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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增强广大教职员工

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发全校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全校教职员工多做贡献、多出成

果，特汇编《复旦大学教职工光荣册（2018—2019学年）》，

收录一学年来（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8月 31日）全校

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所获各类荣誉奖项。 

本次收录的各类荣誉奖项主要包括： 

1. 市级（含）以上各类人才项目人选； 

2. 市级（含）以上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项； 

3. 市级（含）以上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表彰； 

4. 由学校表彰的各项校级奖励； 

5. 其他有较大影响、知名度较高的奖励或荣誉。 

 

本次收录的各类荣誉奖项由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单位提

供和核实，在此表示感谢！



目录 

I 

 

目  录 

一、新入选两院院士 ................................................................................ 1 

二、新入选全国人才项目 ........................................................................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 1 

国防科技卓越青年人才基金青年拔尖人才 ......................................... 2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 2 

上海领军人才.......................................................................................... 2 

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 ............................................................................. 2 

上海市优秀学术优秀学科带头人 ......................................................... 3 

上海市青年启明星计划 ......................................................................... 4 

上海市青年英才扬帆计划 ..................................................................... 5 

2018 年度上海市“曙光计划” ................................................................. 9 

2018 年度上海市“晨光计划” ................................................................. 9 

第五批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 ............................................................... 10 

上海市“医苑新星”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资助计划 ——青年医学人才类........... 10 

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程”高峰计划 .................................................... 13 

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主持人 ........................................ 13 

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名师 ............................................ 14 

四、市级以上表彰名单 .......................................................................... 15 

全国模范教师........................................................................................ 15 

第一届杰出教学奖 ............................................................................... 15 

全国优秀教师........................................................................................ 15 

宝钢优秀教师奖 ................................................................................... 15 



目录 

II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 16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成就奖） ........................................................... 16 

求是奖（杰出青年学者奖） ............................................................... 16 

中国青年科技奖 ................................................................................... 16 

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 ....................................................................... 17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 17 

全国巾帼文明岗 ................................................................................... 17 

2018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 17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 18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成就展”先进个人 .......... 19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 19 

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 ................................................ 19 

九三学社中央“2018 年度九三学社先进个人” ................................... 20 

民盟中央“民盟思想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 20 

民盟中央高校基层组织“盟务工作先进集体” .................................... 20 

2018 年度全国高校后勤优秀物业人称号 .......................................... 20 

全国教育后勤系统 2018 年度信息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 21 

2018年国家节能宣传周“你我共建——教育节能者优秀节能宣传活动方案” ......... 21 

2019 年度绿色校园建设优秀个人 ...................................................... 21 

第二届“中国青年好网民”优秀故事奖 ................................................ 21 

第三届“中国青年好网民”优秀故事奖 ................................................ 22 

五、市级表彰名单 .................................................................................. 22 

上海市“四有”好教师（教书育人楷模） ............................................ 22 

上海市育才奖........................................................................................ 22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 23 

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 ........................................................................ 24 



目录 

III 

 

上海市第十三届金爱心教师 ............................................................... 24 

上海市园丁奖........................................................................................ 24 

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 25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 25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 25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 26 

上海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 27 

上海高校党建工作标杆院系 ............................................................... 27 

上海市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 ............................................................ 27 

上海市教育系统“三八”红旗集体 ........................................................ 27 

上海市教育系统“劳模创新工作室” .................................................... 28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模范教工小家 ................................. 28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工会工作创新案例 ................. 28 

2014-2018 年度上海市“教育先锋号” ................................................. 29 

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 29 

上海市卫生健康系统“三八”红旗手 .................................................... 29 

上海市卫生健康系统“三八”红旗集体 ................................................ 30 

2018 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 30 

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 31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 31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 31 

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 31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十佳好人好事 ........................................... 32 

2015—2018 年度上海市高等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工作先进个人 .......... 32 

2018 年度上海高校网络工作先进个人 .............................................. 32 

2014—2018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 32 



目录 

IV 

 

2014—2018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心系教职工的好领导 .................. 33 

2014—2018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工会工作者 .......................... 33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教职工代表 .......................... 33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最佳教代会提案 .......................... 34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教代会提案 .......................... 34 

上海统一战线优秀信息员 ................................................................... 34 

上海市统一战线（工作）先进个人 ................................................... 34 

民盟上海市委“2017 年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积极分子” ................... 35 

民盟上海市委 2016-2018“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 35 

民盟上海市委“2018 年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 35 

民进上海市委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四十年•双岗建功四十人”... 36 

农工党上海市委“2018年对口云南省红河州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先进个人” .... 36 

农工党上海市委“2018 年定点扶贫大方县先进个人” ....................... 36 

致公党上海市委“优秀女党员” ............................................................ 37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 37 

2018 年上海统一战线信息工作 .......................................................... 37 

2018 年度上海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 .............................................. 37 

民盟上海市委“2017 年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 38 

民盟上海市委“组织工作先进集体” .................................................... 38 

民盟上海市委“2018 年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 38 

民进上海市委“2016-2018 年创先争优活动进步奖支部” ................. 38 

民进上海市委“2016-2018 年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支部” ............. 39 

农工党上海市委“2018年对口云南省红河州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先进集体” .... 39 

农工党上海市委“2018 年定点扶贫大方县先进集体” ....................... 39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2018 年度组织工作先进集体” ........................... 40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2018 年度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体” ................... 40 



目录 

V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高校系统退管工作先进个人 ...................... 40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高校系统退管工作先进集体 ...................... 40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高校系统“老有所为精英奖” ....................... 41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高校系统“优秀块组长” ............................... 41 

2018 年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优秀指导教师................. 41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优秀指导老师 ....... 42 

第十六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老师 ......... 43 

2018 年上海市优秀管理示范项目 ...................................................... 44 

2018 年度本市内设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院前急救技能比赛 .............. 44 

2018 年度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征募工作先进个人 ...................... 44 

“创一流树形象优质服务进博会”立功竞赛活动先进个人 ................ 45 

2018 年度上海高校后勤团体采购先进个人 ...................................... 45 

2018 年度上海市物业管理优秀项目经理 .......................................... 45 

2018 上海高等学校学生食堂厨艺技能大赛白案 .............................. 45 

2018 上海高等学校学生食堂厨艺技能大赛红案 .............................. 46 

2018 年度市内设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院前急救技能比赛 .................. 46 

2018 年上海市高校红十字应急救护比赛 .......................................... 46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高校餐饮保障贡献奖 ............................... 47 

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先进个人 ........................................................... 47 

上海高校后勤管理与服务第四届“绿叶奖” ................................... 47 

上海高校后勤标兵 ............................................................................... 48 

第九届“赛复创智杯”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意评选活动 .................... 48 

上海国际青少年科技博览会暨“明日科技之星” 国际邀请赛 .......... 48 

上海市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优秀指导教师 ....................................... 48 

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基本功大赛 ........... 49 

上海市第十七届中学生古诗文阅读大赛优秀指导奖 ....................... 49 



目录 

VI 

 

上海市行为规范示范校 ....................................................................... 49 

上海市信息化应用标杆培育校 ........................................................... 49 

上海市级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 50 

六、市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 50 

国家科学技术奖 ................................................................................... 50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 51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 52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 53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 54 

第九届“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全国总决赛 .................... 54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 54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 54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 2016 年医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评比 ............................................. 56 

首届人卫慕课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比赛 ............................................... 56 

第四届卫生事业管理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 ............................... 56 

2018 年首届全国护理院校临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 57 

2017 年全国医学教育百篇优秀论文 .................................................. 57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 ........................................................ 58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综合知识与技能大赛 ........................... 58 

2019 年大学生健康教育科普作品大赛最受学生欢迎奖 .................. 59 

2019 年护理本科生临床综合技能邀请赛 .......................................... 59 

第二届来华留学生临床思维与技能竞赛 ........................................... 59 

2018 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 60 

第十五届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论文类评比 ....................................... 60 

七、市级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 .......................................................... 60 



目录 

VII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 60 

2019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 ...................................................... 64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 66 

2018 年上海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 66 

上海市科普教育创新奖 ....................................................................... 67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 ............. 67 

第十六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 70 

2019 年度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党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奖 .............. 71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统战调研项目优秀成果 ........................... 72 

2018 年度上海市退管工作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 .............................. 73 

2015-2018 年上海市高等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优秀案例 ............. 73 

上海市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 74 

第三届上海基础教育青年教师爱岗敬业教学竞赛 ........................... 74 

2018 年上海市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评比 .............................. 75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第六届学校教育科研成果 ........................... 75 

第一届“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上海赛区） .................. 76 

上海市第十七届中学生古诗文阅读大赛 ........................................... 76 

八、校级表彰名单 .................................................................................. 76 

2019 年复旦大学“钟扬式”好党员、好老师、好团队 ....................... 76 

复旦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 78 

复旦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 ................................................................... 81 

复旦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 ................................................................... 84 

2019 年毕业生心目中的好老师 .......................................................... 86 

复旦大学 2019 年度十佳“三好”研究生导学团队 .............................. 87 

复旦大学“三八”红旗手 ........................................................................ 88 

复旦大学“三八”红旗集体 .................................................................... 90 



目录 

VIII 

 

复旦大学 2018 年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 ............................. 91 

复旦大学 2018 年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 ............................. 92 

复旦大学 2018 年度本专科生十佳辅导员 ......................................... 98 

复旦大学 2018 年度研究生十佳辅导员 ............................................. 98 

2018 年复旦大学优秀离退休教职工 .................................................. 99 

2018 年复旦大学优秀离退休教职工（团体） .................................. 99 

2018 年复旦大学优秀离退休教职工（特别荣誉） ........................ 100 

复旦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 ................................................................. 100 

2019 年复旦大学青年五四奖章 ........................................................ 100 

2019 年复旦大学青年五四奖章提名奖 ............................................ 101 

复旦大学优秀团员标兵 ..................................................................... 101 

复旦大学优秀团员 ............................................................................. 102 

复旦大学优秀团干部标兵 ................................................................. 106 

复旦大学优秀团干部 ......................................................................... 106 

复旦大学 2018 年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 108 

复旦大学 2018 年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 109 

九、校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名单 ........................................................ 109 

2019 年复旦大学精品课程 ................................................................ 109 

2019 年复旦大学精品课程（混合式教学） .................................... 111 

复旦大学在线课程与混合式教学改革 ............................................. 111 

2018 年复旦大学党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 ........................................ 113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复旦大学） ........... 114 

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复旦大学） ......... 122 

十、其他获奖、表彰名单 .................................................................... 135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 ............................................ 135 



目录 

IX 

 

2018 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 ............................................................ 135 

党政机要密码科学技术进步奖 ......................................................... 135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 ................................................................. 136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 136 

庄长恭、吴蕴初化学化工科学技术进步奖 ..................................... 136 

2018 年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 ........................................................ 136 

普康奖教金 .......................................................................................... 137 

第一三共制药奖教金 ......................................................................... 137 

2018 年海航奖教金 ............................................................................ 137 

2018 华为杯智教•育能教育信息化应用征文好文章奖 ................... 138 

中华圣陶杯中青年教师论文大赛 ..................................................... 138 

第八届“韬奋杯”全国中小学生创意作文大赛 .................................. 138 

后  记 ..................................................................................................... 139 



一、新入选两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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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入选两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 

马  兰   脑科学研究院 

 

二、新入选全国人才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1 人）  

向红军   物理学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12 人）  

窦一凡   管理学院 

徐  丰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  帆   微电子学院 

张  仑   数学科学学院 

常  芳   生命科学学院 

王敬文   生命科学学院 

桑  庆   生命科学学院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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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琪   化学系 

应天雷   基础医学院 

饶  佳   附属儿科医院 

舒易来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陆  路   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国防科技卓越青年人才基金青年拔尖人才 

（1 人）  

赵运磊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上海领军人才 

（4 人） 

敬乂嘉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吴义政   物理学系 

周平红   附属中山医院 

孟志强   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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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湛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赵  冰   生命科学学院 

孙雪梅   高分子科学系 

李全林   附属中山医院 

俞小芳   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优秀学术优秀学科带头人 

（21 人） 

他得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  帅   数学科学学院 

施章杰   化学系 

邓勇辉   化学系 

梅永丰   材料科学系 

车仁超   先进材料实验室 

郑耿锋   先进材料实验室 

陈  焱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清泉 基础医学院 

何  睿 基础医学院 

吴  伟   药学院 

陆  伟   药学院 

高  强   附属中山医院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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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颖弘   附属中山医院 

董智慧   附属中山医院 

余科达   附属肿瘤医院 

王  鹏   附属肿瘤医院 

孙艺华   附属肿瘤医院 

李华斌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李智平   附属儿科医院 

饶  佳   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市青年启明星计划 

（18 人） 

万  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琳   微电子学院 

黄耿耿   数学科学学院 

徐  凡   航空航天系 

贺  强   生命科学学院 

闫  强   高分子科学系 

陈培宁   先进材料实验室 

茅以诚   药学院 

沈宏杰   生物医学研究院 

顾  宇   脑科学研究院 

肖  晓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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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东   微纳电子器件与量子计算机研究院 

李全林   附属中山医院 

孙云帆   附属中山医院 

路俊锋   附属华山医院 

吉顺荣   附属肿瘤医院 

危  平   附属肿瘤医院 

何英姿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青年英才扬帆计划 

（77 人） 

杨吉辉   物理学系 

杨  慧   生命科学学院 

张昊堃   生命科学学院 

许彩红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毛晓军   大数据学院 

朱雪宁   大数据学院 

郦旭东   大数据学院 

林晓蕾   大数据学院 

徐珂琳   大数据学院 

耿馨佚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康晓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张晓旭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6 

 

林长泼 附属中山医院 

黄  嘉 附属中山医院 

王艳艳 附属中山医院 

诸  炎 附属中山医院 

黄晓桂 附属中山医院 

胡  超 附属中山医院 

张  函 附属中山医院 

陈  谦 附属中山医院 

焦  阳 附属中山医院 

杨  斐 附属中山医院 

张晨璐 附属中山医院 

王凯旋 附属中山医院 

纪文翔 附属中山医院 

陈旭晓 附属中山医院 

林  超 附属中山医院 

李  辉 附属中山医院 

付佩尧 附属中山医院 

田孟森 附属中山医院 

王佳骏 附属中山医院 

奚  伟 附属中山医院 

王文涛 附属中山医院 

吕  靖 附属中山医院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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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辉 附属中山医院 

张静思 附属中山医院 

苏  静 附属华山医院 

马富凯 附属华山医院 

孙  峰 附属华山医院 

徐中奕 附属华山医院 

件  倩 附属华山医院 

杨璐宇 附属华山医院 

杜培准 附属华山医院 

杨  青 附属华山医院 

黄  琪 附属华山医院 

苏佳纯 附属华山医院 

陈淑英 附属华山医院 

毕朝日 附属华山医院 

龙建飞 附属华山医院 

姚茜岚 附属肿瘤医院 

常  卸 附属肿瘤医院 

张  祥 附属肿瘤医院 

郑善博 附属肿瘤医院 

郑以孜 附属肿瘤医院 

刘西禹 附属肿瘤医院 

邓家营 附属肿瘤医院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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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鸿程 附属肿瘤医院 

黄乃思 附属肿瘤医院 

梁  晨 附属肿瘤医院 

李雅琪 附属肿瘤医院 

赵森林 附属肿瘤医院 

顾伟杰 附属肿瘤医院 

王江宜 附属肿瘤医院 

孙轶群 附属肿瘤医院 

张海娴 附属肿瘤医院 

刘  壮 附属肿瘤医院 

张晓丹 附属妇产科医院 

崔利园 附属妇产科医院 

单伟伟 附属妇产科医院 

王杰玉 附属妇产科医院 

蒲  萄 附属妇产科医院 

刘春雪 附属儿科医院 

郑曦晨 附属儿科医院 

林  通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周  健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鲁小玲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徐  晗   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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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上海市“曙光计划” 

（8 人） 

金  理   中国语言文学系 

沈  可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冯天俊   管理学院 

周  鹏   微电子学院 

刘韡韬   物理学系 

王  磊   生命科学学院 

周  波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钟芸诗   附属中山医院      

 

2018 年度上海市“晨光计划” 

（9 人） 

陈  特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宋  弘   经济学院 

汤海涵   泛海金融学院 

王  聚   哲学学院 

潘泽瀚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竺翀宇   材料科学系 

刘歆阳   附属中山医院 

冯俊涛   附属华山医院 

王松存   附属妇产科医院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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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 

（6 人） 

江孙芳   附属中山医院 

陈  彤   附属华山医院 

陈  靖   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柳素玲   附属肿瘤医院 

孟志强   附属肿瘤医院 

周玉峰   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市“医苑新星”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资助计划 

——青年医学人才类 

杰出青年医学人才类 

（6 人） 

史颖弘   附属中山医院 

杨  骥   附属中山医院 

沈  雳   附属中山医院 

周厚广   附属华山医院 

陈  功   附属儿科医院 

朱  耀   附属肿瘤医院 

 

专科与全科项目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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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明   附属中山医院 

石一沁   附属中山医院 

朱  铠   附属中山医院 

夏明锋   附属中山医院 

曹  露   附属中山医院 

蔡明琰   附属中山医院 

罗苏珊   附属华山医院 

邹  翔   附属华山医院 

史之峰   附属华山医院 

茅善华   附属华山医院 

李  铁   附属华山医院 

孙笑天   附属华山医院 

施  思   附属肿瘤医院 

瞿元元   附属肿瘤医院 

陈星星   附属肿瘤医院 

邱君君   附属妇产科医院 

杨少波   附属儿科医院 

李美燕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龚洪立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护理项目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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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睿艳   附属中山医院 

卫  尹   附属华山医院 

李  丽   附属妇产科医院 

周  清   附属儿科医院 

王季芳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临床检验项目 

（3 人） 

许  笑   附属华山医院 

卢宇蓝   附属儿科医院 

邢志芳   附属闵行医院 

 

临床药师项目 

（4 人） 

石晓萍   附属中山医院 

陈碧翠   附属华山医院 

覃韦苇   附属华山医院 

王先利   附属妇产科医院 

 

医学影像项目 

（9 人） 

汪咏莳   附属中山医院 



三、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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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铟铟   附属中山医院 

刘国兵   附属中山医院 

谢  芳   附属华山医院 

刘艾琳   附属华山医院 

李海庆   附属华山医院 

赵晓斐   附属儿科医院 

杨忠毅   附属肿瘤医院 

汤  伟   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程”高峰计划 

（2 人） 

黄荣华   附属中学 

王铁桦   附属中学 

 

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主持人 

（3 人） 

阎  俊   附属中学 

李  峻   附属中学 

吴  强   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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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名师 

 （20 人） 

司保峰   附属中学 

石  莉   附属中学 

王琳妮   附属中学 

陈晓蕾   附属中学 

杨丽婷   附属中学 

张建国   附属中学 

肖恩利   附属中学 

吴  炜   附属中学 

王立斌   附属中学 

赖佳颖   附属中学 

曾德琨   附属中学 

杨海艳   附属中学 

赵  玥   附属中学 

丁  恒   附属中学 

戴雯怡   附属中学 

黄英樱   附属中学 

叶朝良   附属中学 

张敏霞   附属中学 

王  雯   附属中学 

袁胜雄   附属中学 



四、市级以上表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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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级以上表彰名单 

全国模范教师 

（1 人） 

吴晓明   哲学学院 

 

第一届杰出教学奖 

（1 人） 

闻玉梅   基础医学院 

 

全国优秀教师 

（1 人） 

黄荣华   附属中学 

 

宝钢优秀教师奖 

（5 人） 

丁  纯   经济学院 

张双利   哲学学院 

阚海斌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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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启鸿   数学科学学院 

黄志力   基础医学院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1 个） 

基础医学院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成就奖） 

（1 人） 

金  力   生命科学学院 

 

求是奖（杰出青年学者奖） 

（1 人） 

陈  刚   物理学系 

 

中国青年科技奖 

（2 人） 

孙爱军   附属中山医院 

张  锋   附属妇产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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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 

（1 个） 

基础医学院党委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1 个）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教师党支部 

 

全国巾帼文明岗 

（2 个） 

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部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麻醉科 

 

2018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银奖 

（3 个） 

复生：消化系统医疗影像智能诊断领跑者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  翌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李富友 

附属华山医院   刘  杰 

附属肿瘤医院   周世崇、王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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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电池：超高性能硅碳负极的产业化制备方案 

（指导教师） 

化学系   董安钢 

高分子系   杨  东、胡建华 

 

豆蔻——基于面部识别技术的智能美妆定制专家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黄丽华 

 

铜奖 

（3 个） 

无界教育——公益博物馆教育项目 

（指导教师） 

历史学系   孔  达、夏洞奇 

 

上海乡村笔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褚荣伟 

 

上海弈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指导教师） 

哲学学院   耿昭华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6 个） 

微电子学院     卢洪亮 

微电子学院     林  青 

化学系         董安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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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科学系   彭慧胜 

高分子科学系   杨  东 

高分子科学系   胡建华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成就展”先进个人 

（1 人） 

高  仁   党委宣传部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2 人） 

贺鹤勇   化学系 

杨  青   生命科学学院 

 

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 

（1 人） 

孙立坚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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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中央“2018 年度九三学社先进个人” 

（1 人） 

张晓鹏   高等教育研究所 

 

民盟中央“民盟思想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1 个） 

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 

 

民盟中央高校基层组织“盟务工作先进集体” 

（1 个） 

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 

 

2018 年度全国高校后勤优秀物业人称号 

（1 人） 

刘宏旺   总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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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后勤系统 2018 年度信息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1 个） 

总务处 

 

2018 年国家节能宣传周“你我共建——教育节能者优秀节能

宣传活动方案” 

（2 人） 

王朦琦   总务处 

黎春仁   总务处 

 

2019 年度绿色校园建设优秀个人 

（1 人） 

高  翔   总务处 

 

第二届“中国青年好网民”优秀故事奖 

（1 人） 

王朦琦   总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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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青年好网民”优秀故事奖 

（1 人） 

庄  宏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五、市级表彰名单 

上海市“四有”好教师（教书育人楷模） 

（1 人） 

彭慧胜   高分子科学系 

 

上海市育才奖 

（19 人） 

卢丽安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朱  佳   新闻学院 

戴鞍钢   历史学系 

徐以骅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田素华   经济学院 

孙向晨   哲学学院 

他得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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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玉龙   微电子学院 

郭坤宇   数学科学学院 

艾剑良   航空航天系 

陈  焱   物理学系 

吕  红   生命科学学院 

俞燕蕾   材料科学系 

李  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根明   公共卫生学院 

王  洋   药学院 

徐  红   复旦学院 

吴宏翔   研究生院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8 人） 

沈奕斐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黄  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玥杰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叶  丹   生物医学研究院 

秦嗣萃   附属中山医院 

刘华晔   附属华山医院  

章  真   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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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欣   附属妇产科医院 

 

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 

（2 个） 

公共卫生学院妇幼与少儿卫生教研室 

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 

 

上海市第十三届金爱心教师 

三等奖 

（1 人） 

邬显清   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市园丁奖 

（2 人） 

杨丽婷   附属中学 

吕步云   第二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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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1 人） 

张远波 物理学系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9 人） 

刘海贵   新闻学院 

迟  楠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薛向阳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卢宝荣   生命科学学院 

陈思和   图书馆 

钱冬生   老干部党委 

徐宏波   总务处 

傅德良   附属华山医院 

余洪猛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10 人） 

徐  瑾   法学院 

鲁绍臣   哲学学院 



五、市级表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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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芳   生命科学学院 

龚  嶷   材料科学系 

邱晓露   机关党委 

叶依群   老干部处 

李文生   基础医学院 

孙晓溪   附属妇产科医院 

李  华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阎  俊   附属中学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8 个） 

新闻学院党委 

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党支部 

物理学系党委 

基础医学院党委 

公共卫生学院妇幼与儿少教研室党支部 

信息办党支部 

附属肿瘤医院外科第二党支部 

附属儿科医院内科第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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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1 个） 

公共卫生学院妇幼与少儿卫生教研室党支部 

 

上海高校党建工作标杆院系 

（1 个） 

物理学系党委 

 

上海市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 

（2 人） 

肖艳红   物理学系 

陈国颂   高分子科学系 

 

上海市教育系统“三八”红旗集体 

（1 个）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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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系统“劳模创新工作室” 

（2 个） 

赵东元先进功能材料劳模创新工作室 

王建新新型药物制剂研发劳模创新工作室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模范教工小家 

（2 个） 

图书馆工会 

护理学院工会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工会工作创新案例 

一等奖 

（1 个） 

《推进“互联网+工会”建设，打造会员触手可及的“掌上工会”》 

复旦大学工会 

 

三等奖 

（1 个） 

《创新教工小家建设管理机制》 

复旦大学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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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 年度上海市“教育先锋号” 

（3 个）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低功耗核心电子器件创新团队 

免疫学系 

 

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2 个） 

医学表观遗传学与分子代谢团队 

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 

 

上海市卫生健康系统“三八”红旗手 

（11 人） 

郭  玮   附属中山医院 

叶尘宇   附属中山医院 

顾华华   附属华山医院  

朱玉连   附属华山医院 

裘佳佳   附属肿瘤医院 

毕  蕊   附属肿瘤医院 

程海东   附属妇产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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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静   附属妇产科医院 

杨  红   附属儿科医院   

马晓静   附属儿科医院  

龚  岚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卫生健康系统“三八”红旗集体 

（6 个） 

附属中山医院科研处 

附属华山医院党委办公室 

附属肿瘤医院药剂科静脉用药安全管理团队 

附属妇产科医院新生儿科 

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门急诊办公室 

 

2018 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1 人） 

黄  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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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1 个） 

附属儿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团支部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4 人） 

赵晓惠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沈逸超   党委政策研究室 

王  鹏   附属肿瘤医院  

沈  桢   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 个） 

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青年团队 

 

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1 人） 

甲干初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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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十佳好人好事 

（1 个） 

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 

 

2015—2018 年度上海市高等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工作先进个人 

（2 人） 

                  高  珺   校园信息化办公室 

                  文  捷   校园信息化办公室 

 

2018 年度上海高校网络工作先进个人 

（1 人） 

                  顾剑芳   校园信息化办公室 

 

2014—2018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10 人） 

孙晓屏   法学院 

胡光喜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 宁   微电子学院 

杨永明   航空航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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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永森   高分子科学系 

郭伟峰   机关党委办公室 

朱孟影   后勤服务公司 

陈永英   图书馆 

陈利群   护理学院 

庄 晔   附属中学 

 

2014—2018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心系教职工的好领导 

（1 人） 

许 征   复旦大学 

 

2014—2018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工会工作者 

（2 人） 

朱寅申   体育教学部 

吴佳新   工会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教职工代表 

（3 人） 

杨永明   航空航天系 

周鲁卫   老干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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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瑛   药学院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最佳教代会提案 

（1 人） 

周桂发   退管会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教代会提案 

（3 人） 

张玥杰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朱胜林   数学科学学院 

吴佳新   工会 

 

上海统一战线优秀信息员 

（1 人） 

葛庆华   党委统战部 

 

上海市统一战线（工作）先进个人 

（1 人） 

葛均波   附属中山医院 



五、市级表彰名单 

35 

 

民盟上海市委“2017 年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积极分子” 

（1 人） 

朱同玉   附属中山医院  

 

民盟上海市委 2016-2018“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6 人） 

陆  帅   数学科学学院 

杨  忠   生命科学学院 

翁林红   化学系 

华依勐   附属中山医院 

杜美蓉   附属妇产科医院 

汪永红   附属儿科医院 

 

民盟上海市委“2018 年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2 人） 

朱同玉   附属中山医院 

杨  新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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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上海市委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四十年•双岗建功四十人” 

（3 人） 

余源培   哲学学院 

吴  毅   附属肿瘤医院 

王祥荣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农工党上海市委“2018 年对口云南省红河州脱贫攻坚 

民主监督先进个人” 

（3 人） 

                  徐  珂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许剑民   附属中山医院 

徐丛剑   附属妇产科医院 

 

农工党上海市委“2018 年定点扶贫大方县先进个人” 

（1 人） 

张宏伟   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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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党上海市委“优秀女党员” 

（2 人） 

金  红   生物医学研究院 

莫晓芬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1 人） 

李继扬   枫林校区管理委员会 

 

2018 年上海统一战线信息工作 

二等奖 

（1 个） 

党委统战部 

 

2018 年度上海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 

优秀奖 

（1 个） 

党委统战部 



五、市级表彰名单 

38 

 

民盟上海市委“2017 年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二等奖 

（1 个） 

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 

 

民盟上海市委“组织工作先进集体” 

（1 个） 

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 

 

民盟上海市委“2018 年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一等奖 

（1 个） 

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 

 

民进上海市委“2016-2018 年创先争优活动进步奖支部” 

（1 个） 

民进复旦大学委员会邯郸总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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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上海市委“2016-2018 年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支部” 

（6 个） 

民进复旦大学委员会枫林总支部 

民进复旦大学委员会枫林总支部医学院支部 

民进复旦大学委员会枫林总支部附属中山医院支部 

民进复旦大学委员会枫林总支部华山医院支部 

民进复旦大学委员会枫林总支部肿瘤医院支部 

民进复旦大学委员会枫林总支部眼耳鼻喉科医院支部 

 

农工党上海市委“2018 年对口云南省红河州脱贫攻坚 

民主监督先进集体” 

（1 个） 

农工党复旦大学委员会 

 

农工党上海市委“2018 年定点扶贫大方县先进集体” 

（1 个） 

农工党复旦大学枫林分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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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上海市委“2018 年度组织工作先进集体” 

二等奖 

（1 个） 

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委员会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2018 年度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体” 

二等奖 

（1 个） 

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委员会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高校系统退管工作先进个人 

（2 人） 

许丽红   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 

董  群   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高校系统退管工作先进集体 

（1 个） 

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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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年度上海市高校系统“老有所为精英奖” 

（4 人） 

余子道   历史学系 

蒋  平   物理学系 

刘其真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赵子琴   基础医学院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高校系统“优秀块组长” 

（4 人） 

袁汉英   生命科学学院 

胡翠娥   后勤服务公司 

邱晓露   机关第一党总支 

邱佩芳   上海医学院机关党总支 

 

2018 年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优秀指导教师 

（6 人） 

朱  佳   新闻学院 

范佳秋   新闻学院 

扶松茂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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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才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褚荣伟   管理学院 

黄艳艳   管理学院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 

优秀指导老师 

（24 人） 

王  胜 管理学院 

褚荣伟 管理学院 

邱  剑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童立青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炜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  煜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晓峰 微电子学院 

林  青 微电子学院 

刘克富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张志平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肖仰华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艾剑良 航空航天系 

卢大儒 生命科学学院 

邵正中 高分子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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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武利 高分子科学系 

彭慧胜 高分子科学系 

王兵杰 高分子科学系 

王  芳 高分子科学系 

郑  璐 资产经营公司/创新创业学院 

关  放 资产经营公司/创新创业学院 

侯  强 资产经营公司/创新创业学院 

陆  路 基础医学院 

陈  晨 附属中山医院 

徐  烨 附属肿瘤医院 

 

第十六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优秀指导老师 

（8 人） 

左  才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李  煜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孙清清   微电子学院 

冯  瑞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工研院 

王盛章   航空航天系 

郑耿锋   化学系 

刘平养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夏春梅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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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工作奖 

（1 人） 

耿昭华   哲学学院 

 

2018 年上海市优秀管理示范项目 

（2 个） 

复旦光华楼物管中心 

复旦江湾校区物管中心 

 

2018 年度本市内设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院前急救技能比赛 

个人综合能力优胜奖 

（2 人） 

陈迎春  总务处 

张倩乔  总务处 

 

2018 年度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征募工作先进个人 

（1 人） 

曾  周   总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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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一流树形象优质服务进博会”立功竞赛活动先进个人 

（1 人） 

杨利娜   总务处 

 

2018 年度上海高校后勤团体采购先进个人 

（1 人） 

夏学松   总务处 

 

2018 年度上海市物业管理优秀项目经理 

（1 人） 

林宏炜   总务处 

 

2018 上海高等学校学生食堂厨艺技能大赛白案 

个人银奖 

（2 人） 

梁财贵   总务处 

孙学涛   总务处 

 

 



五、市级表彰名单 

46 

 

个人铜奖 

（1 人） 

梅小娟   总务处 

 

2018 上海高等学校学生食堂厨艺技能大赛红案 

个人金奖 

（1 人） 

孟  伟   总务处 

 

2018 年度市内设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院前急救技能比赛 

团体二等奖 

（1 个） 

校医院 

 

2018 年上海市高校红十字应急救护比赛 

优秀组织奖 

（1 个） 

校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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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高校餐饮保障贡献奖 

荣誉个人 

（3 人） 

王  珏   总务处 

韩  佳   总务处 

杨利娜   总务处 

 

荣誉集体 

（1 个） 

上海复旦后勤服务发展有限公司饮食服务中心 

 

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先进个人 

（1 人） 

   高  翔   总务处 

 

上海高校后勤管理与服务第四届“绿叶奖” 

（2 人） 

   周  虎   总务处 

   韩  佳   总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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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校后勤标兵 

（2 人） 

   周  虎   总务处 

   韩  佳   总务处 

 

第九届“赛复创智杯”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意评选活动 

优秀组织奖 

（1 个） 

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国际青少年科技博览会暨“明日科技之星” 

国际邀请赛 

团体一等奖 

（1 个） 

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市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优秀指导教师 

（1 人） 

   阎  俊   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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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基本功大赛 

一等奖 

（1 人） 

王  婧   附属中学 

 

上海市第十七届中学生古诗文阅读大赛优秀指导奖 

（2 人） 

陈志坚   第二附属中学 

施伟妍   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市行为规范示范校 

（1 个） 

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市信息化应用标杆培育校 

（1 个） 

第二附属中学 

 



六、市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50 

 

上海市级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1 个） 

附属中学 

 

六、市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1 个） 

瞬态新奇分子的光谱、成键和反应研究 周鸣飞 

王冠军 

陈末华 

龚  昱 

化学系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4 个） 

基于整体观的中药方剂现代研究关

键技术的建立及其应用 

施海明 

（第 3 完成人） 

附属华山医院 

（第 3 完成单位） 

血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 庞志清 

（第 7 完成人） 

药学院 

（第 4 完成单位） 

肺癌微创治疗体系及关键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王  群 

（第 5 完成人） 

附属中山医院 

（第 5 完成单位） 



六、市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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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听觉保存与重建关键技术的听

神经瘤治疗策略及应用 

钟  平 

（第 3 完成人） 

附属华山医院 

（第 4 完成单位）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一等奖 

（4 个） 

乙肝病毒进化和免疫遗传在致癌中的作用 余  龙 

（第 5 完成人） 

生命科学学院 

（第 2 完成单位） 

抑制细胞增殖与分化异常的新机制研究 沈晓燕 

（第 2 完成人） 

药学院 

（第 3 完成单位） 

医用材料表面改性技术及临床应用 葛均波 

（第 2 完成人） 

附属中山医院 

（第 2 完成单位） 

较低级别脑胶质瘤的综合诊断和治疗 毛  颖 

叶  丹 

姚  瑜 

陈  亮 

秦智勇 

花  玮 

史之峰 

岳  琪 

附属华山医院 

 

二等奖 

（3 个） 

月球微波遥感理论建模与数据反演研究 金亚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双区气体放电技术用于恶臭气体

净化关键技术与应用 

张仁熙 

侯慧奇 

侯剑源 

刘新刚 

潘循皙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高性能磁性吸波材料的创制和机理 车仁超 先进材料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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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 个） 

入耳入脑入心 同向同行同频： 

以思政课为核心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复旦大学 

许宁生、焦  扬、桂永浩、顾钰民 

 

中国根、复旦魂——打造重实效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体系 

复旦大学 

吴晓明、秦绍德、蔡达峰、焦  扬、孙向晨、王德峰、彭裕文、 

汪源源、周鲁卫、童  兵、徐  雷、徐  瑾、 

李  钧、徐  珂、刘丽华 

 

二等奖 

（6 个） 

复旦大学科学选拔创新人才的十年探索 

复旦大学 

丁光宏、郑方贤、徐宏波、王  阳、朱晓超、宋可即; 

游  畅、何  鑫、黄晓平、陈昶安 

 

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1311”体系创新及十年实践 

复旦大学 

徐  雷 

 

卓越为公：政治学一流专业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志敏、陈周旺、郑  磊、郑长忠、扶松茂、 

沈  逸、李  辉、张  骥、方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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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一流数学专业人才 创新本科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数学科学学院 

楼红卫、应坚刚、姚一隽、王志强、杨  翎 

 

创新驱动，开启以学生为主体的物理演示实验教学新模式 

物理学系 

吕景林、乐永康、冀  敏、魏心源、白翠琴、岑  剡、李爱萍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实践 

上海医学院 

汪  玲、桂永浩、何  纳、吴海鸣、金  力、葛均波、 

袁正宏、陆  昉、包江波、何  珂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8 门） 

人际传播能力 胡春阳 新闻学院 

新媒体与社会性别 曹  晋 新闻学院 

古希腊文明 黄  洋 历史学系 

思辨与创新 熊  浩 法学院 

货币金融学 徐明东 经济学院 

西方社会思想两千年 于  海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病原生物与人类 邵红霞 基础医学院 

卫生技术评估 陈英耀 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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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2 个） 

生物多样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乔守怡 生命科学学院 

基于高阶新生儿仿真模拟人的虚拟仿真实验临床技能培训 周文浩 附属儿科医院 

   

第九届“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全国总决赛 

翻译专业组一等奖 

（1 人） 

冯  超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一等奖 

（1 人） 

苏卫锋   物理学系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金奖 

（2 个） 

千里电池：超高性能硅碳负极的产业化制备方案 

（指导教师） 

化学系   董安钢 

高分子科学系   彭慧胜、杨  东、胡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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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嗅觉芯片——VOCs 纳米智能传感器 

（指导教师） 

化学系   董安钢 

微电子学院   卢洪亮、林  青 

 

银奖 

（3 个） 

畅心—新型抗凝药物的研究与开发 

（指导教师） 

基础医学院   莫  炜 

 

实朴检测--以土壤和地下水为特色的第三方检测服务平台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姚  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厉家鼎 

附属华山医院   刘  杰 

 

健行永平：基于云与智能硬件的贫困地区胃肠病分级管理平台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姚  凯 

 

铜奖 

（1 个） 

乡村笔记—用教育连接城乡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褚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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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 

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医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评比 

一等奖 

（2 个）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 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汪  玲  公共卫生学院 

当代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  王  磊  附属华山医院 

 

三等奖 

（2 个） 

胜任力为导向的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刘  晔  基础医学院 

构建医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课程的行动研究  陆凤艳  附属华山医院 

   

首届人卫慕课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比赛 

一等奖 

（1 人） 

王建新    药学院 

 

第四届卫生事业管理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 

一等奖 

  （1 人）  

 孙  梅   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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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首届全国护理院校临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三等奖 

（1 人） 

               朱娴杰   护理学院（华山医院护理部） 

 

2017 年全国医学教育百篇优秀论文 

一等奖 

（1 个） 

论健康中国建设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汪  玲 公共卫生学院 

   

二等奖 

（2 个） 

上海市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社区

教学基地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 

夏慧玲 附属中山医院 

Reconstruction of a clinician training 

system in China—A successful “5 + 3” 

model from Shanghai 

陈兆君 

汪  玲 

(通讯作者) 

公共卫生学院 

 

三等奖 

（5 个） 

探索一流研究生教育 助力支撑

“双一流”建设 

汪  玲 公共卫生学院 

反思模式在高仿真模拟教学引导

性反馈中的应用效果 

陆敏敏 护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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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某医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博士培养模式的研究初探 

陈旻敏 附属中山医院 

某大学临床医学人才“5+3+X”培养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探索 

陈旻敏 附属中山医院 

助产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赵月娇 附属妇产科医院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 

一等奖 

（1 人） 

蒋  晨（指导教师）   药学院 

 

二等奖 

（1 人） 

孙  涛（指导教师）   药学院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综合知识与技能大赛 

三等奖 

（1 个） 

刘岱淞、蒋露芳、陆一涵（指导教师）  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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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大学生健康教育科普作品大赛最受学生欢迎奖 

（1 人） 

白  鸽（指导教师）  公共卫生学院 

 

2019 年护理本科生临床综合技能邀请赛 

三等奖 

（1 个） 

陈  瑜、来小彬、葛向喻、林  芩（指导教师）  护理学院 

 

第二届来华留学生临床思维与技能竞赛 

优异团队奖、最佳团队合作奖 

（1 人） 

王洪山（指导教师）   附属中山医院 

 

外科技能单项奖 

（1 人） 

王洪山（指导教师）   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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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1 个） 

高中学生科技创新教育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附属中学 

杨士军 

 

第十五届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论文类评比 

一等奖 

（1 个） 

《借助校园影视魅力，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施伟妍 第二附属中学 

   

七、市级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3 个） 

  

光响应高分子材料  

材料科学系  俞燕蕾、韦  嘉 

化学系   李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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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慢性化的多重新机制及治疗策略研究  

基础医学院 

袁正宏、陈捷亮、陈捷亮、雷群英 

 

肿瘤细胞代谢感受的调控机制及其病理效应 

  附属肿瘤医院 

  雷群英、吕  雷   

   

二等奖 

（1 个） 

超声评价骨骼的理论及方法研究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他得安、王威琪、许凯亮 

 

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4 个） 

高速铁路设施故障检测关键技术及应用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姜育刚、薛向阳 

 

病毒相关肝细胞癌预防和控制关键技术的建立与应用  

生命科学学院（第 4 完成单位） 

余文博（第 12 完成人） 

 

IDH 突变胶质瘤的发病机理及分型应用 

附属华山医院 

毛  颖、叶  丹、姚  瑜、吴劲松、陈  亮、吴浩强、陈经宗、 

花  玮、史之峰、熊  跃、管坤良、周良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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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策略影响围手术期肿瘤免疫综合技术的临床应用 

附属肿瘤医院 

缪长虹、陈万坤、徐亚军、朱敏敏、钟  静、许平波、翁梅琳、 

陈家伟、孙鹏飞、王惠惠、吴启超、孙志荣、朱  彪、申丽华 

 

二等奖 

（7 个） 

运营地铁隧道结构智能检测与大数据分析预警关键技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第 4 完成单位） 

熊  贇（第 7 完成人） 

 

绿化病虫害精准化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 

生命科学学院 

鞠瑞亭、李  博 

 

新型杂化电场质谱仪及其应用 

化学系 

丁传凡、徐福兴 

 

大型污水治理设施恶臭气体处理集成技术与示范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第 3 完成单位） 

张仁熙（第 3 完成人）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的健康服务资源空间规划技术及其应用 

公共卫生学院 

罗  力、付  晨、金春林、吴凌放、白  鸽、金  超 

 

补肾益气异病同治干预气道炎症性疾病的研究 

附属华山医院 

董竞成、魏  颖、孙  婧、张红英、刘宝君、曹玉雪、吕玉宝、 

李璐璐、杜懿杰、孔令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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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口岸重要病原微生物检测溯源关键技术和跨境传染病防控体系  

附属华山医院（第 3 完成单位） 

王新宇（第 4 完成人）、艾静文（第 9 完成人） 

 

三等奖 

（12 个） 

高可靠高效能的超大规模分布式存储系统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王  新、周扬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跃东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城市公共信息服务核心平台开发及示范应用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第 3 完成单位） 

汪  卫（第 5 完成人） 

 

人－机集成的行为管理工程化方法及在重大工程中的应用 

物理学系（第 2 完成单位） 

崔晓丽（第 7 完成人） 

 

脑科学科普 

生命科学学院 

顾凡及 

 

锂离子电池热电智能检测系统的创新开发与检测应用  

材料科学系（第 4 完成单位） 

周永宁（第 6 完成人） 

 

百草枯短期与长期关键毒性研究与干预 

公共卫生学院 

周志俊、常秀丽、黄  敏、娄  丹 

 

以患者为中心的耐多药结核病防治技术与策略研究 

公共卫生学院 

徐  飚、胡  屹、王伟炳、赵  琦、蒋伟利、李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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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创面组织整复关键治疗技术与临床应用 

附属中山医院 

亓发芝、施越冬、刘家祺、顾建英、冯自豪、杨  震、张  勇 

 

介入治疗门脉高压技术体系的创建与推广 

附属中山医院 

颜志平、罗剑钧、王建华、龚高全、刘清欣、张  雯、马婧嵚 

 

功能保全性喉癌规范化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及推广应用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周  梁、陶  磊、吴春萍、谢  明、陈  慧、高春丽、龚洪立 

 

5-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中重度痤疮的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 

附属华东医院（第 3 完成单位） 

王宏伟  （第 4 完成人） 

 

核心稳定训练治疗腰痛的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附属华东医院（第 2 完成单位） 

郑洁皎（第 3 完成人） 

 

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1 个） 

多域融合的边缘计算接入网关键技术及应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第 4 完成单位） 

胡  蝶（第 4 完成人） 

 

2019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 

（30 门） 

《三国志》导读 戴  燕 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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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方言学 陶  寰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讲 段怀清 中国语言文学系 

同声传译 管玉华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论文写作 郑咏滟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论辩与思辨 万江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西方史学史 吴晓群 历史学系 

旅游广告 沈  涵 历史学系 

行政法学 刘志刚 法学院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 唐亚林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保障 丁  纯 经济学院 

税法 徐  晔 经济学院 

货币银行学 何光辉 经济学院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 石  磊 经济学院 

变态心理学 李晓茹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高级 web 技术 戴开宇 软件学院 

计算机网络 李景涛 软件学院 

营养与健康 江松敏 生命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实验 刘永梅 化学系 

有机化学实验 林阳辉 化学系 

设计与制造 马建敏 航空航天系 

生物化学实验 王丽影 基础医学院 

医学影像信息学概论 宋志坚 

史勇红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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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社交网络-共学微生物 张俊琪 基础医学院 

社会医学 严  非 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药剂学 蒋  晨 药学院 

儿科护理学 杨红红 护理学院 

护理科研 王君俏;

林  岑 

护理学院 

艺术与现实中的医学-医学影视作

品赏析 

蔡剑飞 附属华东医院 

微电影创作 许肖潇 艺术教育中心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2 门） 

宏观经济学原理 葛劲峰 经济学院 

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潘天舒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18 年上海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5 个） 

模拟电子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孔庆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核技术相关虚拟仿真实验 杨  洋 现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 

生物多样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乔守怡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咨询虚拟仿真诊室 刘  雯 基础医学院 

基于高阶新生儿仿真模拟人的虚

拟仿真实验临床技能培训 

周文浩 附属儿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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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普教育创新奖 

科普贡献奖   

二等奖 

（1 人） 

 华克勤   附属妇产科医院 

 

三等奖 

（1 人） 

施  郁   物理学系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 

金奖 

（6 个） 

丝创骨骼：蚕丝蛋白人工骨与韧带产品产业化制备方案 

（指导教师） 

高分子科学系   邵正中 

 

复东生物：癌症精准治疗的领航者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王  胜 

高分子科学系   杨武利 

附属肿瘤医院   徐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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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纤维的产业化制备 

（指导教师） 

高分子科学系   彭慧胜、王兵杰、王  芳 

 

基于 VCSEL 的激光雷达系统集成芯片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邱  剑、童立青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刘克富 

 

空地一体智慧哨兵系统 

（指导教师） 

资产经营公司/创新创业学院   郑  璐、关  放 

 

“天弩”边防无人机系统 

（指导教师） 

航空航天系   艾剑良 

 

银奖 

（7 个） 

新型人源 II 型胶原蛋白的研究及产品开发 

（指导教师） 

基础医学院   陆  路 

 

磁浮导轨：半导体装备的未来之星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杨晓峰、林  青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张志平 

 

HealSleep++：重构自然睡眠，打造健康生态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炜、马  煜 

附属中山医院   陈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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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 AR 建筑平台 

（指导教师） 

资产经营公司/创新创业学院   郑  璐    

 

数眼知识图谱 

（指导教师）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肖仰华 

 

DNA 物证整体解决方案的开发和实施 

（指导教师） 

生命科学学院   卢大儒 

 

乡村笔记，用教育连接城乡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褚荣伟 

 

铜奖 

（3 个） 

纳米材料在空气净化领域的商业化应用 

（指导教师） 

化学系   唐  颐 

资产经营公司/创新创业学院   郑  璐 

 

医保购买便捷、安全医药服务的解决方案—医药机构准入与合规审核

大数据平台 

（指导教师） 

公共卫生学院   罗  力、白  鸽 

 

益殖——新型环保用微生态制剂的研究开发 

（指导教师） 

基础医学院   莫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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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特等奖 

（3 个） 

脱贫长效机制研究——基于中部三省四县的调查 

（指导教师）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左  才 

 

超高通量基因测序图像实时校准系统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冯  瑞 

 

腾飞之后：农村专项生在精英大学的适应过程研究 

——以复旦大学腾飞计划为例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  煜  

 

一等奖 

（5 个） 

基于血流储备分数的颈动脉狭窄智能辅助诊断方法 

（指导教师） 

航空航天系   王盛章 

 

褪黑素调控小胶质细胞 M1 极化对抗应激性高血压的新机制 

（指导教师） 

基础医学院   夏春梅 

 

基于 GIDL 效应的 55nmU 型半浮栅晶体管设计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孙清清 



七、市级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 

71 

 

氧化还原介质辅助的新型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体系 

（指导教师） 

化学系   郑耿锋 

 

大都市郊区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现状和需求的研究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指导教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刘平养 

 

二等奖 

（1 个） 

利用 X 射线反射光谱学方法区分黑洞和裸奇点 

（指导教师） 

物理学系   Cosimo Bambi 

 

三等奖 

（2 个） 

非线性复差分方程亚纯解的振荡性质 

（指导教师） 

数学科学学院   王  珺 

 

一种可规模化制备智能柔性光子晶体膜的方法及其应用 

（指导教师） 

高分子科学系   汪长春 

 

2019 年度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党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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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研究报告 

陈  洁   党委教师工作部 

 

公立医院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研究 

李  华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三等奖 

（2 个） 

注重从高校高知识群体发展党员的研究 

刘  锋   生物医学研究院 

 

强化公立医院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研究 

顾小萍   附属华山医院 

 

高校专委会党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 

（1 个） 

注重从高校高知识群体发展党员的研究 

刘  锋   生物医学研究院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统战调研项目优秀成果 

一等奖 

（1 个） 

新形势下高校构建大统战工作格

局实践性研究 

张骏楠等 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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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1 个） 

高校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职能研究

——以复旦大学为例 

 

张骏楠等 统战部 

2018 年度上海市退管工作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1 个） 

老年教育医学课程建设共性与个

性特点调查 

冯正仪 

沈文龙  

贾守梅等 

退管会 

 

优秀奖 

（1 个） 

为老年人构建医养结合的养老环

境 促进社会和谐 

 

陈  勤 退管会 

2015-2018 年上海市高等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优秀案例 

金奖 

（1 个） 

基于 Canvas LMS 的新一代网络辅

助教学平台建设 

高  珺 

(项目负 

责人） 

 

校园信息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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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一等奖 

（1 人） 

王海红（指导教师）    附属华山医院 

 

三等奖 

（4 人） 

王海红（指导教师）    附属华山医院 

符  逸（指导教师）    附属中山医院 

符  逸（指导教师）    附属中山医院 

林文筠（指导教师）    附属华东医院 

 

第三届上海基础教育青年教师爱岗敬业教学竞赛 

一等奖 

（1 人） 

王琳妮   附属中学 

 

二等奖 

（2 人） 

贺小燕   附属中学 

杨  旺   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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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1 人） 

冯  源   附属中学 

 

2018 年上海市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评比 

二等奖 

（2 个） 

高中古诗文教学实践中构建学生文史知识体系的研究 

附属中学 

石  莉 

 

高中物理国际课程教学优化的实践研究 

附属中学 

许  彬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第六届学校教育科研成果 

二等奖 

（1 个） 

高中政治学科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实践研究 

附属中学 

方培君、阎  俊 

 

三等奖 

（1 个） 

指向语境还原的高中历史阅读教学的实践研究 

附属中学 

李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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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上海赛区） 

一等奖 

（1 个） 

《郑风·子衿》微课 陈  苹 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市第十七届中学生古诗文阅读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 

（2 人） 

陈志坚   第二附属中学 

施伟妍   第二附属中学 

 

八、校级表彰名单 

2019 年复旦大学“钟扬式”好党员、好老师、好团队 

“钟扬式”好党员 

（10 人） 

刘放桐   哲学学院 

曾  璇   微电子学院 

陈恕行   数学学院 

顾钰民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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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雁   护理学院 

张志强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郭卫刚   附属中山医院 

孙艺华   附属肿瘤医院 

陶金好   附属儿科医院 

陈泽宇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钟扬式”好老师 

（9 人） 

万江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郑召利   哲学学院  

王  伟   法学院  

郭坤宇   数学科学学院  

周  磊   物理学系  

郭睿倩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  劲   材料科学系  

鲁伯埙   生命科学学院  

储以微   生物医学研究院 

 

“钟扬式”教学团队 

（5 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学团队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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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理教学团队                      材料科学系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基础医学院 

卫生管理与政策教学团队                公共卫生学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政治教研组            附属中学 

 

 “钟扬式”科研团队 

（5 个） 

外交政策决策咨询研究团队              国际问题研究院 

杜威中心                              哲学学院 

智慧医疗超声创新团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乙型肝炎慢性化机制及对策研究团队      基础医学院 

空气污染与健康研究团队                公共卫生学院 

 

复旦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63 人） 

郑咏滟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陈建云   新闻学院 

巴兆祥   历史学系 

王  蔚   法学院 

李瑞昌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放桐   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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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邦秋   哲学学院 

周  楚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王安宇   管理学院 

陈  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詹义强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  璇   微电子学院 

徐晓创   微电子学院 

朱扬勇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李应华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陈恕行   数学科学学院 

吴泉水   数学科学学院 

邓  娟   航空航天系 

乐永康   物理学系 

杨  继   生命科学学院 

袁汉英   生命科学学院 

侯秀峰   化学系 

王  琳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崔晓莉   材料科学系 

卢红斌   高分子科学系 

李增花   现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 

顾钰民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亚玲   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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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戈   后勤公司 

史立丽   出版社 

沈玉桢   资产经营公司 

袁玉红   图书馆 

刘  君   体教部 

顾树棠   机关党委 

钱冬生   老干部党委 

贾瑞菊   老干部党委 

范仁华   科学技术研究院 

高海峰   上海医学院医学教育管理办公室 

黄志力   基础医学院 

赵卓慧   公共卫生学院 

段更利   药学院 

胡  雁   护理学院 

赵莹珺   生物医学研究院 

罗赟星   脑科学研究院 

陈红红   放射医学研究所 

陈  峰   政策研究室 

童一明   组织部 

赵  亮   武装部 

范慧慧   复旦学院 

楚永全   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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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怡   发展研究院 

高  翔   总务处 

徐宏波   总务处 

张志强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郭卫刚   附属中山医院 

石  虹   附属中山医院 

石晶晟   附属华山医院 

徐金华   附属华山医院 

孙艺华   附属肿瘤医院 

陶金好   附属儿科医院 

陈泽宇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  华   第二附属中学 

黄  琪   附属小学 

 

复旦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 

（53 人） 

申小龙   中国语言文学系 

赵  昕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杨  鹏   新闻学院 

徐  瑾   法学院 

刘志刚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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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新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潘孝楠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鲁绍臣   哲学学院 

袁  新   哲学学院 

赵  琪   哲学学院 

陆晶婧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窦一凡   管理学院 

许晓明   管理学院 

尹  娜   微电子学院 

张晓清   数学科学学院 

李金凤   数学科学学院 

黄岸青   航空航天系 

蒋最敏   物理学系 

常  芳   生命科学学院 

黄晶菁   化学系 

秦  枫   化学系 

龚  嶷   材料科学系 

郑  阳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张智慧   出版社 

邱晓露   机关党委 

叶依群   老干部党委 

周振汉   老干部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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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鸿昌   老干部党委 

岳娟娟   学校办公室 

宋永华   纪委办公室 

卢晓璐   党委宣传部 

陈  洁   党委教师工作部 

包一敏   党委统战部 

黄  洁   党委学生工作部 

沈安怡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刘  莉   外国留学生工作处 

程  娌   上海医学院医学教育办公室 

李文生   基础医学院 

陈文婷   基础医学院 

张  镭   基础医学院 

史慧静   公共卫生学院 

仓  静   附属中山医院 

周达新   附属中山医院 

顾宇翔   附属华山医院 

陆  冰   附属肿瘤医院 

孙晓溪   附属妇产科医院 

陈晓军   附属妇产科医院 

罗飞宏   附属儿科医院 

李  华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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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纯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仇荣星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阎  俊   附属中学 

曾德琨   附属中学 

 

复旦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 

（33 个） 

外文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本科教工第一党支部 

新闻学院党委 

新闻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文博系教工党支部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行政人员党支部 

哲学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党支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光科学与工程系教工党支部 

微电子学院邯郸校区教工党支部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退休教师党支部 

物理学系党委 

生命学院生化教工党支部 

化学系退休教工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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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料实验室教工党支部 

基础医学院党委 

基础医学院细胞与遗传医学党支部 

公共卫生学院妇幼与少儿卫生党支部 

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党支部 

药学院教工第四党支部 

护理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图书馆教工第五党支部 

信息办党支部 

学生工作部第一党支部 

总务处第一党支部 

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心理党支部 

附属华山医院外科第一党支部 

附属肿瘤医院外科第二党支部 

附属肿瘤医院外科第三党支部 

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第一党支部 

附属儿科医院内科第一党支部 

附属儿科医院护理第一党支部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麻醉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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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毕业生心目中的好老师 

（10 人） 

陈玉聃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孙向晨   哲学学院 

高  隽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陈  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  磊   物理学系 

郭  滨   生命科学学院 

赵东元   化学系 

游  波   材料科学系 

严钰锋   基础医学院 

周平红   附属中山医院 

 

提名奖 

（12 人） 

夏  婧   中国语言文学系  

黄  旦   新闻学院  

石  鼎   文物与博物馆系  

蒋玉龙   微电子学院  

周扬帆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陈李佳   数学科学学院  

杨永明   航空航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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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梅   现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 

厉曙光   公共卫生学院  

周英凤   护理学院  

张  明   附属华山医院  

肖  婧   附属华东医院  

 

复旦大学 2019 年度十佳“三好”研究生导学团队 

（10 个） 

徐以骅教授课题组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智慧医疗超声创新团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珉教授课题组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动力系统导学团队 数学科学学院 

计算物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物理学系 

丁建东教授课题组 高分子科学系 

新(再)发传染病和疫苗流行病学课题组 公共卫生学院 

阚海东教授课题组 公共卫生学院 

痛觉实验室 脑科学研究院 

陈世益教授课题组 附属华山医院 

 

提名奖 

（12 个） 

多语研究创新团队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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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平教授课题组 历史学系 

刘欣教授创新团队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胡建强教授课题组 管理学院 

金立印教授课题组 管理学院 

陈良尧教授课题组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梅岩艾教授课题组 生命科学学院 

张祥民教授课题组 化学系 

贾波教授课题组 材料科学系 

数字医学研究中心导学团队 基础医学院 

蒋晨教授课题组 药学院 

免疫保护策略研究课题组 生物医学研究院 

  

复旦大学“三八”红旗手 

（41 人） 

郑咏滟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黄  晔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吴肖乐    管理学院 

易  婷    微电子学院 

熊  赟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吕景林    物理学系 

常  芳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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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宁    化学系     

周广荣    高分子科学系 

刘  雯    基础医学院 

陈  舌    基础医学院 

赵卓慧    公共卫生学院         

胡  雁    护理学院     

金  红    生物医学研究院   

张嘉漪  脑科学研究院 

吴海鸣    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  

郁  炯  审计处 

先梦涵    研究生院     

梅  鲜    保卫处       

李  耘    附属中山医院    

刘天舒  附属中山医院  

朱  玮    附属中山医院   

邱网妹    附属中山医院   

胡  敏  附属中山医院   

陈  彤    附属华山医院     

杨勤萍    附属华山医院     

山  缨  附属华山医院  

卢家红    附属华山医院  

郎黎薇    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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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烨  附属肿瘤医院                     

赵  蕊    附属肿瘤医院    

钟  静    附属肿瘤医院      

刘惜时    附属妇产科医院 

丁景新    附属妇产科医院 

张  炜    附属妇产科医院 

傅丽丽    附属儿科医院 

顾  莺    附属儿科医院                 

王  方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万  艺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沈亚云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姚  伟    附属中学 

 

复旦大学“三八”红旗集体 

（15 个）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多语研究创新团队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第三教研室 

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服务团队 

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系 

党委学生工作部 

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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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中山医院静脉治疗护理组 

附属中山医院麻醉科 

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护理团队 

附属华山医院急诊科医护团队 

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护理团队 

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产房 

附属儿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十病区护理团队 

附属中学工会委员会 

 

复旦大学 2018 年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 

（21 个） 

新闻学院学生工作组 

新闻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生工作组 

经济学院学生工作组 

哲学学院学生工作组 

哲学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学生工作组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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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物理学系学生工作组 

物理学系研究生工作组 

化学系学生工作组 

化学系研究生工作组 

材料科学系学生工作组 

材料科学系研究生工作组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护理学院学生工作组 

脑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工作组 

附属中山医院研究生工作组 

 

复旦大学 2018 年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 

特等奖 

（9 人） 

朱  佳   新闻学院 

盛  情   哲学学院  

周序倩   物理学系 

汪  靖   化学系  

王  珏   材料科学系 

刘  嫣   附属中山医院 



八、校级表彰名单 

93 

 

高继明   附属华山医院   

王  韧   党委学生工作部 

胡  伟   党委学生工作部 

 

一等奖 

（33 人） 

傅  骏   中国语言文学系     

赵  昕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王怡静   新闻学院  

赵小斐   历史学系 

朱  峰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银飞   哲学学院  

李  爽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黄  晔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陆晶婧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赵伟韬   管理学院 

黄  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厉家鼎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晓清   数学学院  

王周俊   数学学院 

葛锡颖   航空航天系  

陈  晨   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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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丽   化学系 

王  芳   高分子科学系 

林  丽   先进材料实验室 

陆广成   现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 

刘  玲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  阳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陈文婷   基础医学院 

刘岱淞   公共卫生学院 

左  超   护理学院 

周悠悠   生物医学研究院 

罗赟星   脑科学研究院 

徐之平   党委学生工作部 

丁敬耘   党委学生工作部 

季  欣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沈安怡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耿昭华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二等奖 

（37 人） 

孙晓虹   中国语言文学系 

茅  盾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潘  宵   新闻学院 

田文娟   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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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霄   法学院 

潘孝楠   国际发展与公共事务学院 

张  馨   经济学院 

卜洪晓   经济学院 

赵  琪   哲学学院 

刘  培   高等教育研究所 

周  缨   管理学院 

黄一倩   管理学院    

黄艳艳   管理学院    

贺倩如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丽梅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安华   微电子学院 

付  雁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李金凤   数学学院 

张美艳   航空航天系 

余文博   生命科学学院 

李一苇   生命科学学院 

黄丹妮   生命科学学院  

宋  艺   生命科学学院  

张  弛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  丹   高分子科学系 

李  洁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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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卫华   文献信息中心 

刘佳琦   基础医学院 

尚  珂   公共卫生学院 

孙昶领   药学院 

郁颖佳   药学院    

王宁宁   药学院 

陈旻敏   附属中山医院 

郑  聪   党委学生工作部 

顾  宁   党委学生工作部     

王  文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刘  怡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三等奖 

（30 人） 

马奔腾   中国语言文学系 

何凌霞   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亚鹏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李  论   历史学系 

陆优优   法学院 

袁莉莉   经济学院 

王  俊   经济学院 

魏治国   管理学院 

钱  捷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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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雯睿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李斅葳   微电子学院 

朱妍蕾   大数据学院 

吴玉飞   航空航天系 

秦  枫   化学系  

吕瑞卿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张  镭   基础医学院   

曲正祥   基础医学院     

江  珊   基础医学院 

白  鸽   公共卫生学院 

贾英男   公共卫生学院 

李  颖   护理学院  

王  盛   生物医学研究院   

符  逸   附属中山医院 

王海红   附属华山医院 

虞文嫣   党委学生工作部 

李  炜   党委学生工作部 

甲干初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王诗铭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徐  琛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刘傲飞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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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贡献奖 

（7 人） 

袁莉莉   经济学院 

陆晶婧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魏治国   管理学院 

李金凤   数学学院 

朱妍蕾   大数据学院 

李  洁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吕瑞卿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复旦大学 2018 年度本专科生十佳辅导员 

（2 人） 

魏  然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钟凯旋   高分子科学系  

 

复旦大学 2018 年度研究生十佳辅导员 

（5 人） 

曾庆捷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黄艳艳   管理学院  

秦亚杰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晨   物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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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惠   化学系 

 

2018 年复旦大学优秀离退休教职工 

（8 人） 

王克忠   经济学院 

徐诚浩   数学科学学院 

赵在忠   物理学系 

范康年   化学系 

郭慕依   基础医学院 

韩宗英   上海医学院机关党总支 

贾瑞菊   老干部党总支 

沈文龙   复旦老年大学 

 

2018 年复旦大学优秀离退休教职工（团体） 

（8 个）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退管分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退管分会 

生命科学学院 118 工作室 

校老干部党总支 

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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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老教授/退（离）休教师协会 

复旦凉城居民区老教授议事会 

附属中学退管分会 

 

2018 年复旦大学优秀离退休教职工（特别荣誉） 

（1 个） 

《复旦名师剪影》编写组 

 

复旦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 

（4 个） 

附属中山医院护理第三团支部（手术室） 

附属华山医院团委 

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团支部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团支部 

 

2019 年复旦大学青年五四奖章 

（6 人） 

郑  雯   新闻学院 

吴燕华   生命科学学院 

应天雷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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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耀   附属肿瘤医院 

邹世恩   附属妇产科医院 

赵  亮   武装部 

 

2019 年复旦大学青年五四奖章提名奖 

（5 人） 

王银飞   哲学学院 

胡安宁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包文中   微电子学院 

丁振斌   附属中山医院 

董明敏   附设幼儿园 

 

复旦大学优秀团员标兵 

（5 人） 

陈  遥   附属中山医院 

蒋未娜   附属华山医院 

杨冰义   附属妇产科医院 

邱文薇   附属儿科医院 

楼  靖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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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优秀团员 

（97 人） 

郑瀚文   附属中山医院 

冯  婷   附属中山医院 

卢  苏   附属中山医院 

支闻沁   附属中山医院 

卞慧赟   附属中山医院 

李佳玲   附属中山医院 

马文静   附属中山医院 

邱晓懿   附属中山医院 

施丹丹   附属中山医院 

施俊涌   附属中山医院 

张国卫   附属中山医院 

陶梦苑   附属中山医院 

王  喆   附属中山医院 

陆珺旎   附属中山医院  

杨居坤   附属中山医院 

胡玉懿   附属中山医院 

翁征宇   附属中山医院  

邓  欣   附属中山医院 

程莉莎   附属中山医院 

陈姝戎   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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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壬卿   附属华山医院 

徐山山   附属华山医院 

李文艳   附属华山医院 

宗  奕   附属华山医院 

王婷玮   附属华山医院 

李林玉   附属华山医院 

韦文倩   附属华山医院 

闵骁冬   附属华山医院 

刘雪婷   附属华山医院 

周申婕   附属华山医院 

史  昕   附属华山医院 

江清清   附属华山医院 

蒋留军   附属华山医院 

周璐洁   附属华山医院 

章  颖   附属肿瘤医院 

尤玉芳   附属肿瘤医院 

杨雪珂   附属肿瘤医院 

龚成成   附属肿瘤医院 

薛  芬   附属肿瘤医院 

施怡雯   附属肿瘤医院 

王旖雯   附属肿瘤医院 

张  雪   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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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诗诗   附属肿瘤医院 

徐申花   附属肿瘤医院 

艾沓杉   附属肿瘤医院 

余怡雯   附属肿瘤医院 

朱家莹   附属肿瘤医院 

丁  腾   附属肿瘤医院 

胡佳倩   附属肿瘤医院 

吕矫洁   附属肿瘤医院 

叶成玲   附属肿瘤医院 

杨嫚莉   附属肿瘤医院 

郝  佩   附属肿瘤医院 

胡强胜   附属肿瘤医院 

张冬敏   附属肿瘤医院 

李冬冬   附属肿瘤医院 

刘  宇   附属妇产科医院 

张佳丽   附属妇产科医院 

周  鼎   附属妇产科医院 

戴黎珺   附属妇产科医院 

陆娄恺奕 附属妇产科医院 

陆  艺   附属妇产科医院 

陈敏欣   附属妇产科医院 

任凌珑   附属妇产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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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淇   附属妇产科医院 

褚  楠   附属妇产科医院 

潘心瑶   附属妇产科医院 

黄茜茜   附属妇产科医院 

王楚宁   附属儿科医院 

钱道多   附属儿科医院 

吴  尘   附属儿科医院 

齐韩宇   附属儿科医院 

邱文薇   附属儿科医院 

朱  一   附属儿科医院 

张世毅   附属儿科医院 

邹妮珺   附属儿科医院 

简杜莹   附属儿科医院 

吴梦圆   附属儿科医院 

王丽芸   附属儿科医院 

沈佳倩   附属儿科医院 

王毅恒   附属儿科医院 

朱  婷   附属儿科医院 

郑  克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丁晨茹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奚逸鸣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  頔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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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静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陆文静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姚旭莹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陶  鑫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张  硕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朱  瑾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倩颖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虞  俊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付元岑   附属中学 

杨  熠   附属中学 

费彦琳   附属中学 

 

复旦大学优秀团干部标兵 

（2 人） 

叶  婷   附属华山医院 

陈  洁   附属妇产科医院 

 

复旦大学优秀团干部 

（33 人） 

曹丽娜   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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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朴   附属中山医院 

成  锋   附属中山医院 

金  波   附属中山医院 

梁  颖   附属中山医院 

刘  茗   附属中山医院 

孙  思   附属中山医院 

陶嘉乐   附属中山医院 

凌  晔   附属中山医院 

陈佳慧   附属华山医院 

苗  青   附属华山医院 

陈碧翠   附属华山医院 

包丽雯   附属华山医院 

李文桦   附属肿瘤医院 

管佳琴   附属肿瘤医院 

胡新懿   附属肿瘤医院 

瞿  超   附属肿瘤医院 

李  航   附属肿瘤医院 

陈  钰   附属肿瘤医院 

张  灵   附属肿瘤医院 

顾  超   附属妇产科医院 

贺木兰   附属妇产科医院 

富  洁   附属妇产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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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方颖   附属儿科医院 

周吉华   附属儿科医院 

于  玲   附属儿科医院 

施  珏   附属儿科医院 

吴  昊   附属儿科医院 

钱清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宣  懿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黄思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孙  骥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倪晓琪   附属中学 

 

复旦大学 2018 年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10 人） 

潘一凡   新闻学院 

田文娟   历史学系 

童子益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江  源   经济学院 

赵  琪   哲学学院 

王  冕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杨慧丽   化学系 

李  达   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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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昶领   药学院 

王海红   附属华山医院 

 

复旦大学 2018 年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8 个） 

新闻学院 

历史学系 

经济学院 

哲学学院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系 

药学院 

 

九、校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名单  

2019 年复旦大学精品课程 

（30 门） 

中国当代小说选读 金  理 中国语言文学系 

《资治通鉴》导读 姜  鹏 历史学系 

希腊悲剧 吴晓群 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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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概论 吴  本 历史学系 

法律与社会 潘伟杰 法学院 

《共产党宣言》导读 张双利 哲学学院 

《论语》导读 张汝伦 哲学学院 

《春秋》三传选读 郭晓东 哲学学院 

西方道德哲学原著选读 白彤东 哲学学院 

国际金融 沈国兵 经济学院 

博弈论 李  婷 经济学院 

网络科学导论 李  聪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信原理 A 朱  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思维 汪  卫 

黄萱菁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密码学基础 李景涛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时间序列与空间统计 张  楠 大数据学院 

核辐射探测与测量方法 张雪梅 现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 

身边的基因科学 卢大儒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综合实验基础 蔡  亮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实验 郭  滨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与人类健康 钟  江 生命科学学院 

儿少卫生学 史慧静 公共卫生学院 

医院管理学 黄葭燕 公共卫生学院 

环境卫生学 张蕴晖 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发展与健康 余金明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周志俊 公共卫生学院 

药学专业英语 张雪梅 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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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狮运动 花妙林 体育教学部 

中医骨伤科学概论 吴  弢 附属华东医院 

色彩 周  进 艺术教育中心 

   

2019 年复旦大学精品课程（混合式教学） 

（7 门） 

日语语音学 刘佳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概率论、数理统计及随机过程 荆明娥 微电子学院 

信号处理与总线技术 沈  扬 现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 

基因工程实验 吴燕华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实验 曹  洋 生命科学学院 

智慧医疗临床实践 黄一沁 附属华东医院 

精神医学 蔡亦蕴 附属华东医院 

   

复旦大学在线课程与混合式教学改革 

（38 门） 

国际学术交流 彭  华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日语词汇学 杨晓敏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德国当代社会掠影与思考-以多媒体视角为例 孔婧倩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媒体与流行文化的批评性阅读 宋  旸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翻译理论与技巧 赵艳秋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组织传播学 谢  静 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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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 许  燕 新闻学院 

20 世纪的世界 冯  玮 历史系 

Web 应用基础 朱东来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大数据核心技术与应用 赵卫东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卓越软件开发基础 戴开宇 软件学院 

网络虚拟环境与计算机应用 戴开宇 软件学院 

高级 web 戴开宇 软件学院 

信号处理与总线技术 沈  扬 现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 

细胞生物学 蔡  亮 生命科学学院 

基因工程实验 吴燕华 生命科学学院 

营养与健康 江松敏 生命科学学院 

专利法 季  欣 材料科学系 

汉字研究 胡文华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留学生英语 I 徐晓羽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留学生英语 4 李晓娟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初级汉语 陈  钰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神经精神疾病 陈  莉 基础医学院 

寄生虫学 程训佳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 杨  玲 基础医学院 

医学影像信息学概论 史勇红 基础医学院 

系统解剖学 孙  燕 基础医学院 

功能学科实验 II 严钰锋 基础医学院 

卫生统计学 邓  伟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上） 郑频频 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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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设计学 付  伟 药学院 

常见疾病的药物治疗 刘洪瑞 药学院 

护理研究 王君俏、林岑 护理学院 

实用康复护理 李  铮 护理学院 

艺术与现实中的医学—医学影视作品赏析 蔡剑飞 附属华东医院 

智慧医疗临床实践 黄一沁 附属华东医院 

老年医学临床实践 保志军 附属华东医院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宋  颖 艺术教育中心 

   

2018 年复旦大学党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 

一等奖 

（1 人） 

加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研究 

——基于复旦大学的实践研究 

陈  洁   党委教师工作部 

 

二等奖 

（2 人） 

加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研究 

——基于复旦大学的实践研究 

黄  昊   复旦发展研究院 

 

新形势下本（专）科生党章学习小组建设研究 

郭  娟   党委学生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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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6 人） 

高校党员管理与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海外研究生党员教育管理研究 

王周俊   数学科学学院 

 

注重从高知识群体中发展党员研究 

刘  锋   生物医学研究院 

 

复旦大学干部廉政档案工作规范研究 

刘婧婧   纪委办、监察处 

 

典型人物宣传在教师思政教育中的有效性研究 

——以“时代楷模”钟扬同志典型宣传为例 

曾  艺   党委宣传部 

 

二级院系落实教职工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现状及对策研究 

钱海红   基础医学院 

 

复旦大学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历史经验 

钱益民   校史馆（校史研究室）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复旦大学） 

一等奖 

（8 个） 

I.G.—智能手指康复机器人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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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脉冲电场液体食品灭菌技术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邱  剑、童立青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刘克富 

 

云中医智能康复系列产品 

（指导教师）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文强 

 

无束缚体征传感技术及智能康护床产业化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林  青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甘中学 

 

新理念教育扶贫——“AS”沉浸式博物馆教育平台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胡安安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王  勇 

大数据学院   魏忠钰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王  睿    

保卫处   罗  霄 

 

上海复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指导教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李洪静 

 

肠道智眸——肠镜智能辅助观察系统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刘  杰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姜育刚 

大数据学院   付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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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级像素云相机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范益波 

 

二等奖 

（20 个） 

血栓智慧医联体防控平台 

（指导教师） 

附属华山医院   李  剑 

 

口腔种植手术辅助机器人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王洪波 

资产经营公司/创新创业学院   郑  璐 

 

3D 建模后的医美效果预测 

（指导教师） 

基础医学院   章琛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袁  捷 

 

实物链：新一代实物防伪溯源平台 

（指导教师）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冯  瑞 

 

凌峰科技：柔性可穿戴储能器 

（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系   胡林峰 

 

“复古”中国传统技艺与文化体验 

（指导教师） 

图书馆   李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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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llGo——基于“虚拟嗅觉技术”的气味检测与再现应用 

（指导教师）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冯  瑞 

 

低成本柔性步行辅助外骨骼机器人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郭士杰 

 

高性能钠离子电池在电网与公交中的应用开发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睿倩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张国旗 

 

蜂鸟无人机：精准农业的未来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张立华、董志岩 

 

SECURENET——ABC 时代·新型智慧校园安全管理系统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傅烨、陈双幸 

 

LABAIC 维保+营销云系统 （十衍淘）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刘潇潇 

 

PodiCare——评估及监测糖尿病足风险的智能鞋垫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翠微 

 

《ehelp：受暴妇女的互联网干预》计划书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沈奕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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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心旦——基于朋辈互助，结合线下团体训练，专注于服务大学生的

线上心理咨询平台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陈  侃、周子涵 

 

半导体产教融合平台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秦亚杰 

 

好舍友智能柜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立荣、黄  芳 

 

高效低成本析氢电催化剂的制备及应用 

（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系   吴仁兵 

 

智能可穿戴小儿黄疸理疗衣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孔令豹 

 

基于可见光通信技术的智慧家居系统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迟  楠 

 

三等奖 

（29 个） 

RGB 胆甾相液晶光子墨水开发项目 

（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系   俞燕蕾 

 

变废为宝-从废弃烟头到锂硫电池 

（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系   吴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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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产品缺陷检测系统 

（指导教师） 

大数据学院   付彦伟 

 

链接与分享——观察中国（OBCN）新兴城市商业智力共创平台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褚荣伟、赵伟韬、孙晓雷 

 

游哉：交互式旅游，旅游式社交 

（指导教师）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马  斌 

 

智慧超市：aPay 无人收银系统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张立华 

 

FreeC-指尖上的人工智能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孙云权、齐立哲 

 

易愈：专注用户抑郁指数的健康管理系统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王守岩、康晓洋 

 

明日视界：智能视频分析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张立华 

 

“谣丫谣”中国传统文创轻奢珠宝 

（指导教师） 

哲学学院   耿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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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联盟——有温度的多语种在线教育和文化服务商 

（指导教师） 

资产经营公司/创新创业学院   穆  挺 

 

SkyEye--基于毫米波雷达的智能人机交互解决方案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  丰 

 

腕关节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损伤智能精准诊断软件系统 

（指导教师） 

附属华山医院   徐文东、尹华伟 

 

智能电子衣——体态改善大师 

（指导教师） 

附属华东医院   黄一沁 

 

文保在身边——文物古迹综合性交流平台 

（指导教师） 

教务处   黄  潇 

 

夜莺——基于深度学习的歌声美化专家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孔令豹 

 

复见旅游 Plus——基于旅游目的地的人才培育平台领航者 

（指导教师） 

历史学系   沈  涵 

 

复创法雨——集智主义智慧城市 

（指导教师） 

新闻学院   周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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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可变焦眼镜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晓峰、邹  卓 

 

高速高性能空间通信芯片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陈  赟 

 

低成本高精度可学习纺织品 AI 视觉缺陷检测系统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叶红霞 

 

基于虚拟现实的 ADHD 自适应诊断训练系统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叶士青 

 

智能游泳眼镜项目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林  青 

 

智能缝纫机器人：让世界服装行业震惊的缝纫革命 

（指导教师） 

工程与技术研究院   齐立哲、孙云权 

 

智能芯型超精密位移传感器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林  青、杨晓峰、纪新明 

 

莲心问药-短缺药数据监测与舆情分析系统 

（指导教师） 

公共卫生学院   罗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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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纪念品 

（指导教师） 

生命科学学院   肖义平 

 

无创智能经皮颅-耳电刺激抗抑郁治疗仪的研制 

（指导教师） 

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王守岩 

 

农村三角养老模式——养老、文化与建筑传承并进的农村 

新养老模式探索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俞志元 

 

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复旦大学） 

一等奖 

（16 个） 

BESⅢ实验上寻找稀有衰变 J/ψ->e+e-η(1405) (η(1405)->π+π-η) 

（指导教师） 

现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   罗  涛 

 

镉影响造血干细胞的机制 

（指导教师） 

公共卫生学院职业卫生与毒理教研室   张玉彬 

 

高可靠、低成本的多传感器融合定位的园区无人配送机器人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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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 GS 1354-645 强引力场的研究 

（指导教师） 

物理学系   Cosimo Bambi 

 

变废为宝——从废弃烟头到锂硫电池 

（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系   吴仁兵 

 

 “智慧疫苗” --- 疫苗免疫推荐及接种管理应用 

（指导教师） 

公共卫生学院   余宏杰 

 

一种可规模化制备智能柔性光子晶体膜的方法及其应用 

（指导教师） 

高分子科学系   汪长春 

 

政策、干部与绩效：多层级政治代理人互动下的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形态分析 

（指导教师）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正绪 

 

E3 泛素连接酶 TRIM15 联合 TNM 分期在胃癌预后评估中的作用 

（指导教师） 

基础医学院   阮元元 

 

关于恒星级黑洞 GRS1915+105 的克尔属性的研究 

（指导教师） 

物理学系   Cosimo Bambi 

 

基于语义标签匹配的文章配图推荐方法研究 

（指导教师）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王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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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 胆甾相液晶光子墨水的程序化光调控 

（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系   俞燕蕾 

 

非线性复差分方程亚纯解的振荡性质 

（指导教师） 

数学科学学院   王  珺 

 

面向机器视觉领域神经网络加速器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韩  军   

 

Tumor-specific Transcripts in  Colorectal Cancer 

（指导教师） 

生物医学研究院   黄胜林   

 

二等奖 

（32 个） 

多功能鱼菜共生循环生态农业技术与设备的研发及应用 

（指导教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郑  正 

 

γ-石墨单炔/TiO2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光催化制氢性能 

（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系   崔晓莉 

 

支教新模式的影响效果及改进策略--以广西省 HS 小学为例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沈奕斐 

 

可穿戴小儿黄疸诊疗设备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孔令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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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共享单车出行新模式研究 

（指导教师） 

公共卫生学院   贾英男 

 

媒介接触对少数民族人群现代性的影响 

 ——以贵州普定地区的布依族人群为例 

（指导教师） 

新闻学院   赵  敏 

 

miR-148a-3p 通过 PI3K/Akt 通路对食管鳞癌增殖侵袭 

及放疗敏感性的调控作用研究 

（指导教师） 

附属中山医院   冯明祥 

 

腧穴与数学：微神经与微血管的三维拓扑结构分析 

（指导教师） 

基础医学院   冯  异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物质滥用戒断和认知康复系统 

（指导教师） 

信息与工程学院   叶世青 

 

家庭化迁移中随迁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兼论随迁老年人口的积极意义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任  远 

 

新媒体中国地图使用及国土意识传达情况考察：以北上广为例 

（指导教师） 

新闻学院   范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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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现状及差异性影响因素研究 

——以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为例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陈岩燕 

 

光伏面板环境中的清扫接驳协同机器人的视觉处理 

（指导教师）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文强 

 

未来衣服能发电：低成本、大规模制备多彩荧光超级电容器纤维 

（指导教师） 

先进材料实验室   廖  萌 

 

解析碳价波动因素，探究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成之路 

——基于京沪两地碳交易市场的调研 

（指导教师） 

经济学院   李志青 

 

短视频社交媒体对用户旅游游前决策的影响研究——以抖音为例 

（指导教师） 

旅游学系   郭英之 

 

节电社区——用电通 

（指导教师） 

高分子科学系   王  芳 

 

基于人机交互的电路教学系统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陈迟晓 

 

铁诱导二硒化钴立方-正交相变及其储锂性能研究 

（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系   吴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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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主可控 MCU 的智能传感系统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晓峰 

 

大数据背景下的数字资源智能标引 

（指导教师） 

软件学院   赵卫东 

 

基于交织结构设计超柔可穿戴太阳能电池服饰 

（指导教师） 

高分子科学系   孙雪梅 

 

聚乙二醇/聚酯热致水凝胶作为可注射医疗器械的临床转化 

  ——以内镜下粘膜剥离术为例 

（指导教师） 

高分子科学系   孙雪梅 

 

神经管理学情感脑功能发现的 Meta 分析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戴伟辉 

 

普惠金融背景下中国互联网银行研究——以浙江网商银行为例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孙  海 

 

Co-Digestics——新型环保用复合益生菌剂的研究开发 

（指导教师） 

基础医学院   莫  炜 

 

社区自组织的孵化培育路径分析 

——以五角场街道“夕阳红健身队” 为例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顾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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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在农村困境儿童的家庭教养和亲子关系中的角色探究： 

以云南省 Y 县 X 村为例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陈岩燕 

 

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持续性的形成机制探究 

——以上海市 35 名大学生志愿者为例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俞志元 

 

基于深度学习的灾难现场目标检测及人类搜救识别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  晶 

 

一种家用踝关节运动障碍康复训练与评估系统 

（指导教师） 

附属华山医院   华英汇 

 

一种面向物联网安全应用，可在线调试的的 RISC-V 处理器设计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韩  军 

 

三等奖 

（49 个） 

分类共治，绿色同行——基层社区治理对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 

动力机制探究 

（指导教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张  真 

 

文保在身边 

（指导教师） 

教务处   黄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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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现实的多源运动捕捉康复训练系统 

（指导教师） 

附属华山医院   吴征瑜 

 

“高考改革”背景下的学科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以上海市上海中学 2017、2018 届优秀毕业生为例 

（指导教师） 

经济学院   王弟海 

 

图书馆智能管理及火灾应急响应系统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林  青 

 

无线路由器电磁辐射生物学效应的实验研究 

（指导教师） 

基础医学院   徐  薇 

 

环境政策工具与高质量发展 

——来自基于排污费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工业企业生产率的证据 

（指导教师） 

经济学院   李志青 

 

智能鞋服缺陷检测应用中的数据自动采集与标注系统 

（指导教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齐立哲 

 

群岛地区区域协调发展调查研究：以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为研究对象 

（指导教师） 

法学院   涂云新 

 

农村精准扶贫的产业模式与驻村帮扶模式研究 

——基于湖北省三个县的调研 

（指导教师）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曾庆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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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沧之饰”非首都功能转移实地考察与调研 

——以河北省沧州明珠服饰特色产业小镇为例 

（指导教师） 

药学院   朱建华 

 

论透明度原则在 ICSID 草案中的强化与中国借鉴 

（指导教师） 

法学院   孙南申 

 

国际投资仲裁中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问题研究 

——以新近投资仲裁案例为视角 

（指导教师） 

法学院   陆志安 

 

一种基于 wifi 模式控制的逃生通道的研究 

（指导教师）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黄萱菁 

 

无涉外因素域外仲裁效力研究 

（指导教师） 

法学院   陈  力、王  伟 

 

商圈聚集效应分析及生态学机理研究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戴伟辉 

 

丝蛋白基骨、韧带损伤修复材料 

（指导教师） 

高分子科学系   邵正中 

 

一种新型框架式足下垂支具设计和仿真优化 

（指导教师） 

附属华山医院   马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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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定罪量刑的实现路径研究——以盗窃罪为例 

（指导教师） 

法学院   孙笑侠 

 

AI 时代的婴儿车安全系统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邹  卓 

 

VEGF-C 对原发性肝细胞癌术后预后的预测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指导教师） 

基础医学院   梁春敏 

 

血栓智慧医联体防控平台 

（指导教师） 

软件学院   赵卫东 

 

一种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健康检测仪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树宇 

 

区县媒体融合转型中的人力资源困境分析 

——以《浦东时报》为例 

（指导教师） 

新闻学院   朱春阳 

 

耆乐聚能量：社会工作介入日托老人自我效能感提升研究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陈岩燕 

 

自贸区政策法规运行情况探究——以融资租赁相关条款为例 

（指导教师） 

法学院   刘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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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过生态环境建设的脱贫新模式的探索 

——以山西省右玉县为例 

（指导教师）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陈婉春 

 

铜钴氧化物/羟基氧化铁双功能氧电极纳米线 

（指导教师） 

先进材料实验室   郑耿锋 

 

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超前健康人力资本视角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张  震 

 

电子可变焦眼镜 

（指导教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邹  卓 

 

基于信息网络的健康扶贫 

——基于湖南省部分乡县的社会调查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戴伟辉 

 

重镶穹庐，又绿四野——探究内蒙古十个全覆盖政策 

在巴林左旗的实施状况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  煜 

 

农村高龄老人的照料贫困问题分析——基于 H 省 X 村的调查研究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韩央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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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类污染物生物强化处理修复系统 

（指导教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李洪静 

 

人口、人才、发展——我国一二三线城市落户制度的比较研究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王威海 

 

影子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基于跨省面板数据分析 

（指导教师） 

经济学院   王弟海 

 

TASK 校园信息分享平台 

（指导教师） 

微电子学院   杨  帆 

 

基于混合多维 POT-Copula-VaR 模型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度量 

（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系   杨振国、龚  嶷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路径选择 

——以裕固族文化产业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指导教师） 

历史学系   郭英之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分析与路径探索 

——以高家堂村为例 

（指导教师）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张志强 

 

牛奶中三聚氰胺的可视识别 

（指导教师） 

化学系   涂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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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视阈下家庭医生签约制之“上海模式”现状调查 

与发展对策研究 

（指导教师） 

图书馆   张计龙 

 

一种用于研究藻类生长和生殖的微流控芯片 

（指导教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隋国栋 

 

基于海绵城市理论的校园规划改造研究 

——以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为例 

（指导教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包存宽 

 

旅游扶贫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案例研究 

——以江西大余县丫山景区和云南景洪市乡村景区建设为例 

（指导教师） 

历史学系   沈  涵 

 

抑郁症复发预警的智能语音监测 

（指导教师） 

管理学院   戴伟辉 

 

易码——一种基于简体汉字的二维码的设计与实现 

（指导教师） 

数学科学学院   张德志 

 

文化圈对于海外社会支持的影响 

——基于复旦中国海外交流与外国留学生的实证研究 

（指导教师）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朱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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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墨：新一代肿瘤淋巴结精准示踪剂 

（指导教师） 

高分子科学系  杨武利 

 

 

十、其他获奖、表彰名单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 

二等奖 

（1 人） 

张建国（指导教师）  数学科学学院 

 

2018 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 

（3 人） 

苏东水   管理学院 

 

党政机要密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1 人） 

阚海斌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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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1 人） 

王  昕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1 人） 

戴伟辉   管理学院 

 

庄长恭、吴蕴初化学化工科学技术进步奖 

（1 人） 

李富友   化学系 

 

2018 年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 

（3 人） 

卢宝荣   生命科学学院 

沈  辉   附属金山医院 

周丽君   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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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康奖教金 

（1 人） 

  葛均波   附属中山医院 

 

第一三共制药奖教金 

（5 人） 

谢建辉   基础医学院 

占昌友   基础医学院 

陈仁杰   公共卫生学院 

卢  懿   药学院 

梁  燕   护理学院 

 

2018 年海航奖教金 

（7 人） 

孙晓虹   中国语言文学系 

王怡静   新闻学院 

田文娟   历史学系 

陈  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慧丽   化学系 

王  盛   生物医学研究院 



十、其他获奖、表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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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怡   研究生工作部 

 

2018 华为杯智教•育能教育信息化应用征文好文章奖 

（2 人） 

齐凤林   校园信息化办公室 

王  亮   校园信息化办公室 

 

中华圣陶杯中青年教师论文大赛 

一等奖 

（1 个） 

《论微课设计与制作的原则——以微课

“汉字的前世——象形字”为例》 

 

范明月 第二附属中学 

第八届“韬奋杯”全国中小学生创意作文大赛 

优秀指导奖 

（1 人） 

范明月   第二附属中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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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历时近 3 个月，历经重重修改，《复旦大学教职工光荣

册（2018—2019 学年）》终于辑录完成。借此机会，谨对在

编写期间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各单位、各部门表示深深的

感谢! 感谢你们在编写期间和复核过程中提供的各类材料和

修改意见。正是在各单位、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鼎力协助下，

这本《光荣册》才能够最终编写完成。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时时为老师们在一年里所获得的荣

誉感到赞叹。这些荣誉和奖项，是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是奉

献和付出的成果，它体现了复旦人夙夜在公、牢记使命、矢

志奋斗的品格，追求卓越、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正

是全校教职工点点滴滴的奉献、兢兢业业的工作，汇聚成了

复旦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磅礴伟力。  

鉴于《光荣册》的收录要求，此次仅收录教职工的荣誉

和奖项情况，以“复旦大学”名义获得的各类奖项、非教职工

（如人才工程队员等）获得的各类奖项、以及一些其他奖项

未收录在内。但我们相信，复旦大学的每个奖项背后，都凝

结着师生们的辛勤汗水，都使得复旦的名字更加辉煌。 

限于编写时间和经验的不足，我们知道《光荣册》一定

还有诸多不足或错漏之处。还望读者能够诸多包涵并不吝指

正。我们期望，《光荣册》将记录复旦的发展，也将见证我

们的进步。 

《光荣册》编写组 

2020年 1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