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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7 年度 

“本科教学贡献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调动广大教师投身教学工作的积极性，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根据《济南大

学本科教学贡献奖评选办法》（济大校字〔2014〕36号）文件精神，学校组织

了2017 年度“本科教学贡献奖”评选工作。经学院推选、公示、学校审核，确

定于瑞桓等433名教师为2017年度“本科教学贡献奖”获得者，现予以公布（详

见附件）。 

希望各位获奖教师再接再厉，勇于创新，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广大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希望全校教师以他们为榜样，

钻研业务，潜心教学，努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做出更大贡

献。 

附件：2017 年度“本科教学贡献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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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17年度本科教学贡献奖候选人名单（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学院 获奖人数 获奖人员名单（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文学院 15 

于瑞桓、王  蓓、王  毅、孙佳祺、李  伟、谷

瑞丽、张中锋、张国艳、张秉国、陈晓洁、徐  利、

高龙奎、唐  欣、鹿  荣、鲁  毅 

数学科学学院 21 

马巧灵、马  超、王光明、权培英、朱丽芹、刘  

艳、吴鸿华、何燕玲、宋玉成、张苏梅、张培龙、

张  超、张  颖、陈兆英、苗丽安、赵  燕、胡

京亭、侯传霞、袁春华、韩  雪、靳绍礼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 

王  静、付飞飞、朱存光、刘晓静、苏  燕、李  

飞、李  欣、李  晓、李淑娟、何为凯、宋  朋、

宋世学、张守伟、陈  涛、赵  朋、高  丽、黄

继阳、崔晓军、童艳荣、魏  平 

商学院 

（含烹饪学院） 
53 

于海燕、王玉刚、王庆东、王宇倩、王茂山、王

晓武、王  健、王  雷、公学国、朱青梅、刘  乐、

刘西国、刘承伟、刘祥霞、刘  鹏、刘  毅、安

同信、孙  雷、李  凡、李丽华、李晓冬、杨卫

红、吴兰飞、何  磊、宋  磊、张  宁、张  伟、

张  环、张  前、张  莹、张桂香、张晓伟、张  

淼、张  鹏、陈宁宁、范  涛、周  阳、赵  芳、

赵  惠、胡建国、贺守海、羿建华、高文玲、高  

英、梅  青、常相全、梁  伟、隋  敏、蒋  婷、

韩  丹、蔚文靖、颜  丽、薛  珑 

外国语学院 25 

马  力、王永康、王孟涛、王咪咪、王  音、王  

勇、王惠灵、王蒙蒙、艾贻博、刘英杰、刘国伟、

刘海燕、孙  静、李丽娜、吴  丽、何  樑、汪

晓霞、张晓洁、张  蓓、郑  婷、赵尚文、柴  磊、

高江梅、韩海艳、缑英俊 

政法学院 25 

王春燕、代洪亮、邢  冰、朱梅莹、乔世东、任

伟伟、刘建花、刘家楠、刘康磊、苏宝梅、李洪

涛、吴限红、吴  胜、邹艳晖、张  平、张  晖、

张德军、陈  强、苑  敏、侯中华、袁曙光、常

桂祥、崔明健、韩克玉、韩  慧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田  革、田素文、刘建成、李朋忠、时  芹、张

学忍、陈国强、郝玉香、贺方彬、郭明兰、韩忠

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7 

王介强、王守德、王  艳、王振卿、左  敏、任

保胜、关瑞芳、李庆刚、李  丽、李金凯、李建

权、李  嘉、杨中喜、杨长红、吴海涛、冷金凤、

宋  鹏、张丽娜、张国辉、周国荣、周媛媛、赵

德刚、段广彬、姜奉华、宫晨琛、徐红燕、葛曷

一 



化学化工学院 26 

马洪敏、王志玲、田  栋、吕正亮、朱沛华、刘

志莲、刘思全、刘继涛、齐  蕾、孙  敏、牟宗

刚、李  平、李春生、李  倩、李  辉、李慧芝、

杨红晓、何  畏、张卫民、范迎菊、罗川南、周

长利、周春华、胡丽华、姜绪宝、姚明明 

机械工程学院 24 

门秀花、马玉真、王  成、王  娜、王艳芳、王

晓琴、王  潍、吕  冰、李发家、李国平、李映

君、杨玉娥、杨  波、时圣勇、吴长忠、宋卫卫、

宋开峰、陈乃建、林  昇、赵  东、赵秀霞、赵  

林、葛荣雨、潘永智 

土木建筑学院 24 

于  江、王成林、王兆菡、王  宏、王林申、王

玲续、王晓璐、王嘉斌、石  楠、刘召国、刘寒

芳、刘  强、杨  华、杨涛春、张玉敏、张守彬、

赵国华、段琪庆、袁  赟、常臣贵、蒋  伟、韩

盛华、舒庆琏、谢  康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5 

王  焱、方  敏、曲朝霞、任宏伟、刘益青、李  

实、李春梅、李  猛、杨雪岩、张  勤、孟庆金、

赵钦君、姜梅香、徐  元、薛必翠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5 

王玉泰、王灵垠、王晓芳、刘  鹍、闫明霞、江

海鹰、张  鲁、范玉玲、赵亚欧、赵保华、赵  越、

荆  山、姜晓庆、袁  宁、袁  华、徐  涛、栾  

虹、黄艺美、崔世耀、隋永平、董立凯、蒋  彦、

蔺永政、潘玉奇、魏长智 

资源与环境学院 22 

王晓军、王维平、方允治、孔  珂、付守会、刘  

素、刘展宏、许伟颖、孙海军、宋广增、张  玲、

国伟林、周保华、庞桂斌、赵春辉、赵  强、姜  

巍、徐立荣、高卫东、黄林显 、  董  芳、韩

延成 

体育学院 19 

田  彤、任海涛、刘新宇、李向东、李德生、时

传霞、张玉金、张  荃、张  娜、张  新、陈晓

峰、周玉强、赵延军、侯迎春、顾民杰、徐义良、

黄  莺、董  昱、戴  静 

美术学院 8 
丁奕翔、马立洪、亓  延、刘金鑫、迟瑞芹、张

玉芝、袁  静、董传超 

音乐学院 12 

王  今、左丹婷、刘俐婧、齐丽花、李东方、杨

阿红、闵小敏、范洪涛、林沛蕾、项  葵、贾  婕、

常  肖 

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 10 
王丽亚、王  蔚、刘丽萍、闫伟娜、孙晓天、张

中波、张  波、陈少峰、赵晓涵、顾方哲 

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12 

毛  明、冯  晶、任  芬、刘春燕、齐保莉、闫

秀梅、李开云、杨  鹏、张  婷、郑玉玮、胡金

萍、魏淑华 

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23 

马  霞、王  凡、王丹丹、王延风、王  林、付

加芳、朱晓蕾、刘  腾、孙敬勇、杜成林、李俊

玲、李  静、杨美娜、张平平、庞靖祥、宗工理、



赵  刚、赵晓东、徐燕飞、唐文照 、 曹广祥、

温  楠、路文娟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4 

王  芳、王海龙、车彤彤、方  磊、刘  娜、刘

善奎、李洪梅、何文兴、宋智梅、单秋丽、胡  杨、

高  娟、鲍  洁、樊祥宇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2 刘慧芳、张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