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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管理奖项

学校、部门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获表彰奖励的

单位（部门）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部门）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二批“节水型高校”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水利厅 ２００８．２．２９

江苏大学 全省绿化模范单位 江苏省绿化委员会 ２００８．５．５

江苏大学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先进集体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领导小组
２００８．４．１７

江苏大学 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８．５．２９

江苏大学
第四届苏北地区投资贸易洽

谈会先进高校集体
江苏省高校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江苏大学
全市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先进

集体
镇江市委、镇江市政府 ２００８．１１．１３

江苏大学
镇江市第二十届科普宣传周

优秀组织单位

镇江市科普宣传周领导小组

办公室
２００８．７．３１

江苏大学

“ＫＰａｒｋ”挑战杯江苏省第五
届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优秀

组织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科

协、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

学联

２００８．９．８

江苏大学
镇江市第五次争创全国双拥

模范城先进单位

中共镇江市委、市政府、镇江

军分区
２００８．１．１５

江苏大学 节水单位 江苏省建设厅 ２００８．８

江苏大学
江苏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

范校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８．４

江苏大学

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先进单位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
２００８．１２

江苏大学

第六届“挑战杯”瓮福中国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校级优秀

组织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

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８．１１

江苏大学

２００８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江
苏省第二十届科普宣传周先

进集体

江苏省科普宣传周领导小组 ２００８．８

江苏大学工会
全省抗震救灾工作先进团

组织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０８．９

江苏大学（奖牌）
江苏省师资队伍建设先进

高校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８．１２

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

党校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度江苏省红旗
基层党校

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０８．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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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获表彰奖励的

单位（部门）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部门）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２００８年江苏省医疗计量工作
先进单位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江苏省卫生厅
２００９．１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志愿者服务队

镇江市抗震救灾优秀志愿服

务集体

共青团镇江市委员会

镇江市卫生局

镇江市志愿者协会

２００８．１１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先

进单位
江苏省科技厅 ２００８．１２．２３

教职工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获表彰奖励的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王　飞 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

进个人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８．２．２２

骆　英 江苏省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创新创

业先进个人
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８．１１．１０

唐　恒 ２００７年度镇江市知识产权工作
先进个人

镇江市科技局、市知识产权局 ２００８．１．２４

周亚奇 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先进个人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８．５．２９

黄鼎友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个人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领导小组
２００８．４．１７

李洪波 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０８．５

郭龙建　徐文学
梅　强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优秀指导老师

共青团省委、江苏省科协、江

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学联
２００８．９．８

孙志祥

周亚平
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０８．６．３０

吴向阳

杨志春
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０８．６．３０

陆一心
２００８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江苏
省第二十届科普宣传周先进个人

江苏省科普宣传周领导小组 ２００８．８．１３

今尾雅博教授

（外籍专家）
２００８年度镇江市“金山友谊奖”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８．１２

丁金彦
２００８年度江苏平安外国留学生
医疗保险先进个人

江苏省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

委员会
２００９．１．１０

赵邦才
２００８年度江苏省医疗计量工作
先进个人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江苏省卫生厅
２００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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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集体、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获表彰奖励的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

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

单位
授奖时间

能动学院：建筑环境０５０１
电气学院：生物医学工程０５０１
计算机学院：通信工程０５０１
食品学院：生物技术０６０１
化工学院：化学师范０６０２
医技学院：医学检验０４０１
药学院：制药工程０５０１
人文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师）０５０１
外国语学院：英语０５０３
工商学院：电子商务０５０１
财经学院：保险学０６０１
京江学院：护理０５０２
流体中心：０６级研究生班
材料学院：研０６０２班
环境学院：环境研０６

江苏省高校省

级先进班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０８．５．５

赵景波　刘芹芹　陆　军　张　睿
林　逸　杨　勇　董培龙　吴东琴
田　璐　杜玉洲　赵文锋　张东娟
肖　帆　熊　炜　段明飞　缪　娟
万佳蔚　金汝蕾　王　霞　朱　宇
濮　艳　李　倩　袁　希　王丽君
秦　蓉

江苏省高校省

级“三好学生”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０８．５．５

杜明拴　胡子健　高　广　王　健
张　舒　伊西超　李辉辉　宋琳琳
姜　薇　刘文彬　尚晓旭　俞叶璐
白　羽　姚　伟　张　惠　蒋　晗
周少清　邢永康

江苏省高校优

秀学生干部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０８．５．５

银奖作品：《江苏凯瑞传感器测控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创业计划》

参赛学生：花陈祥、王权、宗康、盖瑞、徐占

东、陆帅、祁宏山、付开丰、王莉敏

铜奖作品：《江苏锐翔食品分级设备有限

公司创业计划》

参赛学生：徐占东、殷晓平、吴亚东、陈芳、

陆帅、张忆、周蓉、李菊、夏得峰、詹晶晶、

杨佳栋

铜奖作品：《江苏麦德节水灌溉科技有限

公司创业计划》

参赛学生：杨炎财、管荣国、滕雪、王帆、孟

凡洁、郑捷庆、徐红霞、王鸿睿、吴登昊、

李倩

第六届 “挑 战

杯”瓮福中国大

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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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获表彰奖励的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

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

单位
授奖时间

二等奖作品：《生物气质节能设备 －家用
秸杆气化炉的研制与开发》

参赛学生：周尚飞、徐占东、徐娇娇、藤

原新

二等奖作品：《太阳能 －地热能联合供暖
制冷供热水供电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参赛学生：苏文佳、赵光伟、祝磊、张程程

三等奖作品：《双向步进式全射流喷头的

研制》

参赛学生：杨炎财、管荣国、陈超、徐红霞、

吴登昊、沈振华、王超

第一届全国大

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

技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２００８．１２

特等奖作品：《江苏锐翔食品分级设备有

限公司创业计划》

参赛学生：徐占东、殷晓平、吴亚东、陈芳、

陆帅、张忆、周蓉、李菊、夏得峰、詹晶晶、

杨佳栋

“Ｋｐａｒｋ 挑 战
杯”第五届江苏

省大学生企业

计划竞赛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

省科协、江苏省教育

厅、江苏省学联

２００８．９．８

部门、教职工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研究生教育三十周年

杰出研究生导师

获奖人员：高良润　蔡　兰　袁寿其
赵杰文　李德桃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０５．１２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度江苏大学优秀
研究生教师

优秀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获奖人员：马海乐　马履中　田立新
陈　龙　罗惕乾　赵杰文
袁寿其　程晓农
蔡　兰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０５．１２

优秀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获奖人员：孔玉生　王亚伟　王　刚
左　然　刘国海　刘荣桂
成　立　朱　娜　朱

!

秋

许文林　许文荣　许晓静
何　仁　何有世　吴沿友

吴春笃　张建新　李　红
杨敏官　沈湘黔　邱白晶
邵世和　陈　炜　周建忠
欧阳臻　姜　平　施卫东
施国洪　赵喜仓　赵德安
骆　英　殷恒波　梅　强
葛如海　董　英　谢吉民
鞠时光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０５．１２

优秀研究生任课教师

获奖人员：丁丹平　马汉武　马红霞
任晓霏　闫　述　张孝祖
李崇月　邱凤仙　陈树人
陈晓平　周卫京　赵银德
闻建龙　钱兆华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０５．１２

获奖名称：２００８年江苏大学优秀教学团队
获奖团队

及带头人：工程图学教学团队（卢章平）

金属材料学教学团队（戴起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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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教学团队（孙玉坤）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教学团队（王

贵成）

人体解剖教学团队（姜　平）
医用化学教学团队（谢吉民）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０５．１９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优秀教师

获奖人员：

材料学院党委：沈湘黔　赵玉涛　邵红红
财经学院党委：姜　苑　李芳林　赵顺娣

谭中明

电气学院党委：秦　云　高国琴　朱
!

秋

和卫星

法学院党委：姜　涛　谈建俊
工商学院党委：宋联可　马汉武　李文元

杜建国　李守伟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倪　良　张锡凤
环境学院党委：依成武　吕保和
机械学院党委：王　霄　张西良　张永康

华希俊

计算机学院党委：赵跃华　申屠浩　闫　述
程显毅　鞠时光

理学院党委：李医民　王学弟　丁丹平
刘　恂　许伯强　王纪俊
孙保苍　胡白香

流体中心党总支：李　红　袁建平
能动学院党委：单春贤

汽车学院党委：王若平　蔡忆昔　张孝祖
王　忠

人文学院党委：王露璐　吕国忱　石　蕾
食品学院党委：蔡梅红　蔡健荣
体育部党总支：于桂林　李　杰
外国语学院党委：罗燕娟　吴　鹏　王月芳

吴庆宏　孔令璇　史盈娟
林　健　徐慧霞

药学院党委：陈　钧
基础医学院党委：龚爱华　张　芸　谷俊侠

钱　晖

艺术学院党委：杨　华　崔　晋　王　强
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张忠华

图书馆党总支：袁　润
附属学校党支部：征艳霞　杨道清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０９．０３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先进工作者

获奖人员：

电气学院党委：诸德宏　杨　东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徐德选

理学院党委：苏欣欣

能动学院党委：董晓言

农业工程研究院党总支：黄文岳

机械学院党委：许桢英

计算机学院党委：马汉达

京江学院党委：汪少华

汽车学院党委：杨　建
人文学院党委：郑培钢

食品学院党委：姜　宇
生命科学研究院党总支：姚　勤
体育部党总支：刘　玲
外国语学院党委：朱　文
临床医学院党委：万　选
艺术学院党委：曹和学

基础医学院党委：周志强　朱　伟
药学院党委：万伟忠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汪建国

机关党工委：李志红　张宜斌　陆建辉
刘　慧　吴　　王　祥
谭　成　张　云　任建波
王世胜　林克龙　陈　健
黄忠来　戴清杰

后勤集团党总支：仇光亮　朱秋宏　许凤青
刘宏斌　孙后军　何艳英
武琴琴　潘志超　申晓军

图书馆党总支：周金元　黄小华　江蕴梅
离退休党工委：李玲玲

工业中心党支部：周建忠

出版社党总支：徐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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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医院党支部：朱先林

机电总厂党总支：马伟民　王　胜　徐晓翔
附属医院党委：谭文捷　司博林　陈慧娟

李　龙　何亚龙　李　晶
马国尔　李国民　丁　澍
姜云仙　黄永辉　刘介平
陈流海　周筱琴　赵建忠
孙　娟　曹晓霞　孙炳伟
徐三荣　施舜缤　支素珍
周春红　巫丽平　王冬青
韩　茜　陆廷勇　江　苹
薛　玉　刘　炼　孙　莹
陈　涛　张德厚　胡建伟
何霞云　卞素琴　吴乃新
杨晓祥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０９．０３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优秀
辅导员

获奖人员：王　健　王　浩　王　鹏
刘彬霞　吕　霞　汤晓雯
佘玉云　张　芬　杨　博
沈阳阳　苏　静　陆　菁
范艳华　姜　宇　宣　言
唐小青　徐伟幸　班小红
耿华昌　钱宇平　钱明霞
焦　雷　蔡雨沁　薛　茂
魏　伟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０８．２２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优秀临床带教教师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刘晓健　刘迎昭　郭俊芳
张国梁　耿建忠　蒋继党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获奖人员：田志宏　靳　彪　陈亚梅
高艳珍

获奖单位：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谭友文

获奖单位：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邓先仁

获奖单位：解放军第３５９医院
获奖人员：范志刚

获奖单位：镇江市急救中心

获奖人员：邹圣强

获奖单位：江苏省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王　
"

获奖单位：江苏省中医院

获奖人员：葛　亮
获奖单位：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褚荣涛

获奖单位：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

获奖人员：王卫萍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附属上海第八医院

获奖人员：赵志东　方德宁
获奖单位：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张靖博

获奖单位：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王苏建

获奖单位：上海市解放军长征医院

获奖人员：周庭银

获奖单位：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

获奖人员：戴正庆

获奖单位：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王　仲
获奖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获奖人员：康向东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

获奖人员：莫乃新　黄　刚　刘爱民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

获奖人员：吴福荣　沈辉安　刘瑞钰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医院

获奖人员：吴伟庆　曹福余　沈惠平
获奖单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陈　明
获奖单位：江阴市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刘　峰
获奖单位：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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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卞士平

获奖单位：解放军第１１７医院
获奖人员：成　军
获奖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院

获奖人员：杨大千

获奖单位：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王　智
获奖单位：解放军第１０１医院
获奖人员：周脉涛

获奖单位：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朱　伟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附属徐州医院

获奖人员：阎　平　朱彦玲
获奖单位：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朱晓珏

获奖单位：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陈宝华

获奖单位：上海市东方医院

获奖人员：欧阳玲

获奖单位：浙江省中医院

获奖人员：刘永林

获奖单位：江苏省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顾　兵
获奖单位：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王正飞

获奖单位：苏州大学医学院附二院

获奖人员：周海斌

获奖单位：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刘　成
获奖单位：解放军八一医院

获奖人员：李　鑫
获奖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金晓群

获奖单位：溧阳市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彭宏伟

获奖单位：解放军第４５４医院
获奖人员：唐永明

获奖单位：江苏省高淳县人民医院

获奖人员：邢玉龙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０９．０３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江苏
大学优秀班主任

获奖人员：姚红兵　佟艳群　裴宏杰
潘海彬　赵玉国　吴　彤
祝远锋　杨晓峰　马金麟
丁福生　倪　捷　崔成龙
钱卫东　戴晓丽　董晓言
丛小青　李　忠　吉海燕
盛维琛　陈希章　贾志宏
于焰君　张新华　孙　俊
李江勇　丁娓娓　李文娟
杨泽斌　任明炜　滕成龙
李洪福　王　飞　周　祥
成科扬　单田华　韩建刚
李　伟　陈娟荣　何华纲
徐　斌　杨冬亚　吴云龙
李银芳　吴卫疆　韩晓红
缪亦安　秦　犹　罗彩凤
盛良驹　殷　瑶　朱　源
沈　松　沈玉萍　乔　芳
高启华　魏志祥　陈　燕
钱丽娟　高安娜　邢亚林
张秀丽　蔡东升　王　莹
史莹娟　李　莹　王铁英
张　蓉　蔡小霞　白光林
张　跃　张　莹　文学舟
朱　

#

　杨　剑　冯　磊
华建业　蔡伟仁　吴继英
徐小阳　张　瑾　范一蓉
常光辉　沙颖萍　鄢　军
许　华　陈　曼　陈腊仙
李宗堂　王　蕾　马　莉
张　静　刘建和　道　丽
胡永光　赵斌娟　叶丽华
陈　钰　徐道银　刘　伟
程悦玲　巢艳红　李国昊
赵念强　黄永红　陈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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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匀　任晓锋　魏　东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２．０１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 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

单位

获奖单位：医学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流体中心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 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

导教师

获奖人员：石昌瑞　杨　建　李宏刚
张吉勇　张　怡　孙　昊
姜　宇　班小红　倪荣臻
徐惠红　何　铭　邹时建
宣　言　刘　洁　蒋　豪
蔡　静　邱　健　王为其
陆　菁　任建波　沈阳阳
郑可春　魏　东　刘正欣
潘建明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学生集体、个人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先进
班级名单

获奖单位：机械学院（１１）个
机械０７２　机械０７３　测控０７１
模具０７１ 机械０６１ 机械０６４
光信０６２ 测控０６１ 机电０５１
测控０５１ 机械０５１

获奖单位：汽车学院（１１个）
运输０５２　　　动力机械０５１
车辆０６２ 机械培优０６１

交通运输０６１ 车辆０６１
车辆０７１ 车辆０７５
交通０７１ 动力机械０７２
机械培优０７１

获奖单位：能动学院（８个）
热物理０５１ 流体０５１
流体０６１ 建环０６２
建环０７１ 热物理０７２
热能０５１ 热能０７１

获奖单位：材料学院（９个）
成型０５２ 金属０５２
冶金０６１ 金属０６１
高分子０６２ 成型０７１
成型０７２ 金属０７２
复合材料０７１

获奖单位：电气学院（１３个）
自动化０６２　电子信息工程０６２
电科０６１ 电气０７２
自动化０７１ 自动化０７３
电科０７２ 电气０５３
电科０５１ 自动化０５３
电气０６２ 生医０５１
电信０５３

获奖单位：计算机学院（９个）
通信０７２　　 计算机０７２
软件０７１ 计算机（网络）０７１
电气培优０７１软件０６１
网络０６２ 通信０５１
通信０６１

获奖单位：环境学院（４个）
安工０６１ 环境０７２
环境０５３ 环境０６１

获奖单位：食品学院（４个）
生技０６２ 生技０６１
生技０５２ 食品０６２

获奖单位：化工学院（５个）
应化０７２ 化教０７１
应化０６２ 化工０７１
化工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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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医学院（１３个）
临床０５７ 护理０５１
临床０５４ 临床０５６
护理０６１ 护理０６２
临床０６１ 医学０６３
临床０６４ 临床０６７
临床０７１ 临床０７３
临床０７８

获奖单位：医技学院（８个）
影像０４２ 检验０４４
检验０５２ 影像０５１
检验０６１ 影像０６２
检验０７１ 检验０７４

获奖单位：药学院（５个）
制药０６２ 制药０５１
药学０５２ 药物制剂０６２
制药０７１

获奖单位：理学院（８个）
数学师范０６２　　应用数学０５１
土木（土建）０５１ 物理０７１
工程管理０７１ 数学师范０７１
数学类０６３ 土木（土建）０６１

获奖单位：人文学院（６个）
对外汉语０７２ 历史师范０５１
汉语言文学（涉外高级文秘）０６２
文秘０７２
汉语言文学（师范）０５１
汉语言文学（师范）０６２

获奖单位：法学院（３个）
国际经济法０７２　　法学０６３
经济法０７１

获奖单位：外国语学院（８个）
英语０５１　　　日语０５１
英语０６２ 英语（师范）０６２
日语０６１ 英语０７４
英语（师范）０７３
日语０７２

获奖单位：艺术学院（９个）
新媒体０６１ 美术师范０６１

美术０５１ 工设０７２
工设（艺术）０６１
工设（理）０６１
环境艺术设计０５１
工设０７１
装饰０７１

获奖单位：工商学院（１１个）
工商０６１ 信息０６１
市场营销０６２ 人力０６１
医保０５１ 人力０５２
工商０７１ 人力０７２
电子商务０７２ 电子商务０５１
营销０５１

获奖单位：财经学院（１３个）
统计０５１　统计０５２　统计０７１
会计０６２ 财务０７２ 会计０６１
国贸０６３ 国贸０７１ 国贸０７３
金融０６１ 金融０７２ 金融０７３
会计０７０２

获奖单位：教师学院（２个）
教育Ｓ０６１教技Ｓ０６１

获奖单位：京江学院（７４个）
Ｊ电子商务０５１　法学０５２
法学０５１ 国贸０６１
Ｇ会计０６２ Ｊ车辆０６１
Ｊ车辆０６２ Ｊ车辆０６３
Ｊ护理０６２ 医学检验０５３
护理０５２ 护理０５１
医学检验０５２ 医学检验０５１
Ｇ会计０５３ Ｇ会计０５２
Ｇ会计０５１
Ｊ英语（师范）０５１
Ｊ英语（师范）０５２
Ｊ会计０５２ Ｊ国贸０５２
金融０５１
公共（卫生）０５１
公共医保０５０１
环艺０５１ 国贸０６０４
平面艺术０５ Ｊ英语师范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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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艺０６１ Ｊ营销０６３
国贸０６１ Ｊ机械０６１
Ｊ机电０６２ Ｊ信息０６１
Ｊ信息０６２ Ｊ英语０６１
英语０６３ 护理０６１
英语师范０６１ Ｊ英语师范０６３
Ｊ会计０６１
Ｊ会计（财管）０６２
Ｊ会计０６３ 国贸０６２
国贸０６３ 国贸０７１
国贸０７２ 车辆０７３
Ｊ交通０７１ 动力机械０７１
Ｊ电信０７１ Ｊ机械０７３
Ｊ高分子０７１ Ｊ机械０７４
统计０７１ 电子商务０７２
电子商务０７１ Ｊ电气０７１
平面０７１ 制药０７２
药剂０７２ Ｊ环艺０７１
Ｊ工业设计０７１ Ｊ英语０７１
会计０７１ Ｊ会计０７４
会计０７２ 计算机０７２
护理０７２ 护理０７１
通信０７１ 英语０７２
英语０７４ 英语０７３

获奖单位：继教学院（１５个）
法学０６１　　　电子商务０６１
会本０６１ 会计０６３／４
人力资源管理０６１
成考英语０６１／２
市场营销０６ 物流管理０６１
物流管理（自考）０６１
自考英语０６２ 信息０５１／２
英语０５１ 会计０５１／２
０７自考机电 机械０６１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１．１１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三好
学生标兵

获奖人员：

机械学院：白欣欣　吴东琴　薛　莹
汽车学院：杜滢君　金书彝　田　璐
能动学院：胡　斌　温　谦
材料学院：刘　飞　董伟玲
电气学院：盛碧云　杨辰星　和　阳
计算机学院：马　四　吴静丽　兰晓晔
环境学院：李小皎

食品学院：张燕华

化工学院：刘晓光　柳　怡
医 学 院：高润娣　臧　丽　郑芳媛

高　波　金　迪
医技学院：张　玲　刘欢欢
药 学 院：史梅英

理 学 院：胡玲玲　金汝蕾
人文学院：王力伟

法 学 院：施金花

外语学院：杨　洋
艺术学院：马骏铧　窦彬文
工商学院：邢亚楠　陶　静　郑　丹

薛梦婷

财经学院：陆　芸　周　嘉　李　
$

张　津　姚志敏
教师学院：吴　莉
京江学院：朱　虹　王丽君　金紫燕

张　清
继教学院：张召娣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１．１１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校三
好学生、校优秀学生干部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

校三好（５３人）：
白欣欣　吴东琴　薛　莹
顾　峰　刘玉军　吴兴丛
顾　

%

　吴　忠　王小燕
沈峥嵘　羌晨晨　江　镇
张允康　王禹生　张　海
朱云峰　王成红　张立云
周倩云　王祖声　徐燕云

·３５３·表彰·奖励



周德吉　倪　齐　蔡　凤
丁　凯　李文儒　李　培
陈晓燕　陈　叶　顾中连
蒋楠楠　周子云　张满奎
陈叶飞　宋　伟　胡　杨
施　展　孙林林　平　洁
高　飞　徐　晟　柳振平
刘家臻　刘　丹　邓卫翔
朱宇霖　徐弘博　王　俊
张家银　张　勇　房　凯
许瑞华　欧阳占欢
校优干（３人）：
王　蕾　武　欣　朱　璐
汽车学院：

校三好（３０人）：
金书彝　徐笑梅　孙　磊
施德华　何梦谷　管晓晨
时　俊　钟　山　张文雯
邬齐敏　穆文浩　钟　鑫
邱海峰　侯件件　胡　贝
陈　远　秦少隽　田　璐
吴　强　蔡　瑶　钱晏强
樊　婷　许连平　符　凯
赵宪东　余光建　刘　超
丁向燕　王镇豪　曹竟成
校优干（２２人）：
杜滢君　孙晓强　李善举
马跃超　董自龙　潘绪平
叶　昕　琚龙玉　朱晓煜
贾林夕　荆　堤　施蕴曦
郭正辉　肖龙祥　俞剑波
柳先强　付龙龙　蔡　萍
胡　斌　杨文燕　隋　旎
方　佳
能动学院：

校三好（１７人）：
郭　嘉　钟小芸　张光建
刘　璐　陈　云　魏　婷
程俊杰　陈　慧　李　阳

吕佩娟　李立志　穆行元
唐文涛　谈　锋　孙鑫恺
徐　敏　吴苏青
校优干（１８人）：
胡　斌　温　谦　张　华
陈　杰　钮圣强　邵珊珊
史祥东　胡维维　曹红丽
叶丽婷　王　云　马诗
张　宁　曹彦涛　张　洵
张　磊　陈　阳　吴何来
材料学院：

校三好（３１人）：
吴丹妮　刘　飞　张宏娟
窦强将　杨华静　钱　静
艾世杰　刘　杰　陈　锋
王　刚　葛　勇　张　莉
孙艳茹　芮晓刚　石　岩
吴　浩　姚佳梅　王　平
井晓静　施小娟　丰　英
杜玉洲　李宇翔　杨懿靖
宋泽琳　胡　萍　梁庆荣
张双鸽　曹　莉　于彦冲
陈金锁

校优干（９人）：
董伟玲　赵文锋　刘明权
周　婷　李雅南　张　欢
何凤林　刘春涛　孙　菲
电气学院：

校三好（４８人）：
宋宝举　陈贵昌　和　阳
孙海洋　马丹丹　吴静菲
汤殷霞　钱　刚　汤　鹏
邓　涛　彭　丹　马明媛
邵小艳　魏晓东　徐乔乔
张维煜　李　琦　史辉萍
颜妙君　杨俊勤　刘一帅
俞忻州　许晓春　韩海霞
祝　尧　孙晓军　许李俊
范雪梅　吴明明　王玮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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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伟　黄永文　李赛男
武转梅　吴珊珊　安　翼
张　明　李　腾　张　兰
李浩杰　朱旭茴　陈宇杰
刘凤琳　郑隆武　沈　琴
张　舒　王卫星　张东娟
校优干（１５人）：
盛碧云　杨辰星　王朝霞
冯小军　戚秀兰　张松涛
米　博　柴东斌　朱力宏
季延娥　徐　翔　商　帅
仇佳捷　刘天怡　苏　晓
计算机学院：

校三好（２９人）：
吴静丽　任　梅　许红菊
朱媛媛　沈年凤　郭　娟
门晓玉　乔甜甜　万　靖
秦　颖　卞珏平　王素素
郭　冕　符太行　沈　晶
吴志培　程　铃　魏月娥
邹　翔　顾振国　蔡连如
曹　骏　龚赛丹　王　鸿
曾　权　玄双华　熊　炜
刘善成　廖海芬
校优干（１７人）：
马　四　兰晓晔　李　丹
吴荣春　屈小茜　陈伟晴
孙少林　赵琳录　徐丽君
赵玉娟　项泳彪　茅冬梅
胡向涛　薛　莹　郑利纯
李　芳　伊西超
环境学院：

校三好（１８人）：
李小皎　段明飞　蒋夏瑜
陈　力　陶德晶　王　霓
魏　凤　杭海霞　陈　红
王丽娜　万凤娟　周　莹
于学娟　陈拂晓　陈美婕
鹿存良　张丹露　陈　琳

食品学院：

校三好（１４人）：
张燕华　王　婷　金海燕
万佳丽　姚丽娅　何晨曦
彭　蕾　黄　星　仲元华
刘　丽　张　莹　郭晶晶
费　悦　李媛媛
校优干（４人）：
刘　兵　孙芳芳　周　莉
韩超超

化工学院：

校三好（１１人）：
柳　怡　唐慧敏　邹萍萍
姜逸倩　高　倩　张　磊
张　婧　李　颖　杨　霞
张欣威　陈向晶
校优干（１１人）：
刘晓光　何丽丹　陶蓉蓉
陈　静　李辉辉　尤婷婷
胡晓笑　华珈艺　殷彬励
崔恒律　解　涛
医学院：

校三好（６０人）：
高润娣　臧　丽　郑芳媛
高　波　金　迪　孙倩茹
曹丹霞　李先敏　陈　燕
金丽艳　缪　娟　闫　岩
王　旭　赵　静　仓晓凤
张

&

癑　陆子阳　李　茂
严　蕾　卞石惠　李秀琴
王　莉　袁　婉　董嗣婧
方　妮　胥黎明　宗天舟
潘晶晶　曹小菊　刘　磊
严菊芳　汪茜茜　尹志斌
惠晓莹　董　莉　郑海娜
支中正　张　甜　许　丽
左　蓓　杨明珠　张丽亚
孙　园　鲁　倩　吕静雯
王　洁　刘　锦　张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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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珏　张竞予　杜益萍
孙晓萌　渊　潭　吴　姝
齐艳华　戴　颖　刘承稳
郑俏丽　王丽丽　朱　玲
医技学院：

校三好（２５人）：
田　丽　张　玲　潘　红
马春芳　翁晓琴　王　静
吉　滢　吴洁静　刘嫣方
万佳蔚　楚　颖　纪润璧
高晶晶　王金花　宋琳琳
史丽群　杨婷婷　汪　汀
蒋　玲　赵　昕　张　洁
朱芝娴　王夏夏　黄浩哲
陈晓霞

校优干（１１人）：
刘欢欢　吴晓丹　朱琼芳
许晓庆　刘　戬　卢海燕
夏珍珍　卞倩颖　刘　辉
范兴文　王晨阳
药学院：

校三好（１７人）：
何　洋　严晶晶　邓春超
魏亚伟　张丽萍　苟　莹
叶　　刘锡梅　韩　培
赵心彬　常　丹　苏　虹
高希哲　许磊磊　郑昌玲
王　芳　晏　鹤
校优干（７人）：
张　丽　史梅英　徐文娟
段隆慧　李　香　邱　晶
曹　健
理学院：

校三好（３７人）：
张宁一　金汝蕾　许培琳
陈　艳　兰旭涛　李迎迎
魏　敏　熊　峰　徐　银
夏　俊　黄　益　赵敏汝
晏　翔　姜荣斌　范　艳

翁银燕　孙滨雁　王　帅
刘丽娟　庄　琳　徐　芳
许　艳　薛雯琰　赵　波
徐洪茂　刘承章　刘佳俪
方庆伟　孙　龙　常　虹
刘雅婷　王　霞　冯　磊
王文燕　王　涛　徐蓉蓉
杨丽佳

校优干（２人）：
胡玲玲　许莉莉
人文学院：

校三好（２５人）：
王力伟　王丽婷　胡　彬
诸　萍　周　凯　徐皓洁
周　洋　李　倩　辛　红
傅　妍　吴秀燕　张崇文
潘清扬　傅一岑　刘　月
周媛媛　凌　红　陈泽星
徐阳萍　奚春燕　许　晨
徐慧杰　贾　峰　倪　颖
韩　笑
校优干（１人）：
张　洁
法学院：

校三好（１０人）：
秦广荣　徐静波　蒋华伟
鲁小祥　张　峰　张星星
王　雯　顾华珍　顾　莉
吴晨佳

校优干（４人）：
胡元吉　施金花　秦　妍
包　娜
外国语学院：

校三好（１８人）：
朱秋玲　卢　炜　全莲花
徐湘君　徐云扬　顾宏美
耿甜甜　吕　燕　黄　淼
钱群丹　张　玲　鲁英花
李　敏　周　静　李田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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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玲　华燕婷　孙晴晴
校优干（１７人）：
管玉华　杨　洋　胡秀枝
董海燕　王卫琴　濮　艳
王岚锦　张　微　丁惠娟
孙友蓉　张曦文　孔雪敏
李　玲　庞　丽　何小慧
刘　玲　刘　雯
艺术学院：

校三好（２１人）：
顾　瑜　薛　源　王不凡
黄　梅　刘有源　周　宇
杨　益　利剑青　任玖玲
卞星玮　朱　琳　于舒雯
陈　研　董　磊　魏雪平
魏秀洁　梁道怀　王黎莉
顾玉婷　张刚伟　许　尧
校优干（１５人）：
马骏铧　窦彬文　陈美琴
梅　倩　刘思家　束立茹
陈嘉晔　矫　鑫　白　羽
陈萌萌　刘立云　马　晋
蔡鹤群　孔鹏飞　张苏晓
工商学院：

校三好（３６人）：
邢亚楠　陶　静　谢路婉
薛梦婷　王彩虹　陈　燕
吴小花　李　凤　钱敏逸
刘文秀　丁玉洁　李　蕾
孙晓娇　杜　娟　丁健美
黄　翠　姚诗晨　肖明珍
俞　佳　成　玫　汪满容
付鲜凤　窦晨敏　陈小芳
张赞赞　崔兴鑫　丁　慧
朱　丽　胡晓癑　赵　丹
钱秋香　廖　婷　赵　佳
张沈杨　张玉佩　王中原
校优干（２１人）：
郑　丹　钱　慧　王琳芝

张　健　孙树朝　李　倩
徐剑林　赵欣欣　王　红
何晓静　唐　瀚　程　栋
汪碧伶　桑林莉　郑苗苗
祝　荧　董文波　周　怡
浦汇洋　王　鹏　徐　静
财经学院：

校三好（４８人）：
李　

$

　姚志敏　李　琳
冀元健　隋丽华　王丽霞
王聪聪　李　芸　刘　雷
吴军香　顾　湘　狄喜平
汤书亚　潘启凤　徐芹芹
牛翠珍　葛　格　严　洁
李　顺　滕宏明　许　婷
邓楚宁　周文慧　胡　芳
姚晶晶　李　

'

　张　玲
高　峰　吴怡倩　彭　苏
唐一爽　唐　飞　张　帆
陆明莉　金梦露　张梦怡
刘亚丽　李夏箐　许红卫
周　霞　陆沁晔　章　
刘海雅　顾锦月　孟凡洁
吴徐岚　范小乐
校优干（１９人）：
陆　芸　周　嘉　张　津
蔡雨湄　封　蜜　王昕言
杨赛赛　黄婷婷　刘羡钦
张　杉　陶梦丹　汪　云
杨　欢　徐子程　金蕊涵
张爱曼　张　丹　朱雪平
赵美玲

教师教育学院：

校三好（４人）：
吴　莉　沈维志　赵明星
刘　艳
校优干（３人）：
汤　静　黄晓燕　朱　欣
京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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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三好（２２８人）：
奚健铭　蒋金花　崔　寅
马媛媛　张　瑜　金紫燕
沈　翔　秦　娴　张　清
朱丽莹　陆海华　黄　清
赵　超　蒋　玮　李　韩
姚俊芳　谭丽慧　周燕婷
汤玲迪　王丽云　张　钰
成煜华　王慧钰　唐黎燕
钱　青　杨丽萍　管奕雯
王　靖　陈　静　张宏艳
袁　姣　徐　洁　杨　蓉
胡　鲲　钱晓舒　王　欢
唐晓娟　季梦秋　范之明
刘　轩　陈玉炜　宗伟伟
王　欣　孙夕阳　张新星
丁　卫　胡东坡　沈慧铭
杨烨刚　孟扬扬　崔　亚
曾爱明　袁　泉　张心衡
景　雅　沈桉聿　单楚飞
祝凌星　刘梦婕　陆　雯
沈　娟　李　玲　俞景锦
周　怡　朱　婷　薛梦琦
胡　静　陆　晔　左武婷
沈雪梅　顾　金　尹晶晶
毕　婧　邹　洋　苗甜甜
王晓莲　曾　盈　季燕平
沈朔朔　蔡　莹　邓　寅
张美娟　姚梦娜　刘　平
袁秋红　徐　萍　王一芳
黄　静　孙阳阳　尹康民
朱　虹　姚　倩　朱　昊
王　蕊　臧凯杰　乔　沙
刘　梅　贡瑶珏　周　香
李天赋　秦　蓉　施姣姣
谈晓梅　卢旷逸　朱　虹
陈　浩　夏　伟　叶耀冬
杨　辉　张　卫　朱虹虹
居金金　吴　英　沈盛岚

王思淇　朱晓丽　徐翎翎
钱　靖　王　癑　顾　骊
王祖明　孙小宁　杨　倩
薛唯一　刘文凯　蔡智超
徐雯皎　蔡海琳　陆晓峰
徐　敏　张　薇　司光辉
蒋丹林　孙苏莹　陆燕飞
史正元　徐阳华　王　婷
刘　彬　陆萍萍　丁　敏
陈　

(

　周延杰　王晓燕
)

梦菊　劳政毅　倪
*

磊

李　博　张文君　张　慧
马　茜　刘泽华　孟　钊
薛佳佳　张　雨　沈　杰
薛　超　冯苏龙　金　键
王　俊　袁建龙　季晓雯
王彦清　朱　琳　杨秀青
沈　丹　陈　君　谢林汝
秦莉莉　沈　菲　李建华
庄　洪　王莉君　金　琳
仲　婧　杭　佳　张玉燕
顾　雯　戴月芹　吴　玮
周晶晶　张　璐　黄雯怡
郑钱凤　陈　微　赵　烨
卞　晶　张平倩　王昌龙
陈全杰　黄　磊　刘　艳
蒋晓婷　陆　超　浦　蕾
朱晓晴　潘　洁　封大山
张　萍　曹宇盈　岳佳莺
任　佳　陈付莉　吴　燕
滕妍娜　梅　嘉　刘　青
吕　琳　戴　敏　陈娟娟
张　彬　徐胜佳　黄　河
邹梦青　高　萍　李蓓蓓
陈天熙　丁　玲　李家乐
包　纲　杨　静　黄　锋
刘　悦　李　园　郭春阳
陈建平　张玉婷　钱　雯
校优干（１１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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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　成　吴金莲　李　婧
李　玲　刘　雁　邵　艳
沈小俊　胥　亚　姜　曦
赵甜甜　陈海玲　蒋　晗
蒋剑刚　沈燕敏　魏云平
郁　姣　姚妤芳　朱晓芳
范陈飞　顾晓玲　徐　虹
周　凯　黄　栋　潘晶晶
王　香　姚亚花　王丽君
唐　晴　颜　敏　张　璐
施昌龙　徐梦颖　赵军君
顾敏敏　江建峰　陶昱晓
徐子红　张　蓉　范莉莉
仇　捷　孙　湘　蔡宗溢
李　莹　姜泽华　王　涛
刘　玲　张　弘　张纪华
茆叶青　姜海健　李亚琴
钱云兰　高　明　刘茹婷
王丽媛　王　荟　史超怡
许可欣　王梦京　黄　红
季　婧　徐鑫鑫　黄维琦
单学良　史　敏　李　昕
肖　伟　孙　波　夏巍巍
彭星宇　凌云军　吴　栋
陶　乐　曲海宁　刘　卉
卢　洋　李　真　黄治民
孙海明　罗　青　史　巍
戈锦文　徐　娟　黄律旗
吴　湘　吴月芳　王　颖
顾月佳　钱　叶　陈　莹
刘　晓　胡　佳　周　红
成婷

$

　庄徐苹　赵亦岚
许　翔　崔小艳　张　琦
潘玉娥　朱宁燕　窦雪如
黄元伟　刘　毅　赵　晨
潘国平　陈　颖　高凌静
卞妍妍　张凯凤　高玉兰
史云燕　陈　

(

继续教育学院：

校三好（７８人）：
张召娣　袁晓俊　曹东凤
王　考　嵇双玲　张盟盟
沈　芳　李开华　李新侃
李　婷　林　玲　葛倩倩
陈　娟　陈　燕　马　玲
邹　晓　王　雷　丁安全
周青青　栾秀兰　叶　丽
杨　艳　张小燕　郑　琪
王　芸　崔　慧　房海芬
宋新华　李启航　许琼华
姜惠婷　吴春利　陈　晴
宋雪芹　于广生　万春红
胡　颖　许　冬　周露璐
周芸丽　甄玉荣　顾颖频
王　凯　萱芳芳　王　林
沈云丽　徐明艳　陈　玲
闵　露　徐　兰　刘　根
施汉卫　许溢龙　曹　丽
彭小桂　吴晓依　王玉芬
王　凌　栾立明　陈　燕
朱乐琴　吴海云　徐　玲
叶凌飞　张建玲　彭玲玲
谢丁香　刘　俊　郗美丽
沈慧华　马润生　陆海燕
赖小琴　张双燕　刘立红
吴　俊　何文越　白　欢
校优干（１１人）：
赵希跃　高　森　许　馨
沈升翠　于　洋　周丹红
万育绪　刘　健　周　茜
付　菲　马玉柱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１．１１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优
秀研究生标兵”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董培龙

能动学院：张　睿
流体中心：张德胜

·９５３·表彰·奖励



食品学院：郭志明

环境学院：朱国锋

财经学院：盖　瑞
理 学 院：赵柳榕

化学化工学院：潘建明

临床医学院：邹向前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曹慧玲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１．１１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优秀
研究生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５）：
李　健　张卫华　张　锋
徐中华　聂文武
汽车学院（１１）：
臧　绫　周小健　程丽娟
梁　晨　赵艳晶　高建立
张　建　王运霞　庄凤芝
胡振伟　王　攀
能动学院（３）：
刘红光　张会峰　吴桂芬
流体中心（２）：
傅剑辉　朱兴业
材料学院（５）：
过丽萍　胡　密　王改娟
刘红飞　狄建科
食品学院（３）：
马龙传　田　甜　贾俊强
环境学院（２）：
何立宁　葛建华
电气学院（５）：
王　玲　邬清海　陈佳驹
周云红　徐海霞
计算机学院（９）：
秦　川　罗　星　陈潇君
张志雄　杨汉华　孙　静
李　明　张晓翠　杨天明
工商学院（５）：

李　娟　陈敬贤　卢名辉
贾同颖　曹　蓉
财经学院（７）：
林　逸　张　婷　梁　菲
王彩学　滕家佳　吴媛媛
宋道勇

理 学 院（６）：
孟伟业　曾长燕　崔晓红
董高高　钟萍萍　王华山
外国语学院（１）：
胡　波
临床医学院（２）：
张　浩　杨　勇
基础医学与医技学院（１）：
吴　亮
化学化工学院（３）：
张东芝　唐雅静　黄　娟
药 学 院（４）：
曹恒杰　安益强　熊御云
张　磊
生物机电研究院（２）：
任　宁　王　敏
生命科学研究院（１）：
葛玲玲

艺术学院（１）：
张东方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１．１１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优秀
研究生干部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６）：
陈子夏　鲁立峰　叶　镇
杨　昆　贝建伟　宗　亮
汽车学院（２）：
刘　斌　崔　勇
能动学院（１）：
白　滨
流体中心（２）：
杨炎财　管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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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２）：
胡友根　韩明娟
食品学院（１）：
王中斌

环境学院（１）：
刘　兴
电气学院（７）：
朱晓芹　白　斌　王津京
张师玲　吉裕晖　于小燕
屠君君

计算机学院（３）：
陈立　黄　欢　房　芳
工商学院（４）：
孙胜男　洪　涛　张　忆
卞琳琳

财经学院（３）：
杨悠悠　邱振宇　陈祖功

理 学 院（２）：
蒋秀萍　宋月升
人文学院（２）：
浦卫英　马　丽
外国语学院（１）：
张　卉
临床医学院（３）：
王　强　施　良　黄大福
基础医学与医技学院（１）：
国冬梅

生命机电研究院（１）：
沈宝国

生命科学研究院（１）：
何林富

教师教育学院（１）：
相　阳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１．１１

获奖名称 获奖单位 获奖时间

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

进团队

机械工程学院“四川地震灾后重建”调查社会实践服务团

机械工程学院“我眼中的镇江城市建设”社会实践服务团

机械工程学院“环保夏ＣＯＯＬ风行”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企业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

汽车学院赴盐城麋鹿自然保护区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

汽车学院团委“宣传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成果展”社会实践服务团

汽车学院青年志愿者镇江公交公司志愿服务实践团

汽车学院团委赴江科大社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服务团

汽车学院团委、研究生会与镇江寿邱街社区开展宣传奥运活

动服务团

能动学院赴南水北调水利枢纽———江都泵站社会实践服务团

能动学院“大手牵小手·自护自救演练”社会实践服务团

能动学院“收获花开的感动”社会实践服务团

能动学院赴东申泵业社会实践服务团

能动学院赴凌宵泵业社会实践服务团

材料学院“稚鹰”生产实践调查团

材料学院改革开放宣讲团

材料学院“服务新农村、建设新江苏”社会实践科技服务团

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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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获奖名称 获奖单位 获奖时间

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

进团队

电气学院“贫困学子感恩社会”实践团

电气学院赴扬州博物馆“心跨润扬，情系古今”实践团

电气学院泗洪“村官面对面”实践团队

电气学院赴句容“体验农村生活、维修农机设备”实践团

电气学院赴宿迁“苏北地区万户行 青春奉献新农村”实践团

计算机学院“走进上党镇古洞村，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

实践服务团

计算机学院“保护长江母亲河”社会实践服务团

计算机学院“燃烧麦秸”实况调查社会实践服务团

计算机学院“调查通信业的发展趋势，掌握未来动态”社会实

践服务团队

食品学院赴镇江新区食品安全宣传研究生服务团

环境学院“送科技下乡”实践服务团

环境学院“安全快车进社区”实践服务团

环境学院“昨天、今天、明天，共话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宣传服
务团

理学院“数学建模”小分队

理学院“奥数夏令营班主任”小分队

理学院“抗震减灾及急救知识进社区”小分队

理学院赴新海油脂公司调查研究小分队

理学院赴江滨医院“与灾区党员共度党的生日”慰问灾区党

员小分队

人文学院“与爱同行”社会实践服务团

人文学院“寻梦”社会实践服务团

人文学院“文韵”社会实践服务团

法学院 “走进农村”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

法学院“大学生法律维权”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

法学院“走近大学生村官”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

外国语学院“走进小学，沟通你我，手拉手共同成长”实践服

务团

外国语学院“追溯英雄的足迹，歌颂从古至今扎根于镇江土

地上的英雄们”服务团

外国语学语“爱心洒向镇江福利院，送出我们的一片真情，共

建和谐社会”服务团

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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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获奖名称 获奖单位 获奖时间

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

进团队

外国语学院“爱心阳光，洒满新村”服务团

外国语学院“文化交流使者”服务团

工商管理学院赴镇江市山门口社区“基层民主、奠定和谐社

会基石”服务团

工商管理学院赴镇江市谷阳新村“魅力营销、赢在实战”

服务团

工商管理学院赴江苏省句容市后白镇“走进新农村、服务农

村行”服务团

工商管理学院赴镇江市三茅宫社区“抗震救灾、共筑爱的丰

碑”服务团

工商管理学院赴江苏省东台市菲亚达公司“企业战略管理博

硕宣讲团”

财经学院“农村环境治理现状调查”社会实践服务团

财经学院“农民工异地医疗保障现状调查”社会实践服务团

财经学院赴江阴“与企业零接触”社会实践服务团

财经学院“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实践服务团

财经学院“关爱残疾人”社会实践服务团

京江学院“爱心服务”小分队

京江学院“传统醋文化行”小分队

京江学院农业园科普调研小分队

京江学院“爱心助盲，聆听奥运”小分队

继续教育学院“手拉手，齐心迎奥运”社会实践团

继续教育学院“感受军营，感恩社会”社会实践团

继续教育学院“改革开放三十年，喜看农村新变化”社会

实践团

继续教育学院“关爱工人生活、促进民营发展”社会实践团

继续教育学院“建绿色家园、促环保社会”社会实践团

临床医学院“爱心”社会实践服务团

临床医学院“温暖”社会实践服务团

临床医学院社区调研社会实践服务团

临床医学院医疗服务进社区社会实践服务团

医学技术学院赴四川灾区医疗服务团

医学技术学院“宣讲急救自救，共建和谐社区”实践服务团

医学技术学院赴１２０急救中心实践团

医学技术学院赴市红十字会社会实践服务团

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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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获奖名称 获奖单位 获奖时间

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

进团队

医学技术学院检验０５０１“卫生安全进社区”实践服务团

药学院“爱心同传递，防患于未然”防疫知识学习与宣传暑期

实践团队

药学院“学习急救知识，珍爱你我生命”急救中心实践团队

药学院“爱心飞翔”社会实践服务团队

化工学院“零点”暑期实践团队

化工学院“微笑”暑期实践团队

教师教育学院“爱的传递”社会实践服务团

教师教育学院“心心”社会实践服务团

艺术学院赴涟水“重塑地方农副产品品牌形象，打造绿色品

牌农产品”社会实践服务团

艺术学院赴宿迁“关爱留守儿童 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实践服务团

艺术学院赴青岛“绿色奥运、扬帆青岛”奥运实践团

艺术学院“以艺术为媒，展改革３０年风采”纪念改革开放三
十周年实践团

艺术学院赴镇江气象里社区“倡禁毒、迎奥运、展艺术风采”

社会实践团

流体中心０８赴荣炳“关爱留守儿童，共迎北京奥运”社会实
践服务团队

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获奖名称：社会实践积极分子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

田　园　羌晨晨　朱正邦
李　杨　庄佳奇　贾振铎
黄二猛　丁　伟　袁　静
江世好　朱洋洋　涂玲玲
张　银　尹纯晶　张　帅
艾科峰　许瑞华　朱晓玲
仲　飞　赵济宇　刘佳南
李良燕　董云芬　董玉静
陈　锋　刘洋宏　康正阳
刘　杰　李　金　邵亚东
田洪胜　曹宇鹏　李直腾
汽车学院：

孙晓强　丁　皓　周依淼
林杰武　郭　辰　侯件件
徐笑梅　陶宇杰　杨　飞

吴　潇　綦宗才　于春杰
孟　剑　张晓雷　郑恩瑞
陈　龙　潘　科　唐诗晨
孙　毅　于　洋　闫　成
秦仲义　蔡鹏飞　周紫君
周晨夏　樊　彬　方　佳
徐雁

*

　张益锋　孟繁浩
林丽姗　田　璐　赵　晶
李钦地　高　瀚　郑明伟
柳先强　杨　飞
能动学院：

于　慧　周明杰　徐　钧
胡　斌　孙昌林　史祥东
夏　雪　杨　诚　黄　杰
张　宏　李　勇　蒋剑昌
郭　雯　陈　浩　游晓芳
叶　珍　王碧坤　张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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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程程　丁丽娟　钟小芸
陈　哲　曾　鹏　刘　璐
赵琳琳

材料学院：

赵光伟　周　丹　王　洋
许巨晶　宋　锐　成居正
付　宁　王卫平　顾春雨
易　燕　王文华　王慧涛
王灿辉　芮晓刚　马春华
孟笑笑　仁　丹　贺玉琳
王　昭　彭玉婷　杨　雷
杨启云　黄玉明　袁加林
陈　希　焦志达　丁　进
曾智中　魏会玲　易宇文
赵光伟　王　洋
电气学院：

马汇欢　陈贵昌　李淑芳
毛　凯　戴陈云　张　舒
姚理觉　李志鹏　黄　伟
姚　杰　李前安　张　静
王岩磊　乔　磊　陈　茜
施　律　王　硕　李志鹏
李　腾　陈　平　曹　旭
计春华　衡沁瑶　陈小会
朱逸洲　苏　晓　陈　伟
朱丽婷　荣金林　张　阳
张　继　冯炯皓　李燕珍
施海云　陈光明　黄　晓
卢正明　王　成　林　奎
马　锋　冯翠萍　苏刘鹏
陆志勤　商　帅　史辉萍
徐海东　李欣妍　宋宝举
焦

+

萍　朱　波　沈燕华
张凤杰　邬　芳　滕立立
陈　磊　郭　平　刘骏杰
崔荣丽　蒋　超
计算机学院：

张　鹏　高月宏　倪　静
陈　阳　郭亚鹏　白　云

吴静丽　洪飞廉　张雯静
周　兰　潘　超　宋万军
章毓

,

　陈　斌　金　慧
徐志坚　魏月娥　朱媛媛
彭秀清　王文远　赵玉娟
杨书君　王云鹏　于春艳
贾雪丹　缪静钧　李　桐
王凌阁　许红菊　郭骁汇
张晓松　周红超　杨　翔
赵茜如　许　琳　王素素
高　彬　龚赛丹　程　媛
施　敏　李　昌　葛金龙
董卫华　史武宁　屈小茜
於亦辰　吴　婷　杨艳彩
朱会娟　李晓聪　谈建华
食品学院：

余为东　王艳红　何晨曦
刘　兵　周新华　张　勋
万佳丽　原晓娜　王云珊
熊　路　杨进妹　吴　琼
兰凤超　王中斌
环境学院：

朱国锋　曹化朋　张晋华
刘　宇　高元浩　于志鹏
王利康　李　智　张　磊
杨德明　于长军　覃　然
蒋余超　吴朋川　李　玲
李　丹　刘　蕾　陆　叶
杨康凯　张　敏　施成威
理 学 院：

王　超　张昌裕　薛雯琰
孔垂青　王耀庆　常　雯
顾安君　俞　通　何　娟
王　静　李国合　张柳柳
陶国平　杨　清　杨志娟
史玉芬　矫丽芬　刘舒舒
陶静佳　谷素杰　石　磊
苗丽娟　应　健　赵婷婷
杨丽佳　翁银燕　吴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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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李　珊　张　洁　周　鑫
张　艳　周　宁　王恒利
唐海燕　潘清扬　陈　涛
戴敏芳　鲍玲智　胡继繁
李靖如　周　峰　房　卫
李玲玉　戴云帆　刘　玉
张　涛　金　千　周玉洁
王一闳　张　琪　裴　娇
许　晨　孙宇红　李　政
周瑗瑗　李　琼　诸　萍
李　芗　胡　燕　孙　怡
程　宸　马　丽　戴　丹
法 学 院：

杨　倩　刘文彬　张　峰
卞菊华　秦　妍　陆　超
王　旭　施金花　吴　

*

胡连江

外国语学院：

汪　舟　陈晓飞　陈磊磊
单丽娟　王晓丽　王　轶
肖　璐　黄　平　康　琪
陶　皑　雷登辉　许　念
万　琦　杜夕芳　张　微
张晓晓　王岚锦　朱　辰
金　婕　郭梦蜀　邓　薇
周培培　顾　瑶　龚慧慧
吴梦菲　周　玲　刘　雯
孔雪敏　浦　炯
工商学院：

陈　超　徐　静　缪　彬
周　怡　白玉富　张益蓉
吴　昕　黄友柱　王　鹏
陈　欣　董文波　尚　涛
叶建彬　张鹏飞　桑林莉
杨　俏　徐　影　顾　静
林凯宁　崔晋娜　王琳芝
何晓静　杨　华　施冰冰
张海琴　田国林　戴迎春

夏　欢　李光辉　邢亚楠
朱海利　赵惠鑫　孙溢晗
肖明珍　蔡爱祥　陈小芳
孙胜男　韩　建　郑志雨
邵　博　汪　阳　顾　丹
钱　慧　张　璇　汪碧伶
杨　扬　黄梦秋　谢剑峰
陆　斌　蒋润东　田　楠
卞琳琳　毛凯幸　胡晓癑
汤梦稼　王　军　罗井峰
李燕强　张　玮　黎洁钰
秦军亮　孙芳婷
财经学院：

蔡　娟　陈维菊　李　
$

曹继业　张　帆　顾　湘
马　蓉　赵　玲　谷　溪
朱敏洁　戴芙蓉　常　娟
马　静　金蕊涵　徐一叶
崔娟娟　林心如　唐　艳
施文娟　赵美玲　裴香淑
顾锦月　徐　卫　熊　婧
朱辰凯　王一辰　刘针汝
张　津　周书超　崔莎莎
李　梦　王玉红　何锐矛
马欢乐　何　友　单　超
季尔曼　张云静　李　晨
王以珍　谢雨晗　季　芳
胡　芳　王玉红　顾文倩
张　皓　曹鸿伟　刘　芳
李法亭　史　曼　周　尹
邵若冰　林敏珠　伏广毅
刘牡喜　张　乔　姚晶晶
张　晶　郑　菡　李　月
禹培峰　李学成　张　惠
京江学院：

刘　瑜　孙　洁　邵　琳
张　洁　高　鹏　徐　杰
居金金　王　凯　朱晶晶
徐梦颖　王　彬　李巳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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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莉　钱　锋　陈晓霞
张东旭　董　诚　郭雯琥
陆娅芬　张　丽　李祝晶
宗玲妍　赵　龙　朱慧雅
王朋裕　胡　杨　徐凌云
沈小俊　杨　勇　杨　辉
桑江江　徐明齐　徐小燕
高　姝　钮玉如　胡家园
董玉萍　蒋璐莹　唐黎燕
李亚琴　钱　青　蔡海琳
陈建平　杨丽萍　管奕雯
陆正龙　吕　欢　李本武
李学强　袁　姣　史正元
姜明希　钱云兰　张恒可
施　云　徐相俊　何静宇
杨茂堂　戎　成　吴秋萍
朱　晨　王　勇　张　弘
李　靖　周　　潘　东
严晨哲　李　玲　徐金星
郭　飞　詹　祥　白　骁
顾剑锋　钱　松　蔡　军
杨家庆　李春红　王　伟
阮钱　夏郭强　韩　潇
任　强　陈　莹　吴银霞
宗雯颖　景俊华　张　娴
刘　程　刘志琴　陈玉君
谢　宇　邹重阳　庞叶婷
王　莹　周小二　杨玉婷
岳佳莺　徐　珊　王乃舰
张　旭　刘　艺　潘晶晶
张晓雯　唐雪莲　杨吟君
张　聪　赵俊威　俞　鸽
朱宇栋　姚　廷　徐　晶
茅　桦　张玉婷　朱晓芳
黄　晶　刘　洁　张建芳
王　珍　刘亚洁　周　凯
顾　维　王　萍　蒋鸿伟
马小虎　赵春燕　许　翔
朱　琪　朱　烨　刘文刚

沈燕敏　姚亚花　李雯雯
刘　毅　赵　晨　董德松
高远寅　黄秋贺　施　朝
施春晨　周少青　吴　栋
葛　兰　石磊光　吴志平
方　龙　李　超　周双凤
唐　敏　张　苗　吴　优
俞秀铭　薛　毅　韦　欣
沈超群　尤　能　袁　博
陆永佳　张　鹏　王　欣
裴　佩　卞长俊　邓向军
王　婕　赵海玲　王笑飞
杨　恺　孟凡涛　薛从文
彭星宇　朱　燕　史一涵
孙辰凯　蒋　飞　史　敏
陈进华　姜再思　仲海涛
唐　菲　陈雨　赵甜甜
戈锦文　邓　超　徐文杰
王　康　徐　娟　曾敏杰
朱凌涛　陆文渊　童煦舟
方于维　谢　旭　唐丽平
张　辉　杨建洮　周　洲
秦梦雪　劳政毅　苏文杰
苏梦怡　黄　婷　李小平
王　欢　钱　亮　丁　敏
王　瑶　唐立敏　史家于
李志文　朱雅娟　罗君军
张行昕　陈　华　王　毅
倪添岳　张　腾　杨　皎
喻　丹　韩　鸿　王茜茜
张　蕊　蔡　挺　褚先锋
朱恩伟　徐　冶　黄治民
薛鸣远　杨　婷　白振华
继续教育学院：

黄镇锋　王凡慧　王海陆
王　芸　薛　寅　蒋贤升
戴　妮　王园园　朱　燕
李新侃　张　娜　鲍　慧
崔　慧　陈锦云　张凌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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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峰　刘　娇　沙银锋
张盟盟　刘　根　邓林林
曹东凤　许　冬　马肖白
陈　燕　戴丽娟　朱达玲
徐　婷　梁　芳　吴香云
邱振国　嵇双玲　陆　玮
袁晓俊　赵希跃　彭玉群
王　琼　张祥嵩　庄南南
万春红　牟泗谦　许　馨
孟　燕　周咪咪　胡　捷
邓　健　王　露　张召娣
肖新香　邹　晓　殷　明
丁安全　徐启超　袁　璐
栾秀兰　滕　菲　吴　俊
吕巧巧　洪　丽　马玉柱
贡　丞　张建玲　刘　健
陈　燕　周　茜　汤　平
钱　姣　郗美丽
临床医学院：

刘宝晨　臧　煜　谢　震
王　洁　包　卿　陈宏强
阎　勃　陈　远　汤　敏
杜　茜　陈敏超　金　迪
张　萍　朱　茜　单　丽
钟一帆　张慧霞　张　婷
汪　潇　蔡　杨　卢　阳
王哲鑫　徐　雯　戈昱凡
周　正　范树领　徐以淅
吴　滢　苏　雯　冯加可
杨亚丽　张海波　苏玉婷
凌云涛　杨震宇　刘　博
陈　浩　罗　静　陆　逸
蒋媛媛　陈　旭　刘文帅
柏琰清　王金海　吉　威
刘剑宇　唐咸磊　董相权
衣慧婷　施　良　马　红
医学技术学院：

潘　伟　于苏兰　吴　琳
曲　超　孙奕波　虞晓龙

高天翼　卞倩颖　卢华榕
杨婷婷　尚松安　刘　静
魏　玮　殷丝雨　曾子涵
崔娟娟　冯　冰　陈国中
周　丹　秦春蕾

药 学 院：

张晓飞　张　磊　宋晓霞
吴祥伟　王起运　陈姝妤
童　坤　郭林峰　耿雅琪
黄　慧　冯　旭　王　芳
曹　健　马　莉　吴珍花
李文洁　李　冬　许磊磊
张启华

化学化工学院：

张瑾瑾　柳金花　沈建萍
田小花　王　慧　姚敏杰
陈　川　荀苏杭　蔡锦霞
邵　兵　潘建明　孟祥富
许和平　郑晓锐　杭　辉
蒋耀华　钟　鹏　马玉花
解　涛
教师教育学院：

刘　艳　范　杨　万晨琳
艺术学院：

褚　磊　刘思家　王　杰
刘明明　张　曦　邹　健
陈　萍　顾晓华　张　露
葛晶晶　陆　腾　林晨旭
田菲菲　潘　娜　李双双
尹群飞　夷　平　王　辰
郑略恩　许益伟　殷　康
宋振鑫　矫　鑫　寇晓烨
步　娟　王文晶　杨贝贝
周　敏　刘　霞　吴　怡
张　远　张文晓　李胜男
刘正棠　边　鹏　李　莎
张东方　刘　住　尹　悦
包云钧　吴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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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中心：

裴　吉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 ２００８届优秀毕业生
名单

获奖人员：研究生

机械学院：

黄　舒　季　霞　许仁军
马春红　仲栋华　李全文
薛春华

汽车学院：

牛礼民　孟　峰　王　波
蔡炳芳　李　苗　陈大宇
王为成

能动学院：

刘春生　顾海飞
流体中心：

张德胜

材料学院：

苏大为　戴　娟　蒋小燕
张道军　韩　

-

食品学院：

祝子坪　栗春艳　张浩玉
朱文静

环境学院：

张化龙　张晓杰　宋艳华
电气学院：

谭　斐　张　仲　孙永波
胡子健　韩庆福　朱　珠
张　懿　任　元
计算机学院：

杨丽瑞　包从剑　王　
.

王雄伟　刘亚民　郑　亮
工商学院：

段　辉　刘重才　杨国睿
徐海峰　周　洲
财经学院：

秦伟锋　李宁娜　陈仁权

刘　兰　翟云云　左思宁
张振涛　曾　薇
理 学 院：

沈春雨　王　曦　姜　英
陈　妤
人文学院：

吴　磊　张仁传
外国语学院：

王　蓓　杨　钰
化工学院：

张瑞超　徐红良
临床医学院：

吕　晶　沈丽娟　刘　刚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周洪兴　张雅琴　茹松伟
司煜安

药 学 院：

倪慧艳　江莉莉
生 机 院：

李洪昌　周秋月
生 科 院：

高　广　王　强
获奖人员：本科生

机械学院：

赵婷婷　吴明艳　杨小东
符益康　宋新华　蓝道明
张余斌　韩有昂　陈秋月
郑文杰　唐军军　徐　强
赖灿兴　王欢欢　宋云亮
赵　波　管亚云　王小飞
原　瑾　周　红　杨　露
徐炳炎　金玉希　沈　昱
贾丽丽　王　培　王道臣
齐行波　杨　敏　何　浩
胡　杰　孙文卉　胡观长
刘祥军　张站柱　冯在良
汽车学院：

丁　晨　杨　健　吴　斌
吴　勇　朱　

+

　邓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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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恺　叶　静　肖　湘
杨永涛　陈应超　谭　倩
王大冲　张　利　姜　博
刘延允　顾晓庆　张　燕
江　俊　白　曙　吴文婷
徐振伟　孙　磊　李发举
王　航　陈　佳　粟　斌
能动学院：

丁亚娜　沈　利　王　涛
孙静静　文　雯　张　丽
陈　磊　李海新　邹　刚
陶　林　辛少杰　俞凤琴
陈黎君　程亚利　张爱月
成　珊　王　涵　杨香红
高庭平　刘莉红　刘永生
蔡桂芳　刘　帅　张　浩
材料学院：

王肖英　陈　慧　代　为
史文华　张毅峰　宋金娜
孟平一　徐丽娜　洪　娟
郑　烈　蒋　勇　郑　梦
王静静　魏　乾　王晓静
于春杭　马炳倩　李　磊
李玲丽　孙　锋　谭　论
马小春　王志远　胡建文
敖　鹭
电气学院：

范　健　王小明　刘临通
王丹凤　陈佳程　梁　华
王　华　干微微　翁　平
桑建斌　陈　晨　张凤岐
孙　娟　邓积佳　孙晓军
姚晓寅　任　芸　傅剑群
蒋彩霞　张翠霞　王　勇
黄星星　张忠平　王鹏程
张　昱　顾　星　柯金舜
房　慧　蔡艳丽　林梦召
戴西子　王　莉　蒋　欢
谷佳丽　汤　琪　毛婧敏

张小芳　沈　丽　冯芳琼
姜　威　王少猛　王　静
朱翠林　徐　慧

计算机学院：

姜晓玲　马　骥　李　斌
黄明明　周福平　卢　亮
石　斌　李　根　李秀娟
谢玉艳　王　莹　李海燕
陶永会　何丽丽　李腾飞
卢红丽　王侠飞　曾　洁
徐婷婷　陈　莉　张风武
吴海玲　言洪萍　陈汉武
彭　力
环境学院：

夏康微　陈　微　李明慧
闫丽杰　马　丽　吴敏红
张惠萍　聂泽宇
食品学院：

汤明杰　陈芝慧　林　辉
杨　靖　李云亮　张　燕
李　蕾　邹　凤　程红霞
赵淑娟　阮　旦
化工学院：

王　兵　郭婷婷　沈婷艳
刘永坦　张勤勤　孙静美
孙亚利　余神銮　罗　颖
田宗民　韩　禹　张星华
石宜权　彭锡江　刘艳辉
温成珍

临床医学院：

徐晶晶　查　敏　丁　萍
宋卫珍　刘芳蕾　杭燕萍
谢　涛　王天歌　常蕾蕾
陈　伟　祝　文　汤　艳
杨秋艳　尚梦园　殷力佳
张　英　宫　钰　徐　敏
徐良洁　李丽多　吕晓婷
朱丹荣　汪晶晶　许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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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婷　程　枫　陈　艳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钱　茜　刘　霞　王文卿
王丽丽　许国莹　杨　琳
曹　彤　田　洁　杨　静
邰秋园　赵皓

$

　卢利仁
郑时玉　史　琦　邢　菲
陆　叶　罗一烽
药 学 院：

王　淼　高义玲　包丽丽
吴建芳　朱　静　徐　泓
梁聿婷　刘　爱　夏　峰
周　叶　徐晨明　李　欢
宋玉仙　陈　涛　卫聪聪
顾　佳　邓纹纹
理 学 院：

叶文才　徐　颖　朱双双
李十泉　王志强　邓永辉
冒鹏飞　闵志愿　杨　婷
杨卫华　倪香花　翟丽敏
刘啊燕　杨　健　郑佳露
刘志英　钱江流　李爱娥
滕红霞　张　磊　丁　媛
孙　琴　丁穗坤　孙艳洁
朱星光　姜颜宁　沈　浩
汤　莹　孙志刚　雷　丽
阮金

人文学院：

刘　琪　沈　阳　张　芹
孙　莉　石　磊　罗　丽
张婷婷　徐钰烨　张嘉钰
高文芳　左新平　房　晓
解　冉　钱明苑　李芙蓉
包　丽
法 学 院：

王筱琴　杨　乐　陈　慧
陆　惠　宋春燕　钱宇春
陈东梅　徐　

/

　梁　悦
贡丽娅　张维芝　卞　煜

张　云　成　明　刘　静
外语学院：

尹海云　杨　蕾　邓　群
陈　啸　薛桃侠　王　楠
熊　佳　邹燕萍　陈尚平
廖定女　贾慧娟　缪宇杰
郭鑫雨　徐莉莉　芮　兰
胡笑丹　卞文娟　董　雪
卢文癑　许　悦　史云莉
王　琳　喻　黎　孙　奕
钱玺仰　孙生娟　陈　剑
艺术学院：

车亚东　梁　爽　纪传杨
吕　怡　孟庆虎　詹慧娟
商　煊　吴　胜　孙中华
胡　丹　颜　婷　吕菲
闫　慧　丁丹丹　杨巍巍
周　瑶　何　晶　庞　瑜
杨　艾　李昊颐　姜丙启
于　沁　陈　波　李　敏
上官玉燕

工商学院：

刘慧慧　裴　峥　谢孟曦
彭　钢　彭　霞　贾娟娟
顾　惠　陈婷婷　陆　洁
周　娟　王月顺　崔　悦
沈　洁　张广健　朱　

$

吕晓红　潘　容　杨　兰
施云霞　李　玲　郭叶琳
吴琳琳　苏　娟　李　琳
胡　宏　何叶飞　罗晨明
胡志杰　刘美麟　蒋丽娟
聂　娜　赵　帅　刘　杰
周莉莉　高　菲　刘玲玲
杨娅媛

财经学院：

陆婷婷　吴海迪　李　春
庞　红　王皎冉　徐　婧
许　贤　赵　兰　张　瑜

·１７３·表彰·奖励



周　丹　张红霞　张明虎
浦　洁　李晶文　刘金领
陶玲玲　孙竞艳　季承豪
陆　慧　金　雅　童　珍
杨　艳　周苏萍　吕　萍
龚鑫磊　戚旭平　蒋冬学
邓金枝　顾　瑜　宋林英
乔　天　毛亮亮　陶文彦
方媛媛　苏倩倩　高丽丽
张为为　肖海霞　胡　怡
栾　超　魏呈呈　蒋晓英
教师学院：

朱文静　张　莉　袁彤彤
张　欣　周　阳　臧　威
吴荣荣

京江学院：

周　科　龚艳兰　米安乐
王智敏　陶　凯　丁　亮
赵　寅　赵　璐　周颖芳
朱　静　杜学菡　陈玉香
邵佳甜　杨　倩　丁　燕
商俊芬　朱丽华　王　红
吴建霞　王天慧　唐柳娴
陈　

0

　周科峰　顾　阳
陆晓薇　周　楠　王　斌
朱丽花　蒋　蓓　刘　增
李智慧　秦靓靓　陆　嘉
丁　鑫　吴禾青　夏　达
曾　瑜　陆婷婷　杨翔喻
徐　楠　袁丽娟　余叶飞
罗德芳　孔　令　朱鸣华
刘　静　何燕芬　徐力群
陈丽芬　钱晓霞　成佳云
许弟弟　王　蕾　王丽霞
张婷华　华彩燕　马　芹
欧　

1

　周文君　徐　洁
朱　彬　汪陆浩　顾盼瑾
吴　静　王　瑶　张巧云
孙　淼　解鸿翔　叶星月

徐　康　朱弘
2

　杜春香
张　萍　陈　啸　刘璐璐
施　培　刘建国　颜　滨
龚　俊　桂承超　李扣军
宋永信　许　达　孙　杰
杨斐斐　曹　玮　陈寅辉
沈　蕾　于　枫　惠静姣
余文超　孙　菡　张亚俊
吕琳媛　张　燕　周晶晶
钱永玮　何赛燕　阚冬琴
周海明　陈海斌　尹志辉
徐秋萍　戴　铺　邵秋艳
唐　燕　夏汶烨　张华贞
张小燕　刘玉凤　姜小雨
朱亚兰　陈　娟　胡玉娟
陈莉萍　卞荣翠　徐莹浩
周　静　孙文娟　吴　兰
管雁华　马素娟　黄丹丹
陆　叶　顾晓芳　陈　奇
许维玲　崔月香　过志宏
王　浩　谢培蕾　徐　洁
管　月　时　杰　刘礼华
张晓莉　姜　耘　凌青梅
朱小芳　刘建军　周丽霞
施　展　殷江钧　魏婷婷
祝　蓉　胡长宏　钱圆圆
徐　红　阙晨露　吴亚华
李　

*

　葛兴兴　朱　婷
赵丽花　郑月洁　杨　科
刘庆立　刘广银　王绪林
张　芹　顾菊芳　陆　俊
徐彬彬　苗　静　郑银艳
袁　晨　邵　婷　匡　磊
束弘芸　陆　筠　汪　强
杨倩倩　赵　静　李殿华
李媛媛　贾米兰　姚　杰
顾晓娟　蒋月慧　万　超
吕德琴　谢惠玲
继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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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文浒　周海艳　祁　秀
黄　洁　王存强　周东峰
朱　寅　缪静娴　蒋　涛
王山花　周　婷　陆　洋
盛佳燕　顾燕红　赵　珊
马伊莎　田　萍　杨海霞

陆秋　郭瑜岑　杨　敏
王　莹　夏　娟　诸栋鸣
许　娟　周大伟　周锦红
丁再朋　崔海曼　王　娟

获奖时间：２００８．６．１６
（供稿人：鲁丹苹　屈淑玉）

教学成果奖项

获市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项一览

获奖项目（作品） 获奖等级 获奖称号 获奖人员 颁奖单位及日期

基于主机的新型纵

深防御体系软件防

火墙

一等奖

江苏省第十届“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作品

张　翼
共青团江苏省委、省教育厅、省科

协、省学联

２００８．１．２５

制备条件对负热膨

胀性 ＺｒＷ２－ｘＭｏｘ０８
结构、性能及形貌的

影响研究

一等奖

江苏省第十届“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作品

刘芹芹

共青团江苏省委、省教育厅、省科

协、省学联

２００８．１．２５

家用生物质成型燃

料气化技术
三等奖

江苏省第十届“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作品

刘春生

共青团江苏省委、省教育厅、省科

协、省学联

２００８．１．２５

江苏锐翔食品分级

设备有限公司创业

计划

特等奖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获

奖作品

江苏大学

共青团江苏省委、省科协、省教育

厅、省学联

２００８．９．８

江苏大学麦德节水

灌溉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技术书

一等奖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获

奖作品

江苏大学

共青团江苏省委、省科协、省教育

厅、省学联

２００８．９．８

江苏凯瑞传感器测

控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创业计划

一等奖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获

奖作品

江苏大学

共青团江苏省委、省科协、省教育

厅、省学联

２００８．９．８

太阳能———地热能

联合供暖制冷供热

水供电系统

三等奖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获

奖作品

江苏大学

共青团江苏省委、省科协、省教育

厅、省学联

２００８．９．８

苏博汽车技术有限

公司创业计划
三等奖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获

奖作品

江苏大学

共青团江苏省委、省科协、省教育

厅、省学联

２００８．９．８

苏博汽车技术有限

公司创业计划
二等奖

江苏省首届大学生

程序设计竞赛

黄　伟
郭　冕
梅露峰

江苏省信息产业厅、江苏省教育厅

（供稿人：鲁丹苹　屈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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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江苏大学教学成果奖项一览

获表彰的学科点名单及奖励金额

学科类别 学科名称 奖励金额

国家重点学科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５万元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５万元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３万元

江苏省高校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２．５万元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２．５万元

江苏省重点学科

固体力学 ２万元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２万元

车辆工程 ２万元

材料学 ２万元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２万元

系统工程 ２万元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２万元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２万元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２万元

新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３万元

新增二级学科博士点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３万元

计算机应用技术 ３万元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３万元

新增一级学科硕士点

力学 １万元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万元

电气工程 １万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万元

交通运输工程 １万元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万元

中药学 １万元

新增二级学科硕士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学、美

术学、设计艺术学、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物理化学（含：化学物理）、

生理学、生态学、物理电子学、电磁

场与微波技术、信号与信息处理、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工业催化、免疫学、病原生

物学、儿科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学、麻醉学、社会医学与卫生

事业管理、情报学

每个学科点

０．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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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称：江苏大学第三届优秀教学质量奖

一等奖

获奖人员：万雪梅　马红霞　王月芳
朱誯秋　邵世和　邵红红
陈晓平　季　莹　范　真
姜　松　赵念强　闻建龙
戴立玲　戴起勋
二等奖

获奖人员：于桂林　尹必峰　王保田
王　强　刘　军　刘　宏
刘秋生　成　立　何秀华
吴　晶　张　华　李长杰
李伯全　李明宇　陈盛霞
周丽琴　周绿林　周新云
茅海燕　姜　涛　赵银德
高　平　眭　建　鲍可进
三等奖

获奖人员：卞新国　孔令璇　戈晓岚
毛翠云　王　兰　王　永
王露璐　田　红　申屠浩
孙　峰　朱乃平　朱茂桃
许　波　张忠华　张新华
李龙洙　李　丽　李宗堂
李新城　贡文伟　陆　晋
陈　悦　周丽萍　姜旭淦
胡启好　贺敏强　殷　俊
陶忠元　黄永红　童珊珊
谢秉川　蔡国梁　樊晓飞
魏小强

获奖日期：２００８．０１．０９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第四届教学大赛

一等奖

获奖人员：高级组：阮鸿雁

中级组：周德军

初级组：潘金彪

实验组：高　平
二等奖

获奖人员：高级组：段玉清　朱孝勇

堵晓东

中级组：曹清华　殷春芳
马　洁

初级组：赵桂梅　高安娜
李　瑞

实验组：孙智权　施丽娟
蒋　彦

三等奖

获奖人员：高级组：黄正清　卢红艳
夏　圣　王正岭
陶明华

中级组：乔　芳　孙瑞清
王宏宇　程一军
戴祝君　李敏智

初级组：许　潇　项倩雯
白光林　孔　娃
伍　娟

实验组：朱红力　胡　吉
徐红兵　张　倩
黄　大

优秀奖

获奖人员：高级组：殷久梅　宋雪桦
王　坤　韩建刚
贡文伟　赵国平

中级组：卜　敏　曲云进
蒋苏月　徐秀泉
刘　涛

初级组：吕瑞彬　夏　景
李玉波　佟艳群
王晓英　刘　燕

实验组：王　胜　李冬升
张蕾蕾

优秀组织奖

获奖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理学院

法学院

工业中心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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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学院

外国语学院

获奖日期：２００８．１１．１８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第四届多媒体教学课

件竞赛奖

一等奖

课件名称：分子生物学双事教学课件

课件制作人：王　勇
所在单位：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课件名称：运筹学ＣＡＩ网络教学系统
课件制作人：张怀胜

所在单位：工商管理学院

二等奖

课件名称：图学基础教程

课件制作人：潘金彪

所在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课件名称：ｊａｖａ语言程序设计
课件制作人：冯　缨
所在单位：工商管理学院

课件名称：色彩构成

课件制作人：朱　?
所在单位：艺术学院

课件名称：《周易》解读

课件制作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所在单位：卞新国

课件名称：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课件制作人：马海乐

所在单位：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课件名称：影像核医学

课件制作人：李　龙
所在单位：临床医学院

课件名称：基于ＪＳＰ平台的ＪＡＶＡ技术与应
用课程交互网站

课件制作人：张道海

所在单位：工商管理学院

课件名称：系统解剖学

课件制作人：薛延军

所在单位：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课件名称：大学英语读写译

课件制作人：李　超
所在单位：外国语学院

课件名称：材料力学性能实验

课件制作人：李冬升

所在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课件名称：２００８年形势与政策
课件制作人：宣传部

所在单位：刘彬霞

课件名称：微生物

奖项等级：优秀奖

课件制作人：黄六容

所在单位：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优秀奖

课件名称：ｊａｃｋｉｅ，ｔｈｅＡｃｔｒｅｓｓ
课件制作人：吴　莉
所在单位：外国语学院

课件名称：快速成形技术

课件制作人：袁晓明

所在单位：工业中心

课件名称：中国法律思想史教程———孔

子篇

课件制作人：何　铭
所在单位：法学院

课件名称：机械制造工艺基础

课件制作人：王宏宇

所在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课件名称：电视画面构图

课件制作人：康学军

所在单位：教师教育学院

课件名称：数字信号处理

课件制作人：曹清华

所在单位：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件名称：西方文化入门

课件制作人：吴庆宏

所在单位：外国语学院

课件名称：药剂学

课件制作人：沈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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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位：药学院

课件名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件制作人：杨志春

所在单位：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课件名称：设施规划与物流设计

课件制作人：贡文伟

所在单位：工商管理学院

课件名称：大学生足球综合技能测评

课件制作人：程一军

所在单位：体育部

课件名称：马克思主义理论

课件制作人：阎　静
所在单位：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获奖日期：２００８．１１．０５

获奖名称 论文题名 论文作者 获奖时间

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调

研报告（论文）

《在灾难中重生———四川德阳市灾后重建工

作调查报告》
田　园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调查报告》 羌晨晨

《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丁　皓

《环保徽章行动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林杰武

《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大手牵小手

系列活动”》
李　勇

《暑期社会时间调查报告———收获花开的感

动》
王碧坤

《企业对大学生能力需要调查报告》
居　正
付　宁

《高校大学生消费现状及其引导》 王　成

《关于ＴＰＣＯ繁荣发展的调研报告》 冯翠萍

《数学建模概况》 张晓松

《宁夏地区居民食品安全及饮食习惯普查报

告》
原晓娜

《市政工程施工技术》———排水工程的调查

了解
于学娟

《浅谈农村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暑期家

教调查报告
王艳玲

《关于林机社区居民地震知识及急救常识的

调查》
林亦珠

《拒绝人生第一口烟———谈青少年禁烟的重

要性》
王一闳

《广阔天地，大有所以———大学生村官调研

报告》

杨　倩
张　峰

《用爱谱写生命的华章———镇江市社会福利

服务中心暑期社会实践记》
周子丰

《文化的足迹，心灵的洗礼———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学年暑期社会实践》

杨　洋

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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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获奖名称 论文题名 论文作者 获奖时间

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调

研报告（论文）

《调查报告》 朱　辰

《关于哈尔滨市老年人晚年幸福感的调查报

告》
窦惠婷

《关于宿迁市农村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 钱　慧

《对南纺股份镇江分公司的发展特点分析及

对策建议》
赵美玲

《四川大地震后期相关情况调查报告》 潘一鑫

《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研

究》
李　梅

《暑期环保科普知识宣传调研报告》 黄镇锋

《关爱工人生活、促进民营发展》 蒋贤升

《常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调查报告》 包　卿

《关于急救车出车情况的调查》 朱　倩

《镇江市急救中心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２００８年 ６
月酒精中毒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宋晓霞

吴祥伟

曹　健

《“重塑产品品牌形象，振兴地方特色产业”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吴文苑

《用真情温暖老人，用爱心拥抱儿童》 程　磊

《留守儿童阳光园地留守儿童情况调查报

告》
裴　吉

《关于远洋机械零件生产中必要的工艺布置

的报告》
黄　俊

《信息化技术在中小型企业中的应用》 郭洪锍

《对东阁公司铸造车间的考察报告》 宋　锐

《对精密铸造在我国的应用及发展分析》 许巨晶

《对高强度公司钢铁冶炼技术与要点分析的

报告》
周　丹

《东台不锈钢产业核心竞争力分析报告》 袁伟平

《关于高强度公司财务系统的分析与改进的

报告》
房子磊

《东阁公司档案管理研究》 张　春

《关于菲亚达有限公司营销状况的研究》 张强波

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供稿人：鲁丹苹　屈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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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２００４年以来国家级、省级、校级教学成果奖项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览

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奖励级别 获奖时间

１ 高等工程教育开放型工程训练体系的研

究与实践

杨继昌　蔡　兰　王贵成
卢章平　李萍萍 国家级二等奖 ２００５年

省级教学成果奖一览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建设人 奖励级别 时间

１ 高等工程教育开放型工程训练体系的研

究与实践

杨继昌　蔡兰　王贵成　
卢章平　李萍萍 特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 公有民办京江学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与实践

陈　龙　符永宏　吴麟麟
王绍娟　周西安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 医学检验专业课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周　红　许文荣　许化溪
郑铁生　黄锡全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 转变传统的英语教育观，切实提高大学

英语教学质量
刘爱真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５ 基于工程图学的图形思维教学训练体系

的研究与实践

戴立玲　顾寄南　卢章平
袁　浩　杨巧绒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６ 《水污染控制工程》及有关课程群的

建设

缪应祺　储金宇　李　潜
朱红力　赵丽珍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７ 电子技术课程新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成　立　陈照章　唐　平
汪　洋　秦　云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８ 非电类专业 ＥＤＡ教学平台构建与教学
实践

赵不贿　徐雷钧　景　亮
白　雪　李晓燕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９ 精益化教学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王贵成　朱多林　路正南
吴向阳　冯　军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０ 商学类课程的双语教学及其教材建设
赵银德　张　华　屠立峰
张　坚　陈银飞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１ 提高工科专业计算机应用能力的计算机

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朱　娜　鞠时光　李　莉
林庆　程显毅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２ 学校心理辅导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谢　钢　沈雪妹　李晓波
刘水华　周杏林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３ 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教学研究与改革
凌智勇　毛卫平　方昌林
王存堂　阮鸿雁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４ 以建模为激励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
李医民　许　刚　杨宏林
桂贵龙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５ 地方高校电气信息类专业主要技术基础

课程改革与实践

孙玉坤　赵不贿　陈晓平
赵德安　成　立 特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１６ 基于“大工程教育”理念机械类专业创

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王贵成　杨继昌　卢章平
符永宏　薛宏丽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１７ 医疗保险人才培养方案探索研究与实践
周绿林　李君荣　余　悦
徐道喜　蔡小霞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１８ 热能与动力工程品牌专业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

袁银男　杨敏官　施爱平
王　谦　蔡忆昔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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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教学成果奖一览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人 奖励级别 获奖年份

１ 高等工程教育开放型工程训练体系的创

建及其应用

杨继昌　蔡　兰　王贵成
卢章平　李萍萍　许友谊
刘会霞　高传玉　任乃飞
邱白晶　赵不贿　戈晓岚
周建忠　王维新

特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 以建模为激励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
李医民　许　刚　杨宏林
桂贵龙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 新教学模式“课堂理论讲授　实践环节
训练与考试改革相结合”的构建与实施

成　立　陈照章　唐　平
汪　洋　秦　云　杨建宁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 公有民办京江学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与实践

陈　龙　符永宏　吴麒麟
王绍娟　周西安　章　平
王亚伟　叶惠民　陈佳赋
王华冠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５ 《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张　坚　蒋毅一　陈银飞
赵银德　陈海波　王　永
陶忠元　江心英　胡绪华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６ 精益化教学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王贵成　朱多林　冯　军
薛宏丽　路正南　吴向阳
王正明　常志斌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７ 非电类专业 ＥＤＡ教学平台构建与教学
实践

赵不贿　徐雷钧　景　亮
白　雪　李晓燕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８ 《水污染控制工程》及课程群的建设
缪应祺　储金宇　李　潜
朱红力　赵丽珍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９ 商学类课程的双语教学及其教材建设

赵银德　张　华　屠立峰
张　坚　陈银飞　杨丽丽
陈丽珍　陶忠元　石盈芳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０ 医学检验专业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周　红　黄锡全　王胜军
胡嘉波　姜旭淦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１ 工程图学素质教育体系的创新性研究与

实践

戴立玲　顾寄南　卢章平
袁　浩　杨巧绒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２ 学校心理辅导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谢　钢　沈雪妹　李晓波
刘水华　周杏林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３ 医疗保险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周绿林　李君荣　蔡小霞
詹长春　刘石柱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４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育人环境的营造

与开发的研究

刘凤英　董德福　郑培钢
王长乐　苏益南　林新荣
崔金贵　杨福庚　张宜斌
喻　骏　李　昕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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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人 奖励级别 获奖年份

１５ 《臭氧技术》课程教学的创新与实践
储金宇　张　波　朱红力
陈志刚　吴春笃　依成武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６ 提高工科专业计算机应用能力计算机课

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朱　娜　鞠时光　李　莉
林　庆　程显毅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７ 动力类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施爱平　陈汇龙　杨敏官
韩广才　何秀华　王　谦
王同章　齐　红　闻建龙
赵晓丹　王助良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８ 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教学研究与改革
凌智勇　毛卫平　方昌林
王存堂　阮鸿雁　顾建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９ 转变传统的英语教育观，切实提高本科

英语教学质量
刘爱真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０ 《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研究与实践
缪亦安　卢小东　张志坚
吴卫疆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１ 理工科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与全新能力

培养的机制、途径和方法研究

李文清　范　明　谢　钢
王长乐　苏益南　董德福
石宏伟　郭礼华　杨福庚

一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２ 医学影像诊断学专业英语教学研究（教

材、光盘）

彭卫斌　梁长生　王冬青
殷瑞根　毛旭升　施宁华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３ 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材建设（教材）
许文荣　许化溪　郑铁生
钱　晖　邵世和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４ 金属材料工程品牌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邵红红　戴起勋　纪嘉明
吴　晶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５ 全校公选课《科技创新与论文写作》建

设与实践
戴起勋　赵玉涛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６ 药理学网络课程建设
李永金　张　芸　陈月芳
徐　霞　张　洁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７ 完全学分制下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李洪波　周绿林　武　秋
王诚怡　丁　勇　屠文娟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８ 江苏大学教学管理系统
张世庆　卢章平　汪　飞
罗士芹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２９ 机械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管理改革
李萍萍　邱白晶　袁定国
任乃飞　卢章平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０ 构建富有时代特色的本科学生教育管理

的新体系

花银群　刘正欣　黄文岳
肖　莉　潘金彪　王　鹏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１ 以三个代表思想进课堂为契机，深入哲

学原理教学改革研究

马跃鹏　钱兆华　吕国忱
叶剑兰　史云波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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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人 奖励级别 获奖年份

３２ 现代汉语现代化 贺建国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３ 新开“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研究 马红霞　王　军　张　帆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４ 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

教学改革

刘　宏　吕保和　王明贤
周　俊　王晓宁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５ 运筹学网络智能化教学系统 张怀胜　赵兴平　路正南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６ 工业工程实验体系的研究与实施
施国洪　马汉武　李锦飞
刘　曦　王建华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７ 土木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内容及体系

改革与实践

石启印　胡　吉　胡白香
范旭红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８ 英语专业学生英语综合技能培养的改革

研究

孙志祥　张　瞞　苏建红
王　翔　何　平　孙秀华
叶富莲　张　杰　杨　芳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３９ 加强语言形成过程控制，提高大学英语

教学质量

王月芳　陈　红　邵元生
殷　华　徐玉娟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０ 医学检验专业基础化学课程的改革与

实践

谢吉民　朱卫华　曹友清
陈　敏　嵇学林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１ 工科无机化学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仰榴青　张锡凤　吴向阳
姜廷顺　缪应琪　蒋银花
刘　辉　吴静波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２ 当代艺术设计教育改革的思考 王　平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３ “五制并举”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朱多林　冯　军　刘　慧
高东冬　常志斌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４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课程

改革

吴中俊　黄永红　朱誯秋
赵不贿　王东宏　杨　东
张新华　吉敬华　刁小燕
项倩雯　刘贤兴　潘　伟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５ 控制类专业计算机应用能力全过程立体

化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赵德安　高国琴　王东宏
赵不贿　吴中俊　陈晓平
张荣标　王　伟　杨　东
施　凯　刘星桥　黄永红
潘天红　景　亮　徐雷钧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６ 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改进《电路》课程教

学体系

陈晓平　孙玉坤　李长杰
温军玲　朱孝勇　傅海军
殷春芳　陆　晋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７ 材料成型专业毕业设计教学改革的研究

与实践

司乃潮　雷玉成　陈　刚
傅明喜　贾志宏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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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人 奖励级别 获奖年份

４８ 燃烧学系列课程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

研究

王　谦　陈汇龙　施爱平
何志霞　潘剑锋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４９ 车辆工程专业本科教学系列改革
王若平　高　翔　夏长高
朱茂桃　张敏中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５０
专业课程中学生基本工程能力培养———

《内燃机检验与试验技术》教材与课程

实践

刘胜吉　尹必峰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５１ 《汽车底盘构造与原理》教学手段改革
江浩斌　李　东　朱

!

桃

李仲兴　王国林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５２ 医学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
肖德生　许化溪　陆荣柱
车力龙　李永金　王永忠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５３ 加强基础工程训练　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的研究与实践

姜银方　樊曙天　张　洁
李新城　戈晓岚　刘会霞
王宏宇　吴　勃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５４ 机械制造系列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李新城　袁定国　范　真
任乃飞　姜银方　蒯苏苏
王宏宇　吴　勃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５５ 材料类宽口径专业工艺课程教学改革的

探索与实践
刘忠德　陈　刚　康学军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５６ 《流体机械原理》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

革与实践

何秀华　杨敏官　陈汇龙
袁丹青　郭晓梅 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５７ 省属院校电气信息类专业主要技术基础

课程改革与实践

孙玉坤　赵不贿　陈晓平
赵德安　成　立　李长杰
周新云　傅海军　殷春芳
秦　云

特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５８ 热能与动力工程品牌专业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

袁银男　杨敏官　施爱平
王　谦　蔡忆昔　陈汇龙
赵晓丹　邵　霞　齐　红
何秀华　王助良　闻建龙
徐伟幸　周克勤

特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５９ 基于“大工程教育”理念机械类专业创

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王贵成　杨继昌　卢章平
符永宏　薛宏丽　刘会霞
袁国定　裴宏杰　朱云明
王　志　王树林

特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６０ 以辨证法原理提炼课程内涵及创新教学

的研究与实践

戴起勋　赵玉涛　程晓农
邵红红　王树奇 特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６１ 医疗保险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探索与实践
周绿林　李君荣　余　悦
蔡小霞　徐道喜 特等奖 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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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医学检验特色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

邵启祥　许文荣　钱　晖
郑铁生　许化溪　邵世和
姜旭淦　马　洁　王苏华

特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６３
以产品实现过程（ＰＲＰ）为依据对一般工
科院校机械类专业基础课程机械原理及

机械设计课程改革的研究

马履中　杨启志　吴伟光
谢　俊　尹小琴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６４ 基于工程素质教育的机械基础系列课程

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

顾寄南　戈晓岚　戴立玲
卢章平　黄　娟　潘金彪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６５ 计算机硬件课程与实验平台建设
鲍可进　肖铁军　赵念强
马汉达　申屠浩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６６ 强化食品专业学生工程化能力培养的创

新与实践

马海乐　姜　松　黄星奕
陈　斌　刘伟民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６７ 国外先进课程与教材引进的本土化问题

研究与实践

赵银德　张　坚　张　华
季　莹　赵桂梅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６８ ２１世纪ＩＥ人才的培养目标与复合型人
才培养模式综合研究

马汉武　施国洪　李锦飞
贡文伟　陈　骏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６９ 医学检验专业基础化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谢吉民　陈敏　张春晔
朱卫华　嵇学林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７０ 普通高校理工科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

知识结构和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伯全　张西良　胥保文
罗开玉　徐　琳　周　燕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７１ 以机器人足球为平台的大学生科技创新

教育模式的研究

程显毅　刘一松　李　莉
谢　军　刘湘雯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７２ 合力锤炼师范生从教能力之探索

朱洪祥　贺建国　徐光萍
卞新国　梁爱民　张芙蓉
张竹梅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７３ 病原生物学课程体系建设及综合改革的

探索与实践

邵世和　许化溪　周天戟
陈盛霞　王文红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７４ 创新型医学机能学设计性实验教学改革
车力龙　肖德生　李永金
许　燕　端礼荣　陈永昌 一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７５ 无机材料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刘　军　黄新友　杨　娟
陈彩凤　孟献丰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７６ 成本会计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张　华　章文芳　刘志梧
刘瑞文　孔玉生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７７ 金融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改革与

实践

谭中明　候　青　欧阳玉秀
徐文芹　徐小阳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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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安全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培养

方案及课程体系建设的改革与实践

刘　宏　吕保和　周　俊
马中飞　郭仁惠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７９ 高校教师培训与开发研究及实践

刘凤英　张成华　王　军
王长乐　戴　勇　郭龙建
蒋国伟　杨轶新　薛宏丽
曹　辉　李玉秀　宋永明
朱　琼　莫纪平　赵玉国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８０ 教学与科研互动模式在《操作系统》课

程教学中的应用

鞠时光　詹永照　薛安荣
毛启容　蔡　涛　牛德姣
林　琳　刘金平　余春堂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８１ 工科应用型人才工程设计及应用能力培

养的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陈　龙　江　洪　李仲兴
江浩斌　查奇芬　符永宏
周孔亢　李　东　张培耘
侯永涛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８２ 流体机械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何秀华　杨敏官　陈汇龙
王春林　袁丹青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８３ 汽车类人才专业适应能力提高途径的研

究与实践

王国林　朱茂桃　王　忠
尹必峰　王启唐　江浩斌
陈笃红　武秋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８４ 在改革中彰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的育人特点，增强教育有效性

陈　悦　张炳生　周海燕
周丽琴　魏志祥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８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新课程的教学改

革与研究

马红霞　董德福　王　军
石　蕾　周志初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８６ 加强大学生环境意识培养的教学改革与

实践创新

王露璐　王　征　陈　悦
王　楠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８７ 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与《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吕国忱　李　丽　董德福
钱兆华　马耀鹏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８８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论》教学实践总结及新开课《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概论》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改革探讨

李明宇　窦　凌　邹富良
金丽馥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８９ 英语专业商务英语课程模块教学改革与

实践

孙志祥　苏建红　王红华
王　翔　毛卫强　潘　臖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９０ 学分制条件下加强和完善学院考务机制

的研究

眭　建　袁银男　郑金旭
姜　平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９１ 图形设计创新教育ＴＤＣ教学法 王　强　王宏奇　李玉波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９２ 大学生心理障碍的早期发现与矫治技术

应用研究

谢　钢　姚冠新　李晓波
刘　伟　张世兵 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教务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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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奖项

江苏大学学报获奖情况一览

序号 获奖成果（期刊） 获奖人员 获奖称号 授奖单位及日期

１． 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吴明新　朱银昌　陈持平
徐红星　祝贞学　陈建华

第二届中国高校优秀

科技期刊奖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２００８．１０．２０）

（供稿人：鲁丹苹　核稿人：金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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