程思政正高组 药物分析 宋沁馨 中国药科大学 二等

167 课程思政正高组 中国红色文学传承与传播 吴云 徐州工程学院 二等

168 课程思政副高组 制造工程与技术 王宏宇 江苏大学 二等

169 课程思政中级及以下组 人力资源管理 黄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二等


	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