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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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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收

录一年来（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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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市级（含）以上各类竞赛获奖指导教师； 

5. 由学校表彰的各项校级奖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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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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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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2 人）  

龚新高 物理学系 

樊  嘉 附属中山医院 

二、新入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共 12 人） 

        陈明明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石源华   国际问题研究院 

张庆熊   哲学学院 

严  军   数学科学学院 

陈宜方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智攀   化学系 

陈道勇   高分子科学系 

彭慧胜   高分子科学系 

阚海东   公共卫生学院 

杨振纲   脑科学研究院 

汪  昕   附属中山医院 

郭小毛   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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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入选全国人才项目 

2017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共 11 人） 

雷  震 数学科学学院 

黄吉平 物理学系 

胡  薇 生命科学学院 

王  磊 生命科学学院 

侯军利 化学系 

张  凡 化学系 

车仁超 先进材料实验室 

禹永春 脑科学研究院 

孙爱军 附属中山医院 

赵  曜 附属华山医院 

李华斌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17 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共 10 人） 

郁培文 管理学院 

王  凯 数学科学学院 

张国华 数学科学学院 

肖  江 物理学系 

冯  玮 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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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元 生命科学学院 

周  刚 先进材料实验室 

李建华 基础医学院 

陆  炎 附属中山医院 

余科达 附属肿瘤医院 

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 

（共 3 人） 

胡安宁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姜育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刘韡韬   物理学系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共 12 人）  

李  翔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晓洋 微电子学院 

李洪全 数学科学学院 

周  磊 物理学系 

俞燕蕾 材料科学系 

彭慧胜 高分子科学系 

周  俭 附属中山医院 

赵  曜 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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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东 附属华山医院 

徐彦辉 附属肿瘤医院、生物医学研究院 

何祥火 附属肿瘤医院 

赵世民 附属妇产科医院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共 3 人）   

章  清   历史学系 

陈志敏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  欣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教学名师 

（共 1 人） 

吴晓明 哲学学院   

2017 年度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共 8 人） 

他得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晓洋 微电子学院 

雷  震 数学科学学院 

王  磊 生命科学学院 

刘智攀 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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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学斌 材料科学系 

禹永春 脑科学研究院 

张  锋 附属妇产科医院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共 4 人） 

朱春阳   新闻学院 

章  清   历史学系 

陈志敏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  欣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指导老师及继承人 

（共 7 人） 

指导老师   王文健   附属华山医院 

指导老师   刘鲁明   附属肿瘤医院 

继承人     宋利斌   附属肿瘤医院 

指导老师   时毓民   附属儿科医院 

继承人     和婧伟   附属儿科医院 

指导老师   张重华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继承人     李艳青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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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入选上海市人才项目 

上海市领军人才 

（共 9 人） 

胡安宁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  翔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俞燕蕾 材料科学系 

黄志力   基础医学院 

屈卫东   公共卫生学院 

姜  红   附属中山医院 

董  强   附属华山医院 

杜美蓉   附属妇产科医院 

周行涛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A 类 

（共 14 人） 

刘铁民 生命科学学院 

洪尚宇 生命科学学院 

郑  琰 生命科学学院 

钱林平 化学系 

彭海辉 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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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荡 化学系 

刘一新 高分子科学系 

黄霞芸 高分子科学系 

罗  涛 现代物理研究所 

杨云龙 基础医学院 

贾天野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蒋晶晶 附属中山医院 

朱凤平 附属华山医院 

孙  珊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C 类 

（共 19 人） 

蔡雅芝 外文学院  

许明杰 历史学系 

邱秩皓 历史学系 

丁文杰 法学院 

袁国何 法学院 

王广涛 国际问题研究院 

宋  弘 经济学院 

张宗新 经济学院 

付中昊 经济学院 

韦  潇 经济学院 

王  聚 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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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沛 哲学学院 

陈  侃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绪红 管理学院 

吴文斌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孙  林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高华声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来小彬   护理学院 

高  燕 艺术教育中心 

D 类 

（共 7 人） 

戚建平 药学院 

魏黎明 生物医学研究院 

袁恒锋 附属中山医院 

沈  纳 附属中山医院 

王  红 附属中山医院 

江一舟 附属肿瘤医院 

王  丽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17 年度上海市“曙光计划” 

（共 9 人） 

王升远 外文学院 

邹  怡 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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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宁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玲芳 管理学院 

张  琪 化学系 

周  鹏   微电子学院 

李志远 上海数学中心 

高  强 附属中山医院 

王  鹏 附属肿瘤医院 

2017 年度上海市“晨光计划” 

（共 3 人） 

闫亚军   先进材料实验室 

钱梦岑   公共卫生学院 

江一舟   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青年启明星计划 

（共 10 人） 

赵  冰 生命科学学院 

张  波 高分子科学系 

王兵杰 先进材料实验室 

陈仁杰 公共卫生学院 

徐  薇 生物医学研究院 

何  苗 脑科学研究院 

周少来 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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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剑平 附属华山医院 

骆菲菲 附属华山医院 

李圣杰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 

（共 41 人） 

钱  辉 化学系 

房华毅 化学系 

黄则度 化学系 

王  彧 微电子学院 

张  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周  喆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黄增峰 大数据学院 

江如俊 大数据学院 

魏  轲 大数据学院 

王勤文 大数据学院 

代  丹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闫玥儿 图书馆 

张宏斌 图书馆 

黄  傲 附属中山医院 

刘歆阳 附属中山医院 

刘  醒 附属中山医院 

王珊珊 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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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磊 附属中山医院 

王  聪 附属中山医院 

甘  露 附属中山医院 

侯东妮 附属中山医院 

田  波 附属中山医院 

常  远 附属中山医院 

刘  浩 附属中山医院 

谈善军 附属中山医院 

许莉莉 附属中山医院 

叶  钊 附属华山医院 

阮巧玲 附属华山医院 

许  彬 附属华山医院 

陆逸平 附属华山医院 

葛璟洁 附属华山医院 

谢  芳 附属华山医院 

吴泽翰 附属华山医院 

张启麟 附属华山医院 

张永法 附属肿瘤医院 

王若曦 附属肿瘤医院 

秦  谦 附属儿科医院 

钱琰琰 附属儿科医院 

李圣杰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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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  博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陈小凤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上海优秀青年临床药师培养计划 

（共 6 人） 

吴  薇 附属中山医院 

李  静 附属中山医院 

邱晓燕 附属华山医院 

马春来 附属华山医院 

余  波 附属肿瘤医院 

孙  慧 附属妇产科医院 

上海青年护理人才培养资助计划 

（共 10 人） 

朱  丽 附属中山医院 

潘文彦 附属中山医院 

颜之悦 附属华山医院 

许雅芳 附属华山医院 

李  娟 附属华山医院 

顾玲俐 附属肿瘤医院 

闵  辉 附属妇产科医院 

胡  菲 附属儿科医院 

赵亚诺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乔建歌 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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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秀青年专科医师培养资助计划（第二批） 

（共 8 人） 

常文举 附属中山医院 

张  磊 附属中山医院 

沈  明 附属华山医院 

董  漪 附属华山医院 

王文权 附属肿瘤医院 

陈  盛 附属肿瘤医院 

董  瑞 附属儿科医院 

王  凤 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青年临床医技人才（临床检验专业）培养资助计划 

（第二批） 

（共 3 人） 

王蓓丽 附属中山医院 

胡  尧 附属华山医院 

郑  慧 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青年医师培养资助计划（第五批） 

（共 12 人） 

刘  洁 附属中山医院 

蔡加彬 附属中山医院 

虞  莹 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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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希 附属华山医院 

陶虹月 附属华山医院 

岳  琪 附属华山医院 

马明哲 附属肿瘤医院 

宿恒川 附属肿瘤医院 

梅  枚 附属儿科医院 

张  鹏 附属儿科医院 

赵  婧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易雯婧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资助计划（第二批） 

（共 6 人） 

丁  晶 附属中山医院 

汪学非 附属中山医院 

陈进宏 附属华山医院 

陈  勇 附属肿瘤医院 

孙金峤 附属儿科医院 

孔祥梅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名单 

（共 5 人） 

王  磊   生命科学学院 

杜 琰   附属妇产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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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 佳   附属儿科医院 

李文妍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洪佳旭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五、市级以上表彰名单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共 1 人） 

钟  扬   研究生院、生命科学学院  

全国优秀教师 

（共 1 人） 

钟  扬 研究生院、生命科学学院  

时代楷模 

（共 1 人） 

钟  扬  研究生院、生命科学学院  

全国三八红旗手  

（共 3 人） 

卢丽安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袁长蓉   护理学院  

雷群英   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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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共 1 人） 

蒋  苏   附属华山医院  

全国共青团员先锋岗（队） 

（共 1 个） 

复旦大学青年智库 

第八届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共 4 人） 

董  健   附属中山医院 

耿道颖   附属华山医院 

徐文东   附属华山医院 

李华伟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青年科学奖  

（共 2 人） 

张远波 物理学系 

高  强 附属中山医院 

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二等奖 

（共 1 人） 

陈玉聃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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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优秀指导老师 

（共 6 人） 

李志青   经济学院 

周  怡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蔡文斌   化学系  

何  坚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党永军   基础医学院  

张志刚   基础医学院  

2014-2016 年度全国内部审计先进工作者 

郁  炯   审计处 

2014-2016 年度全国内部审计先进集体 

审计处 

六、市级表彰名单 

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共 1 人） 

钟  扬 研究生院、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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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功臣 

（共 1 人） 

闻玉梅   基础医学院 

上海市“四有”好教师 

（共 1 人） 

赵东元   化学系  

上海市优秀学术优秀学科带头人 

（共 12 人） 

李洪全 数学科学学院 

沈  健 物理学系 

侯军利 化学系 

胡  薇 生命科学学院 

余宏杰 公共卫生学院 

蒋  晨 药学院 

邱双健 附属中山医院 

关  明 附属华山医院 

虞先濬 附属肿瘤医院 

吴  炅 附属肿瘤医院 

龚  岚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赵  晨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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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海年度社科新人 

（共 1 人） 

胡  湛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第九届上海青年科技英才 

（共 3 人） 

杨  珉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远波   物理学系  

侯军利   化学系 

上海医学发展终身成就奖 

（共 6 人） 

俞顺章   公共卫生学院 

汤钊猷   附属中山医院 

沈自尹   附属华山医院 

周良辅   附属华山医院 

褚仁远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正敏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 

（共 1 人） 

徐彦辉   生物医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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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上海市科技精英 

（共 1 人） 

封东来   物理学系  

第十五届上海市科技精英提名奖 

（共 1 人） 

耿道颖   附属华山医院  

第三届上海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特等奖 

（共 2 人） 

陈玉聃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熊祖泉   附属华山医院 

一等奖 

（共 1 人） 

唐明燕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共 2 人） 

石  磊   物理学系 

吴  旸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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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共 1 人） 

姜  鹏   历史学系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共 2 人） 

陈玉聃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熊祖泉   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复旦大学工会 

上海市教学能手 

（共 3 人） 

陈玉聃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唐明燕   马克思主义学院 

熊祖泉   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优秀建设者 

邓云霞 基建处 

2018年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优秀学科带头人 

（共 13 人） 

占昌友 基础医学院 

黄竞荷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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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力 公共卫生学院 

丁  晶 附属中山医院 

张英梅 附属中山医院 

陈  亮   附属华山医院 

刘继勇 附属肿瘤医院 

康  玉 附属妇产科医院 

李华斌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郑向鹏 附属华东医院 

杨  志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袁逖飞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董智慧   上海浦东复旦大学张江科技研究院 

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优秀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计划 

（共 12 人） 

刘荣花 生物医学研究院 

徐  薇 生物医学研究院 

周少来 附属中山医院 

杨  橙 附属中山医院 

刘朝旭 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吉顺荣 附属肿瘤医院 

陈  盛 附属肿瘤医院 

王松存 附属妇产科医院 

聂姬婵 附属妇产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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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娜 附属华东医院 

晏  博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胡  皓 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第十届上海市巾帼创新奖、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  

（共 2 人） 

胡  薇 生命科学学院                 

华克勤 附属妇产科医院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共 7 个） 

管理学院 MBA 项目团队  

附属中山医院急诊护理组  

附属华山医院 17 病区  

附属肿瘤医院胰腺外科护理团队  

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部 

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室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麻醉科 

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  

（共 3 人） 

叶  丹 生物医学研究院               

侯英勇 附属中山医院         

章  真 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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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系统巾帼文明岗 

（共 2 人） 

管理学院管理教育推广与发展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妇幼与儿少卫生教研室 

上海市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      

（共 3 人） 

梁  咏 法学院             

杨  青 生命科学学院           

程训佳 基础医学院             

第十一届“上海市教育系统比翼双飞模范佳侣”  

（共 2 对） 

张  谧、杨  珉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仓  静、洪  涛   附属中山医院 

2017 年度上海市质量金奖 

（共 1 人） 

卢  奕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17 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共 1 人） 

盛  情   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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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国‘双巡’活动上海高校优秀辅导员巡讲团选拔赛

暨第六届上海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 

一等奖 

（共 1 人） 

王银飞   哲学学院  

2017 年度上海市五四青年标兵 

（共 1 人） 

熊  浩   法学院  

2017 年度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 

（共 1 人） 

孙冰心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2017 年度上海市优秀团干部 

（共 1 人） 

杜  鹃   附属华山医院  

2016-2017 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者 

（共 7 人） 

王正昕   附属华山医院 

许  耀   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朱富忠   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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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武   附属肿瘤医院 

龚晓春   附属儿科医院 

孔祥梅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吴  静   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016-2017 年度上海市志愿服务优秀组织者 

（共 4 人）  

梁潇云   附属华山医院 

华克勤   附属妇产科医院 

傅丽丽   附属儿科医院 

周丽静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16-2017 年度上海市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共 1 个）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视光学组护眼志愿服务队 

2016-2017 年度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优秀志愿者 

（共 3 人） 

贺木兰   附属妇产科医院 

郑继翠   附属儿科医院 

孔祥梅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六、市级表彰名单 

27 
 

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优秀团员 

（共 2 人） 

钦  苓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张世毅 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优秀团干部 

（共 2 人） 

张  波 附属肿瘤医院 

施  珏 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青年五四奖章 

（共 4 人） 

潘文志 附属中山医院  

王剑虹 附属华山医院  

韩季枫 附属华山医院  

张  锋 附属妇产科医院  

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五四红旗团委 

（共 1 个） 

共青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委员会 

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五四红旗团支部 

（共 2 个） 

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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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妇产科医院产房团支部 

上海市优秀特邀党建组织员 

（共 2 人） 

朱建艺 老干部工作处 

孙建华 老干部工作处 

2017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妇女小家”  

（共 2 个） 

经济学院“妇女小家”  

附属华山医院“妇女小家” 

2015-2017 年度上海市高校系统退教协优秀分会 

（共 1 个）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退教协分会 

2017 年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 

（共 4 人） 

卢丽安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周  笑 新闻学院 

李  煜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应晓华 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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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 

优秀指导老师 

（共 21 人） 

俞志元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褚荣伟 管理学院 

黄丽华 管理学院 

凌  鸿 管理学院 

董安钢 化学系 

邱  剑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童立青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卢红亮 微电子学院 

林  青 微电子学院 

厉家鼎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肖仰华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卢大儒 生命科学学院 

黄丹妮 生命科学学院 

王  琳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张士成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彭慧胜   高分子科学系 

魏大程   高分子科学系 

卢红斌   高分子科学系 

莫  炜 基础医学院 



六、市级表彰名单 

30 
 

刘  杰 附属华山医院、生物医学研究院 

耿昭华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优秀组织奖（个人） 

（共 5 人） 

朱  佳 新闻学院 

陈  晨 物理学系 

陈  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丹妮 生命科学学院 

云永旺 复旦学院 

2017 年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内部审计项目评选活动 

优秀奖 

（共 2 个） 

复旦大学**学院院长任中经济责任审计项目  审计处 

上海复旦**公司原总经理经济责任审计项目  审计处 

2016-2017 年度上海高校后勤团体采购先进个人 

汪礼进   总务处 

2017 年度上海市深井回灌工作先进个人 

熊  伟 总务处 

2017 年度上海市节约用水优秀组织者 

高效江 总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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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翔 总务处 

熊  伟 总务处 

第二届“中国青年好网民”入选优秀故事 

王朦琦 总务处 

上海高校后勤 2017 年度“双争”活动服务明星 

蔡  燕 总务处 

朱正国 总务处 

潘建国 总务处 

杨四保 总务处 

2017 年度“双争”活动服务育人示范岗(员) 

朱正国 总务处 

2016-2017 年度上海高校后勤团体采购先进单位 

总务处餐饮管理办公室 

2017 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城市综合管理立功竞赛优秀团队 

总务处 

2017 年度上海市节水型校区 

邯郸校区 

张江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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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校后勤 2017 年度“双争”活动文明窗口 

本部食堂清真餐厅 

恰尔斯集团驻复旦大学邯郸校区 10KV 变电站运值团队 

上海中星集团申城物业有限公司(南区物业服务中心) 

上海学校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复旦大学餐厅) 

七、市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  

特等奖 

（共 1 个） 

以防控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为代

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

新和技术突破（第六完成单位） 

 

 

 

袁正宏 

（第八完成人） 

揭志学

（第三十八完成人） 

基础医学院 

 

附属上海市第五人

民医院 

二等奖 

（共 4 个） 

外科术式改变脑血流的基础与床创

新 

毛  颖 附属华山医院 

超痕量物质精密测量关键技术及应

用（第二完成单位） 

丁传凡 

（第五完成人） 

化学系 

作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关键技术及

应用（第五完成单位） 

卢宝荣 

（第六完成人）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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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防治的新策略与新技

术及推广应用（第六完成单位） 

付建辉 

（第八完成人） 

附属华山医院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共 1 个） 

22-14 纳米集成电路器件工艺先导

技术（第三完成单位） 

张  卫

（第六完成人）） 

微电子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共 1 人） 

施  扬 生物医学研究院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共 1 个） 

内镜微创治疗上消化道肿瘤技术体

的创建与推广 

周平红 附属中山医院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共 2 个） 

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的创制 赵东元 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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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拷贝数变异的突变机理与致

病机制研究 

张  锋 附属妇产科医院    

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共 1 人）  

封东来   物理学系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共 10 门） 

人文与医学 陈勤奋 基础医学院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 石  磊 经济学院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  郁喆隽 哲学学院 

创业企业战略与机会选择 孙金云 管理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高国希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微影人的自我修养 许肖潇 艺术教育中心 

医学遗传学 左  伋 基础医学院 

儿科学 黄国英 附属儿科医院 

预防医学 郑频频 公共卫生学院 

全球卫生导论 陈  文 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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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心中的感动 

——记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优秀人物”征文活动  

特等奖 

（共 1 个） 

持之以恒，倾注在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老教授陈永青 

蒋  蕾、庄  硕   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二等奖 

（共 1 个） 

驰而不息的工作——郭慕依 

思宇辰、吴慧娟   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16 年全国医学教育百篇优秀论文 

二等奖 

（共 2 个）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 创新“整合

式”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包江波  

汪  玲 

基础医学院 

SUPER 教学提升规范化培训住院

医师科研能力的研究 

王  伟 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共 4 个） 

基于关怀理念的教学模式在护理

人际沟通教学中的应用 

吴  明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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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团队教学法在上海市某医

院胸外科实习中的应用 

奚俊杰 临床医学院 

360°评估在社区全科师资教学能

力评价中的应用探讨 

陈  倩 临床医学院 

Mini-CEX 操作考核在康复医学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姜从玉 临床医学院 

中华医学科技奖 

一等奖 

（共 1 个） 

臂丛神经损伤及修复过程中的大脑

功能重塑规律及新技术的转化研发

和应用 

徐文东 附属华山医院 

二等奖 

（共 1 个） 

代谢物失调改变细胞信号通路促肿

瘤发生的分子机制 

赵世民 附属妇产科医院 

三等奖 

（共 4 人） 

铁调素防治铁相关神经退行性疾

病的神经药理学研究 

钱忠明 药学院 

疑难视网膜疾病诊疗新策略的研

究与应用 

徐格致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开口型人工耳蜗电极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迟放鲁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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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女性生殖内分泌及器官功能

的妇科微创精准整复治疗的研究  

华克勤 附属妇产科医院 

第七届全国医学（医药）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 

一等奖 

（共 1 个） 

影像诊断学 梁  亮 临床医学院 

 

2017 年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 

二等奖 

（共 1 个） 

基于中国政治制度下的社会组织发展理论研究 

顾东辉、王川兰、陈岩燕、付  芳、包  艳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17 年度高校教学改革优秀案例 

（共 1 个） 

对分课堂：本土原创的高校教学模式创新 

张学新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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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健康中国论坛年度杰出科普作品 

（共 1 个） 

祺东的黄兴家医生 

杨秉辉   老干部工作处 

2017 年度宝钢教育奖 

（共 1 个） 

高  帆   经济学院 

第五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 

特别奖 

（共 1 个） 

立德、立学、立能：教师教学发展的创新与实践 

复旦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先锋教师奖 

（共 1 个） 

践行课堂革命 构建本土原创课堂教学新模式 

张学新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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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教育审计学会学术论文 

二等奖 

(共 1 个) 

高校建设工程管理审计中社会中介机构的管理规范研究 

——以复旦大学全过程审计实务为例 

张  育、刘丹丹   审计处 

八、市级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共 6 个） 

有根、有魂、有效——创建中国特色的大学通识教育体系 

复旦大学 

许宁生、秦绍德、蔡达峰、孙向晨、吴晓明、徐  雷、王德峰、 

彭裕文、徐  瑾、徐  珂 

 

二十年磨一剑 

——以古代语言文字为基础的世界古代文明课程体系建设 

历史学系 

黄  洋、张  巍、吴晓群、夏洞奇、欧阳晓莉、刘  震、郑方磊、 

王忠孝、冼若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学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法学院 

潘伟杰、郭  建、侯  健、王  蔚、史大晓、涂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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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为公：政治学高峰学科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周旺、陈志敏、郑  宇、郑  磊、郑长忠、扶松茂、沈  逸、    

李  辉、张  骥、方  明 

 

面向学习需求和质量提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探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承功、徐  蓉、顾钰民、肖  巍、杜艳华、高国希、刘学礼、 

张济琳、王  涛、张奇峰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实践 

基础医学院 

汪  玲、桂永浩、钱睿哲、吴海鸣、金  力、葛均波、袁正宏、    

陆  昉、包江波、尤小芳 

一等奖 

（共 24 个）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建构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陈思和、郜元宝、张新颖、段怀清、栾梅健、张业松、倪  伟、  

金  理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学生英语能力培养质量标准与测评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 

大学英语教学部 

季佩英、徐  雷、范劲松、范  烨、周向峰、吴  晶、宋  梅、  

肖  英、景志剑 

 

面向移动互联时代的新闻传播专业实践课程体系创新 

新闻学院 

张涛甫、张殿元、朱  佳、陈良飞、陆  柳、陈建云、廖圣清、  

章  平、顾  铮、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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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审判的司法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实践 

法学院 

章武生、王志强、杜  宇、杨严炎、熊  浩、张永彬、班天可、 

金绍奇、成  谦、丁朋超 

 

推进“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探索： 

中国与比较公共管理全英文课程体系建设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敬乂嘉、张  平、Evan Berman、Graham Hassall 

 

我国量化交易高级人才培养体系探索 

经济学院 

陈学彬、张金清、刘庆富、蒋祥林、宋  军 

 

提高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哲学全球化 

——复旦大学中国哲学英文硕士项目 

哲学学院 

白彤东、才清华、张子立、Benoit Vermander、李天纲、刘宇光、 

陈  佳、Eberhard Guhe、于明志、徐  波 

 

对分课堂： 

促进主动学习、变革传统课堂的本土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张学新、刘明秋、陈  侃、陈瑞丰、何  玲、张榉文、何  坚、    

高山川、杨锦绵 

 

信号类课程教学新体系在卓越信息人才培养中的探索与实践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汪源源、迟  楠、吴晓峰、易  婷、郭  翌、陈  赟、周小林、  

曾晓洋、杨  涛、胡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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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创新能力培养的工程技术大类本科数学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阚海斌、赵一鸣、谢锡麟、张  巍、张建国、章忠志、孙未未、  

吴永辉、倪卫明、冯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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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形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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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遗传学科学思想为核心， 

三维一体的遗传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 

生命科学学院 

吴燕华、乔守怡、皮  妍、林  娟、卢大儒、郭  滨 

 

大气化学国际化高端人才培养的新途径探索 

——中欧大气化学研修班教学实践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陈建民、杨  新、张士成 

 

建构线上线下学习共同体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解疑释惑价值引领的创新探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国希、张奇峰、徐  蓉、陈  果、张会峰、张晓燕、董雅华、 

潘伟杰、王贤卿、王  艳 

 

推进医学遗传学课程的数字化建设：教学共享与实践 

基础医学院 

刘  雯、杨  玲、左  伋、陈  莉、朱  顺、郭  锋、          

王勇波、David Saf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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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医学实验教学体系，构筑多功能示范基地 

基础医学院 

钱睿哲、汤其群、左  伋、程训佳、严钰锋、刘  晔、刘  雯、  

梁  进、邵红霞、陆  超 

 

夯实基础，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基础医学主干课程体系建设 

基础医学院 

汤其群、钱睿哲、程训佳、左  伋、刘  晔 

 

全日制公共卫生硕士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公共卫生学院 

何  纳、汪  玲、何更生、陈  文、葛  慧、姜庆五、周志俊、  

陈兆君、谢静波、包江波 

 

基于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护理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 

护理学院 

胡  雁、汪  玲、王君俏、包江波、夏海鸥、卢洪洲、梁  燕、   

徐建鸣、蒋  红、陈  文 

 

以临床应用能力为导向的循证医学教学体系的创建和实践 

临床医学院 

王吉耀、施  鹏、王小钦、陈世耀、朱畴文、王  艺、张博恒、 

刘天舒、姜林娣、白浩鸣 

 

强化医学人文，构建新时期医学职业素养教育体系 

临床医学院 

阎作勤、高  虹、杨  震、陈  华、石  虹、钱睿哲、黄一沁、  

白浩鸣、郑玉英、祝墡珠 

 

复旦大学科学选拔创新人才的十年探索 

复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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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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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立学、立能：教师教学发展的创新与实践 

复旦学院 

陆  昉、王  颖、丁  妍、蒋玉龙、范慧慧、曾  勇、乔守怡、  

张成洪、张双利、程能能 

二等奖 

（共 22 个） 

言语听觉科学系列课程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陈忠敏、李华伟、蒋家琪、龚群虎、平悦铃 

 

以培养应用型口译人才为导向的 

本科阶段同传课程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探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管玉华、王炎强、冯  超 

 

基于学科内容的大学生学术英语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创新 

大学英语教学部 

范  烨、季佩英、蔡基刚、王建伟、曾建彬 

 

旅游管理专业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教学模式与应用创新研究 

历史学系 

郭英之、沈祖祥、后智钢、翁  瑾、沈  涵 

 

多层次“中国通史”教学体系的构建 

历史学系 

章  清、戴鞍钢、金光耀、张海英、余  蔚 

 

国际合作与冲突解决的多学科教学体系建设 

法学院 

梁  咏、秦  倩、卢  华、叶  波、卢  强 

 

 

 



八、市级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 

45 
 

《中国人口与发展》全英语课程建设 

——多学科交叉与国际化视野并重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沈  可、王  丰、彭希哲 

 

“七位一体”的大学生创业型人才培养路径 

管理学院 

姚  凯、胡君辰、包季鸣、孙金云、李思志 

 

全程任务驱动式原位翻转课堂的大学教学实践 

微电子学院 

蒋玉龙、秦波涛 

 

计算机类专业教育中通识教育理念的探索与实践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戴开宇、郑骁庆、李景涛、徐迎晓 

 

高等代数课程教学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数学科学学院 

谢启鸿、朱胜林、姚慕生 

 

数字时代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课堂教学 

——在《改变生活的生物技术》中的实践 

生命科学学院 

吕  红、林  娟、余  垚、刘明秋、刘建平 

 

教学与科研创新思维培养的四问法 

化学系 

郑耿锋 

 

基于材料科学与工程的“七性”案例教学法的内涵、特点与实践 

材料科学系 

杨振国、蒋益明、胡新华、张  群、胡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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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参与、探究、个性化教与学的探索 

——研讨型大学体育课程的设计与实践 

体育教学部 

陈建强、孔  斌、魏  琳、张  振、王  震 

 

《医学免疫学》教学课程体系改革的创新实践 

基础医学院 

储以微、陆  青、何  睿、高  波、张伟娟 

 

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药学院 

侯爱君、蔡卫民、马  国、吕迁洲、钟明康 

 

基于国家重大需求的优秀儿科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临床医学院 

黄国英、周文浩、徐  虹、陈  超、吴静燕 

 

强化妇产专科特色人文教育与临床胜任力， 

构建新型妇产科学教学体系 

临床医学院 

徐丛剑、鹿  欣、张菲菲、李大金、李笑天 

 

老年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临床医学院 

俞卓伟、保志军、王姣锋、张  艳、黄一沁 

 

立足“卓越医师”的专科医生培养模式探索与创新 

临床医学院 

郑玉英、汪  玲、余  情、陈旻敏、白浩鸣 

 

基于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综合性大学微电影系列课程建设与改革 

艺术教育中心 

许肖潇、龚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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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共 2 个） 

MEMS 气敏传感器及基础力学问

题研究 

周 嘉 

鲍敏航 

黄宜平  

微电子学院 

催化控制生物质燃烧利用的排放 唐幸福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共 3 个） 

臂丛神经损伤及修复过程中的大

脑功能重塑规律及新技 4 术的转化

研发和应用 

徐文东 附属华山医院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外科个体化治

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陈海泉 附属肿瘤医院 

阿尔兹海默病靶标新药的基础和

临床研究以及早期干预策略   

谢  琼 药学院 

二等奖 

（共 2 个） 

飞秒激光透镜术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周行涛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先天性晶状体疾病的微创治疗 卢  奕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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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共 5 个） 

重大疾病预防的关键技术与干预

效果 

李程跃 公共卫生学院 

帕金森病早期的脑功能显像诊断、

发病新机制及干预 

王 坚 附属华山医院 

出入境快件在线申报与智能查验

关键技术与应用 

李银胜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遗传性胆汁淤积症临床及基因变

异特征研究 

王建设 附属儿科医院 

面向公众的传染病防治宣教 卢洪洲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技术发明奖 

三等奖 

（共 1 个） 

新型电极阵列在人工耳蜗中的 

应用 

 

迟放鲁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十一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 

二等奖 

（共 3 个） 

“以风险为中心”的城市安全管理机制建设研究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李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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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增长趋势和区域经济格局变动 

及对中国和上海崛起的影响研究 

经济学院 

袁志刚、宋  铮、邵  挺、宋  军、张  涛、余静文   

  

上海综合性全球城市新型产业体系与产业布局研究 

管理学院 

芮明杰、罗云辉、张  洁、伍华佳、马  昊、袁  博、肖  勰    

三等奖 

（共 1 个）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对策选择 

国际问题研究院 

林民旺    

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学术贡献奖 

（共 1 个） 

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邦佐    

决策咨询与社会服务奖 

一等奖 

（共 1 个） 

韩国内政外交政策决策咨询系列报告 

国际问题研究院 

郑继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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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共 6 个） 

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16） 

新闻学院 

李良荣 

 

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网络理政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新闻学院 

沈国麟 

 

武器级勒索软件偷袭暴露我国网络防御致命缺陷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沈  逸 

美国退出 TPP 后上海自贸试验区深化发展研究 

经济学院 

尹  晨 

 

日本基础教育减负教训值得借鉴 

高等教育研究所 

陆  一    

 

关于中国话语建设与传播的若干建议 

中国研究院 

张维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论文） 

一等奖 

（共 5 个） 

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建构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志敏 

 



八、市级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 

51 
 

“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 

哲学学院 

吴晓明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观念与行为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胡安宁 

 

马克思晚年学术转向的思想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谌中和 

 

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贤卿 

二等奖 

（共 12 个） 

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 

新闻学院 

谢  静 

 

新媒体社会责任表现的实证研究——以腾讯网为个案的量化评估 

新闻学院 

周葆华、范佳秋、田  宇   

  

从妥协到融合：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批判与发展 

法学院 

李传轩 

 

创新型城市的基础科研发展评估：基于深圳的实证分析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唐  莉、胡光元、刘维树、杨寓涵、赵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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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基于调查实验与直接提问的双重检验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李  辉、孟天广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建军    

 

“三重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国际问题研究院 

信  强 

 

资源误配、经济增长绩效与企业市场进入： 

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的二元视角 

经济学院 

陈诗一 

 

欧盟当前的困境及其体制根源和发展前景 

经济学院 

丁  纯、杨嘉威    

 

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任务和制度改革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任  远 

 

高校课程体系合力育人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国希、叶方兴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制度原因 

中国研究院 

张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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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术奖（论文） 

一等奖 

（共 22 个） 

吴语人称代词的范式、层次及音变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陈忠敏    

 

“文学终结论”的中国之旅 

中国语言文学系 

朱立元    

 

有关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陈思和    

 

The complex，dynamic development of L2 lexical use: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中国英语学习者词汇使用的复杂动态发展历时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郑咏滟 

 

报纸革命：1903 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 

新闻学院 

黄  旦 

 

“新媒体事件”传统媒体报道的多元性： 

基于中国大陆 12 份报纸内容的比较研究 

新闻学院 

周葆华、吕舒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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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侯马盟书“变改𠡎及奂俾不守二宫”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裘锡圭 

 

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苏长和    

 

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税负分布及再分配效应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张  平、侯一麟   

 

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周旺    

 

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唐世平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陈明明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论亚太大变局 

国际问题研究院 

吴心伯    

 

软预算约束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来自金融市场的证据 

经济学院 

王永钦、陈映辉、杜巨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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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Asset Demand Tests of Expected Utility Really Testing? 

(期望效用函数的资产需求检测实际在检测什么?) 

经济学院 

韦  潇、Felix Kubler、Larry Selden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纳入能源要素的新视角 

经济学院 

陈诗一、陈登科    

 

论新时期中国学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路向 

哲学学院 

陈学明、马拥军、罗  骞、姜国敏    

 

论阐释的客观性 

哲学学院 

吴晓明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刘  欣、胡安宁    

 

World Polity Matters:Another Look at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1816 to 2001 

(世界政体理论与民族国家兴起：基于面板数据分析)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  雪、A Hicks    

 

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恶化 

管理学院 

方军雄、褚  剑    

 

产业政策、政府支持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 

管理学院 

王克敏、刘  静、李晓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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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术奖（论文） 

二等奖 

（共 55 个） 

中国境内语言人称包括性问题的类型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系 

盛益民 

 

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 

中国语言文学系 

仇鹿鸣 

 

重绘文学与现实的渐近线—— 

从网络原创小说《余罪》反思真实书写问题 

中国语言文学系 

杨俊蕾    

 

论《金瓶梅词话》的“镶嵌” 

中国语言文学系 

黄  霖 

 

史迹评骘、雄主回望与“浪漫远征” 

——保田与重郎《蒙疆》中的“满蒙鲜支”叙事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王升远    

 

集盖说一定必要吗? ——谈集盖说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性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冯予力    

 

Evaluation in US and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s 

（美国和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评价）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顾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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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与南宋的国家祭祀礼仪——着重于空间因素的探讨 

文史研究院 

朱  溢    

 

 “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 

——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 

新闻学院 

陆  晔、周睿鸣    

 

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新生态、新业态 

新闻学院 

李良荣、袁鸣徽  

 

传播格局转型与新宣传 

新闻学院 

张涛甫    

 

19 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与徽州海商之衰落 

——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书为中心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王振忠    

 

The 2010—2011 seasons of excavations at Kyzyltepa 

（VI-IVth centuries BCE, southern Uzbekistan 

（克泽尔台培发掘报告） 

历史学系 

吴  欣    

 

 “普通市民”抑或“上等人”：奥古斯丁家庭背景重估 

历史学系 

夏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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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 

——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 

历史学系 

李宏图    

 

跨界：芮恩施与中美关系的三种经历 

历史学系 

马建标、林  曦    

 

中国债编体系构建中若干基础关系的协调—— 

从法国重构债法体系的经验观察 

法学院 

李世刚    

 

论民事诉讼突袭性裁判的防止：以现代庭审理论的应用为中心 

法学院 

杨严炎    

 

基本权利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法学院 

刘志刚    

 

雇佣关系、组织公平与知识共享意愿：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管理学院 

姚  凯、汤建影    

 

国内规范、国际规范与中欧规范互动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潘忠岐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Fragile World Order 

（中国、欧盟和脆弱的世界秩序）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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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democracy influence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民主如何影响民众的腐败感知？一项跨国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李  辉、Tang,Min、Huhe,Narisong    

 

从保守主义民主理论到宪法工程学 

——乔万尼·萨托利的主要著述及其学术贡献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包刚升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 

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建军、马彦银    

 

中等收入国家的国际制度“陷阱”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郑  宇    

 

中印关系的新趋势与新挑战 

国际问题研究院 

林民旺    

 

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国际问题研究院 

祁怀高、李开盛、潘亚玲、吴其胜    

 

 “多速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基于欧盟成员国发展趋同性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院 

丁  纯、张铭心、杨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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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投资能影响跨国人均产出差距吗？ 

——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院 

王弟海、黄  亮、李宏毅  

   

鉴往知来：推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结构演变 

经济学院 

张  军、徐力恒、刘  芳    

 

独生子女政策的精神健康成本 

经济学院 

谭之博、张晓波    

 

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北美作物与中国的人口及经济增长：府级证据，1600-1910） 

经济学院 

陈  硕、James Kai-sing Kung    

 

Economic Value of Country Imag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国家形象的经济价值：来自国际贸易的证据及对中国的含义） 

经济学院 

罗长远、Yan Zhi、Di Bao    

 

The cost of attending an elite college（重点学校的成本与代价——就读

重点高校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经济学院 

宋  弘    

 

退休年龄制度对家庭照料和劳动参与的影响 

经济学院 

封  进、韩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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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预算制度对债务规模约束有效么 

经济学院 

孙  琳、楼京晶    

 

政治现代性视域中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再思考 

哲学学院 

汪行福 

 

新世纪以来德国阶级问题研究 

哲学学院 

王凤才    

 

认知科学视域中的康德伦理学 

哲学学院 

徐英瑾、刘晓力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 

哲学学院 

孙向晨    

 

现象学伦理学对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哲学学院 

邓安庆    

 

汉字的无线索回忆再认效应：重复学习和重复测验的作用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周  楚、贾永萍、李  林、郭秀艳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attempted suicide in the elderly: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Shanghai, China 

（老年人企图自杀的发生率与风险因素：中国上海的横断面研究）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田文华、Zhang,Wei、Ding,Hansheng、Su,Peng、Xu,Qin、Du,Lixia、 

Xie C、Chen R、Yang Y、Jin C、Duan G、 Li Y、 Gon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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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Fiscal Capability and Liberalization of Urban HuKou 

(城市户籍改革与地方公共财政能力分析)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张  力、Meng Li    

 

个体化赋权：特大城市中新“土客”关系的调适路径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  煜、康  岚    

 

Weak ties, strong ties,and job mobility in urban China:1978—2008 

（弱关系、强关系和中国转型时期的职业流动（1978-2008））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田  丰、Nan Lin    

 

Simple Contracts to Assure Supply Under Noncontractible Capacity and 

Asymmetric Cost Information（全球化环境下的采购契约设计） 

管理学院 

冯天俊、Ehsan Bolandifar、Fuqiang Zhang    

 

Increasing the revenue of self-storage warehouses by optimizing order 

scheduling（订单排程优化及自助式仓库收益管理研究） 

管理学院 

张显东、Gong,Yeming、Zhou,Shuyu、de Koster,René、 

Van de Velde, Steef    

 

Nonlinear Effects of Social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on 

individual Goal Attainment and Spending：Evidences from Online 

Gaming Markets（网络社交互动对消费者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在线

游戏市场的实证） 

管理学院 

张  诚、Chee Wei Phang、Qingsheng Wu、Xueming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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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does a service guarantee work? The roles of the popularity of 

service guarantees and firm reputation 

（服务保证何时有效？保证的普及程度与公司声誉的作用） 

管理学院 

金立印、Yunhui Huang、Yanqun He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 

管理学院 

郭家堂、骆品亮   

 

Price Search and Periodic Price Discounts (价格搜索和周期性价格折扣) 

管理学院 

张  杏、Tat Y. Chan、Ying Xie    

 

竞争驱动、政策干预与产能扩张——兼论“潮涌现象”的微观机制 

管理学院 

白让让    

 

深刻认识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  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著作） 

一等奖 

（共 5 个） 

寻找网络民意：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第一辑） 

新闻学院 

郑  雯、桂  勇、黄荣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 

哲学学院 

金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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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 

哲学学院 

陈学明    

 

虚无主义研究 

哲学学院 

邹诗鹏    

 

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中国研究院 

吴新文    

二等奖 

（共 4 个） 

新理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辑 

经济学院 

严法善、高  帆、刘会齐、吕  健、陈  波    

 

New Strategic Research on China(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 

经济学院 

袁志刚、Yuxin Yu、Dazhong Cheng、Bin Jian   

 

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税收法定、预算法修改与预算法定 

经济学院 

李维森    

 

中国粮食政策史：1949—2008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赵德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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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术奖（著作） 

一等奖 

（共 8 个）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与发展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左  才    

 

经济学范式的演变 

经济学院 

马  涛    

 

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哲学学院 

李天纲    

 

从启蒙到唯物史观 

哲学学院 

邹诗鹏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吴松弟、戴鞍钢    

 

江南环境史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王建革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周振鹤、胡阿祥、孔祥军、徐  成、李昌宪、李晓杰、张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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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体系及其影响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杜艳华、贺永泰    

 

二等奖 

（共 29 个） 

中古文学与佛教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陈引驰 

 

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 

中国语言文学系 

周兴陆 

 

陆机集校笺 

中国语言文学系 

杨  明 

 

汉语的指称与命题——语法中的语义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陈振宇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新闻学院 

陈建云 

 

重塑美国：美国新媒体社会的全面建构及其影响 

新闻学院 

周  笑 

 

水经注校笺图释 渭水流域诸篇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李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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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庆节的诞生与发展（1867—1942） 

历史学系 

朱联璧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历史学系 

邹振环 

 

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 

历史学系 

黄敬斌 

 

急就篇校理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张传官 

 

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广宏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陈  淳 

 

博物馆儿童教育：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双重视角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周婧景 

 

南极：地缘政治与国家权益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玉刚、秦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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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徐以骅    

 

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 

国际问题研究院 

任  晓、刘慧华    

 

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院 

孟  捷 

 

登顶比赛：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 

经济学院 

张  军、范子英 、方红生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下册） 

经济学院 

叶世昌、孙大权   

 

制度视角下的股权、CEO 激励及其治理绩效研究 

经济学院 

杨  青、陈  峰 

 

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 

哲学学院 

沈语冰 

 

汉魏易注综合研究 

哲学学院 

陈居渊 

 

 

 



八、市级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 

69 
 

《心体与性体》解读：含《陆象山到刘蕺山》 

哲学学院 

杨泽波 

 

社会分层的理论逻辑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周  怡、朱  静、王  平、李  沛    

 

未来的城镇化道路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任  远 

 

当代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钱箭星 

 

城市力量：中国城市化的政治学考察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宋道雷 

 

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 

中国研究院 

陈康令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共 5 门）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开发 沈  涵 历史学系 

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张  力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神经精神疾病 David 
Saffen 基础医学院 

法医学  薛爱民 基础医学院 

传染病学 张文宏 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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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 

（共 2 门） 

2017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 

（共 8 门） 

传播学概论 廖圣清 新闻学院 

 

电子治理 郑  磊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信号与通信系统 汪源源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现代张量分析及其在连续介质力

学中的应用 

谢锡麟 航空航天系 

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 沈忆文 基础医学院 

医学微生物学 袁正宏 基础医学院 

药物动力学 王建新 药学院 

皮肤病学 徐金华 临床医学院 

 

 

2018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 

（共 11 门） 

美学与人生 高  燕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世界民族音乐文化 陈莉萍 艺术教育中心 

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陈  侃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儿童发展 张  聪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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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世纪以前的世界 夏洞奇 历史学系 

《逻辑哲学论》导读 邵强进 哲学学院 

大学生创业导论 姚  凯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孙  琳 管理学院 

信息安全 赵一鸣 

李景涛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数学分析（面对力学类、 

航空航天类） 

谢锡麟 航空航天系 

系统解剖学 张红旗 基础医学院 

康复医学 吴  毅 临床医学院 

老年医学临床实践 俞卓伟 

保志军 

临床医学院 

2018 年度上海市优质在线课程 

（共 3 门） 

《理想国》导读 丁  耘 哲学学院 

遗传学 吴燕华 生命科学学院 

儿科学  黄国英  附属儿科医院 

2018 年上海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比赛 

一等奖 

（共 1 人） 

王银飞   哲学学院  



八、市级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 

72 
 

二等奖 

（共 1 人） 

许  妍   材料科学系  

2017 年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贡献奖（个人） 

二等奖 

（共 1 人） 

顾凡及   生命科学学院 《脑科学科普》 

中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 2017 年度党建研究课题成果奖 

一等奖 

（共 1 个） 

离退休老同志影响和带动周围群众共同释放正能量研究 

刘其真 等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二等奖 

（共 1 个） 

进一步发挥离退休干部党员正能量的思考 

——基于复旦大学医口离退休干部党员的调研 

刁承湘 等   老干部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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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课题研究成果奖 

一等奖 

（共 1 个）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融入医学教育全过程的思考 

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老干部工作处 

九、校级表彰名单 

复旦大学 2018 年“钟扬式”好党员、好老师、好团队 

“钟扬式”好党员 

（共 10 人） 

刘海贵   新闻学院 

吕长江   管理学院 

卢宝荣   生命科学学院 

迟  楠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薛向阳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宋志坚   基础医学院 

陈思和   图书馆 

傅德良   附属华山医院 

余洪猛   附属眼耳喉鼻科医院 

叶依群   老干部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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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式”好老师 

（共 10 人）   

侯  健   法学院   

丁  耘   哲学学院      

高  隽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蒋玉龙   微电子学院     

李富友   化学系       

吴燕华   生命科学学院     

郑耿锋   先进材料实验室   

张雪梅   现代物理研究所 

李文生   基础医学院     

袁长蓉   护理学院       

“钟扬式”好团队 

“钟扬式”教学团队 

（共 5 个）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团队 新闻学院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教学团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遗传学教学团队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与遗传医学教学团队 基础医学院 

语文教研组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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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式”科研团队 

（共 4 个） 

2018 届本（专）科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梁燕丽 中国语言文学系 

卢丽安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张  骥 国际关系与共公共事务学院 

张双利 哲学学院 

曲  鹏 数学科学学院 

谢锡麟 航空航天系 

赵  滨 化学系 

蒋益明 材料科学系 

张雪梅 核科学与技术系 

朱虹光 基础医学院 

第八届“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 

陆建松 历史学系 

臧志军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

中心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低功耗核心电子器件创新团队 微电子学院 

脑神经环路发育研究团队 脑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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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军 经济学院 

薛军工 数学科学学院 

沈  健 物理学系 

卢宝荣 生命科学学院 

汪长春 高分子科学系 

袁正宏 基础医学院 

周文浩 附属儿科医院 

王红艳 附属妇产科医院 

复旦大学 2018 年十佳党支部书记 

（共 9 人） 

杨伟兵   历史学系历史地理研究所教职工党支部 

曾晓洋   微电子学院张江校区教工党支部 

沈  伟   化学系物理化学教工党支部 

李文生   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党支部 

刘佳琦   基础医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邱佩芳   上海医学院机关退休第二党支部 

孙惠川   附属中山医院肝研所党支部 

顾宇翔   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党支部 

阎  俊   复旦附中教师第三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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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2018 年优秀教职工党支部书记 

（共 10 人） 

申小龙   中国语言文学系语文所党支部 

刘豪兴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退休党支部    

沈国兵   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学教师党支部 

窦一凡   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党支部   

孙  璘   生命科学学院教工第五党支部        

孙  畅   高分子科学系教工第二党支部       

赵  琦   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党支部         

李  聪   药学院教工第四党支部             

朱  耀   附属肿瘤医院外科第四党支部             

吴继红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第五党支部       

包蓓蕾   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第一党支部           

刘  莉   机关第三党总支外国留学生工作处党支部  

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共 1 人） 

龚  嶷   材料科学系  

复旦大学 2018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一等奖 

（共 8 人） 

陈玉聃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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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鹏   历史学系 

陈  阳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石  磊   物理学系 

唐明燕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  旸   基础医学院 

汤梁峰   附属儿科医院 

熊祖泉   附属华山医院 

二等奖 

（共 19 人） 

鹿秀川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陈  杰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熊  浩   法学院 

涂云新 法学院 

陈  硕   经济学院 

李  婷   经济学院 

金玲飞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曲  鹏 数学科学学院 

刘韡韬 物理学系 

郑耿锋 化学系 

杨颖梓 高分子科学系 

宋道雷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晓波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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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梦岑 公共卫生学院 

林  琳 附属妇产科医院 

顾  超 附属妇产科医院 

戴晓敏 附属中山医院 

肖  婧 附属华东医院 

徐  俊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三等奖 

（共 22 人） 

麻赛萍 文物和博物馆学系 

胡  鹏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谢  晶 哲学学院 

吴  菲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沈  娟 管理学院 

罗  妍 管理学院 

邓道盛 航空航天系 

李  琳 生命科学学院 

陈雪莹 化学系 

张  轶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米文丽 基础医学院 

林  岑 护理学院 

童  连 公共卫生学院 

花  白 艺术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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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盾 形势与政策教研室 

董  萍 附属儿科医院 

周建国 附属儿科医院 

李  晅 附属口腔医院 

吕佳姝 附属口腔医院 

蔡剑飞 附属华东医院 

丁彦光 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优胜奖（医学类） 

（共 9 人） 

徐  薇 基础医学院 

张玉彬 公共卫生学院 

蒋虹丽 公共卫生学院 

易志刚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山  灵 附属肿瘤医院 

罗国培 附属肿瘤医院 

于  愿 第五人民医院 

王  蓓 静安区中心医院 

吴  霞 静安区中心医院 

复旦大学比翼双飞模范佳侣  

（共 15 对） 

管理学院 孙一民 蒋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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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小丽 上海交通大学 钱  勇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王  飞 上海海洋大学 曹正良 

物理学系 刘韡韬 吴施伟  

生命科学学院 王敬文 钱  峰  

公共卫生学院 赵卓慧 上海财经大学 陈  杰 

护理学院 贾守梅 研究生工作部 吕京宝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姚  萱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 
陈  剑 

附属中山医院 李  耘 范  虹  

附属华山医院 山  缨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励  峰 

附属肿瘤医院 王中华 新华医院 刘  松 

附属妇产科医院    王海燕 附属儿科医院 王来栓 

附属儿科医院 王传清 附属中山医院 杨昌生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华  玮 上海市卢湾高级中 学 赵国清 

复旦二附中 钱永菊 方永胜  

复旦大学巾帼创新奖  

（共 18 人） 

蔡晓月   经济学院          

刘韡韬   物理学系          

郭  翌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余锦华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  嘉   微电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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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春晓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玥杰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肖  倩   材料科学系   

陈国颂   高分子科学系       

温文玉   生物医学研究院      

张英梅   附属中山医院         

卢家红   附属华山医院              

贾  杰   附属华山医院              

秦海红   附属华山医院                     

张  炜   附属妇产科医院            

丁景新   附属妇产科医院            

李  凯   附属儿科医院              

席淑新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复旦大学巾帼文明岗  

（共 16 个）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系第一教研室  

管理学院财务办公室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光学工程教学科研中心  

生命科学学院科研共享平台  

高分子科学系党政办公室  

图书馆医科馆  

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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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护理团队  

附属肿瘤医院妇科女医师组  

附属妇产科医院新生儿科  

附属儿科医院院长办公室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护理部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门急诊办公室  

复旦附中 2017 届高三年级组  

复旦二附中数学教研组  

复旦后勤公司行政办公室  

2017 年度复旦大学优秀团干部 

（共 9 人） 

陈佳慧   附属中山医院 

金  波 附属中山医院 

陶嘉乐 附属中山医院 

茅善华 附属华山医院 

孙  峰 附属华山医院 

史  航 附属华山医院 

张  灵   附属肿瘤医院 

翁梅琳 附属肿瘤医院 

李  菁 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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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团工作先进个人 

（共 8 人） 

曹丽娜 附属中山医院 

邵文琦 附属中山医院 

朱  巍 附属华山医院 

徐  可 附属华山医院 

瞿  超 附属肿瘤医院 

朱家斌 附属妇产科医院 

沈  桢 附属儿科医院 

韦雯漪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17 年度复旦大学优秀团员 

（共 25 人） 

严晓雯 附属中山医院 

彭谭艳 附属中山医院 

王  喆 附属中山医院 

朱蓁蓁 附属中山医院 

徐  凡 附属中山医院 

周逸雯 附属中山医院 

程羽菲 附属中山医院 

陈文君 附属中山医院 

李剑昂 附属中山医院 

何  怡 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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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慧珺 附属华山医院 

李慧洋 附属华山医院 

沈昱佳 附属华山医院 

钱顺鑫 附属华山医院 

陶  悦 附属华山医院 

付  虹 附属华山医院 

朱  蕾 附属华山医院 

葛圣婷 附属华山医院 

唐  钦 附属华山医院 

周轶群 附属华山医院 

胡  涛 附属华山医院 

薛洪源 附属华山医院 

郭小璐 附属肿瘤医院 

高健慧 附属肿瘤医院 

沈嘉斌 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标兵 

（共 3 个） 

附属肿瘤医院护理 5 团支部 

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产科团支部 

附属儿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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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五四红旗团委 

（共 2 个） 

附属妇产科医院团委 

附属儿科医院团委 

复旦大学 2017 年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 

特等奖 

（共 10 人） 

朱  佳   新闻学院 

盛  情 哲学学院 

李  爽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黄  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晓清 数学学院 

邓续周   材料科学系 

王宁宁   药学院 

汤明华 学生工作部 

陆齐龙 学生工作部 

柳春梅 研究生工作部 

一等奖 

（共 32 人） 

赵  昕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王怡静 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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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宵 新闻学院 

田文娟 历史学系  

赵小斐 历史学系   

罗  霄 法学院 

钱  捷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蔡晓月 经济学院 

王银飞 哲学学院 

赵  琪 哲学学院  

陆晶婧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赵伟韬 管理学院  

陈  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厉家鼎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葛锡颖 航空航天系  

周序倩 物理学系 

王  丹 物理学系 

黄丹妮 生命科学学院 

余文博 生命科学学院  

姚  伟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林  丽 先进材料实验室 

陆广成 核科学技术系/现代物理研究所 

郑  阳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郁颖佳 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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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超 护理学院 

周悠悠  生物医学研究院 

刘  嫣 附属中山医院 

高继明 附属华山医院 

虞文嫣 学生工作部   

杨慧丽 研究生工作部 

陆  烨 研究生工作部   

孙冰心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二等奖 

（共 34 人） 

傅  骏 中国语言文学系 

孙晓虹 中国语言文学系 

毛  宁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陆优优 法学院 

汪  奕 法学院   

朱  峰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张  馨 经济学院  

袁莉莉 经济学院 

黄  晔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黄一倩 管理学院 

李金凤 数学学院  

王周俊 数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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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宏宇 数学学院 

张美艳 航空航天系  

陈  晨 物理学系 

李一苇 生命科学学院 

秦  枫 化学系  

汪  靖 化学系 

张  弛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  珏 材料科学系 

王  芳 高分子科学系  

刘  玲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佳琦 基础医学院 

张  镭 基础医学院  

曲正祥 基础医学院 

刘岱淞 公共卫生学院 

仲  艳 药学院  

李  颖 护理学院 

王  盛 生物医学研究院 

郑  聪 学生工作部 

刘建妮 学生工作部 

沈安怡 研究所工作部 

季  欣 研究生工作部 

赵  政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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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共 32 人） 

马奔腾 中国语言文学系 

何凌霞 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婉春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茅  盾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王亚鹏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潘孝楠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  俊 经济学院 

刘  培 高等教育研究所 

魏治国 管理学院 

周  缨 管理学院 

李斆葳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付  雁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刘铁江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甲干初 大数据学院  

许虹扬 化学系 

吴玉飞 航空航天系 

吕  晋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许  妍 材料科学系  

王少军  先进材料实验室  

李  洁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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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鸽 公共卫生学院 

贾英男 公共卫生学院 

符  逸 附属中山医院 

陈旻敏 附属中山医院 

王海红 附属华山医院  

朱春艳 附属华山医院 

罗赟星 脑科学研究院 

杨晓雯 放射医学研究所 

周子涵 学生工作部 

胡  伟 学生工作部  

刘  怡  研究生工作部 

罗健博 研究生工作部 

特殊贡献奖 

（共 15 人） 

陆优优 法学院 

周  缨 管理学院 

陈  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铁江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美艳 航空航天系 

秦  枫 化学系 

王  芳   高分子科学系  

张  镭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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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颖佳 药学院 

李  颖 护理学院 

符  逸 附属中山医院 

陈旻敏 附属中山医院 

王海红 附属华山医院 

朱春艳 附属华山医院  

陆凤艳 附属华山医院 

复旦大学 2017 年度本（专）科生十佳辅导员 

（共 4 人） 

汪  奕 法学院   

黄一倩 管理学院   

徐  行 材料科学系  

严钰锋 基础医学院 

辅导员工作风采奖 

（共 2 人） 

周子涵   新闻学院 

曲正祥 基础医学院 

复旦大学 2017 年度研究生十佳辅导员 

（共 5 人） 

李景涛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柴宏宇 数学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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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丹 物理学系 

李一苇 生命科学学院 

龚  嶷 材料科学系  

辅导员风采奖 

（共 3 人） 

田文娟 历史学系 

徐志宏 哲学学院 

陈  惠 化学系 

复旦大学 2017 年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 

（共 20 个） 

新闻学院学生工作组 

新闻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历史学系研究生工作组 

法学院学生工作组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生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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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工作组 

管理学院学生工作组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工作组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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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学学院学生工作组 

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物理学系研究生工作组 

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工作组 

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化学系研究生工作组 

材料科学系研究生工作组 

公共卫生学院学生工作 

药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复旦大学 2017 年度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共 8 人） 

赵晓惠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邱  剑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晨   物理学系 

丁  澦   生命科学学院 

许崇晟   化学系 

龚  嶷   材料科学系 

段  郁   高分子科学系 

熊  娟   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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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2017 年度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共 8 个） 

新闻学院 

历史学系 

法学院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经济学院 

物理学系 

药学院 

护理学院 

十、校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名单 

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 

（共 52 门） 

汉语方言学 陶  寰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代汉语（上）（下） 梁银峰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诗词导读 骆玉明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三国志》导读 戴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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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建筑与环境艺术 张榉文 艺术教育中心 

数码钢琴演奏（初级、中级） 陈  瑜 艺术教育中心 

英语写作 III 郑咏滟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50/
http://fdjpkc.fudan.edu.cn/201819/
http://gecc.fudan.edu.cn/Gdsc/
http://gecc.fudan.edu.cn/sgz/
http://gecc.fudan.edu.cn/xdwx
https://fduxiao.github.io/art/
http://www.fudanmus.org/music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89464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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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科学技术） 蔡基刚 大学英语教学部 

学术英语（管理科学） 王  薇 大学英语教学部 

英语应用文写作 刘亦春 大学英语教学部 

英语论辩与思辨 万江波 大学英语教学部 

《荷马史诗》导读 张  巍 历史学系 

旅游广告 沈  涵 历史学系 

欧洲文明的现代历程 李宏图 历史学系 

古希腊文明研究 黄  洋 历史学系 

西方史学史 吴晓群 历史学系 

东亚文明史 韩  昇 历史学系 

考古学导论 潘碧华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西学经典：战争志 任军锋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公务员制度 扶松茂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税法 徐  晔 经济学院 

货币经济学 田素华 经济学院 

社会保障 丁  纯 经济学院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 石  磊 经济学院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会计 孙  琳 经济学院 

伦理学基础 邓安庆 哲学学院 

变态心理学 李晓茹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幸福心理学 曹高举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临床心理学 李晓茹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高级财务会计 曹  利 管理学院 

设计与制造 马建敏 航空航天系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05/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07/
http://gecc.fudan.edu.cn/hmss
http://fdjpkc.fudan.edu.cn/201821/
http://gecc.fudan.edu.cn/ozwm
http://gecc.fudan.edu.cn/gxlwm/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52/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98249210.html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36/
http://dfll.fudan.edu.cn/
http://dfll.fudan.edu.cn/
http://www.sirpa.fudan.edu.cn/
http://www.sirpa.fudan.edu.cn/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98281800.html?edit=true&knowledgeId=98457397&module=1&v=1493020194713#content
http://www.fgwy.org/
http://fdjpkc.fudan.edu.cn/201831/
http://fdjpkc.fudan.edu.cn/201846/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19/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17/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16/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39/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26/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23/
http://fdjpkc.fudan.edu.cn/201830/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10/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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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力学 

 

徐晓华 

刘晓晗 

物理学系 

现代人类学 李  辉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实验 皮  妍 生命科学学院 

营养与健康 江松敏 生命科学学院 

免疫学 朱乃硕 

李  瑞 

谢  君 

生命科学学院 

环境与人类 董文博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植物改变生活 裴  鹏 

雷一东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固体物理导论 梅永丰 材料科学系 

原子物理学 赵凯锋 核科学与技术系 

基础医学研究入门 王松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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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的社交网络：共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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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用植物学 I 康  云 药学院 

护理科研 王君俏 护理学院 

儿科护理学 胡  雁 护理学院 

精神科护理学 贾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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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艺与雕塑 包春雷 艺术教育中心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02/
http://loca.fudan.edu.cn/xdrlx/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28/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27/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29/
http://fdjpkc.fudan.edu.cn/hjyrl2015/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14/
http://fdjpkc.fudan.edu.cn/201835/
http://mooc.chaoxing.com/course/1981683.html
http://10.108.70.79/201749/main.psp
http://fdjpkc.fudan.edu.cn/201651/
http://10.108.70.79/201747/main.psp
http://10.108.70.79/201744/main.psp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45/main.psp
http://fdjpkc.fudan.edu.cn/201746/main.psp
http://gecc.fudan.edu.cn/tyy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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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校级优秀全英文课程 

（共 18 门） 

国际商法 高凌云 法学院 

比较政治学导论 郦  菁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先秦儒家与法家 白彤东 哲学学院 

逻辑哲学 邵强进 哲学学院 

发展研究 胡安宁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城市化与发展 沈  洁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营销管理 肖  莉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黄建兵 管理学院 

统计学基础：原理、方法及 R应用 

(I) 

高凤楠 大数据学院 

气候变化与能源  蒋  平 环境与工程科学系 

药理学 黄志力 

教学团队 

基础医学院 

病理生理学 陈思锋 

教学团队 

基础医学院 

病理学 张志刚 

教学团队 

基础医学院 

卫生经济计量方法介绍 钱梦岑 公共卫生学院 

影像中的药物开发 李  聪 药学院 

妇产科学 鹿欣 

教学团队 

临床医学院 

耳鼻喉科学 周梁 

教学团队 

临床医学院 

内科学（下） 

 

 

 

王吉耀 

教学团队 

 

 

临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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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复旦大学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共 26 个） 

有根、有魂、有效——创建中

国特色的大学通识教育体系 

许宁生、秦绍德、蔡达峰、孙向晨、

吴晓明、徐  雷、王德峰、彭裕文、  

徐  瑾、徐  珂 

复旦大学科学选拔创新人才的

十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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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学习需求和质量提升的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探索 

刘承功、徐  蓉、顾钰民、肖  巍、

杜艳华、高国希、刘学礼、张济琳、

王  涛、张奇峰 

立德、立学、立能：教师教学

发展的创新与实践 

陆  昉、王  颖、丁  妍、蒋玉龙、

范慧慧、曾  勇、乔守怡、张成洪、

张双利、程能能 

建构线上线下学习共同体 增强

思想政治理论课解疑释惑价值

引领的创新探索 

高国希、张奇峰、徐  蓉、陈  果、

张会峰、张晓燕、董雅华、潘伟杰、

王贤卿、王  艳 

信号类课程教学新体系在卓越

信息人才培养中的探索与实践 

汪源源、迟  楠、吴晓峰、易  婷、 

郭  翌、陈  赟、周小林、曾晓洋、 

杨  涛、胡  蝶 

二十年磨一剑－以古代语言文

字为基础的世界古代文明课程

体系建设 

黄  洋、张  巍、吴晓群、夏洞奇、 

冼若冰、刘  震、郑方磊、王忠孝、 

欧阳晓莉 

 

提高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哲

学全球化——复旦大学中国哲

学英文硕士项目 

白彤东、才清华、张子立、李天纲、 

刘宇光、陈  佳、徐  波、Eberhard 

Guhe、于明志、Benoit Verm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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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学生英语能

力培养质量标准与测评体系的

构建与实践 

季佩英、徐  雷、范劲松、范  烨、 

周向峰、吴  晶、宋  梅、肖  英、 

景志剑 

面向移动互联时代的新闻传播

专业实践课程体系创新 

张涛甫、张殿元、朱  佳、陈良飞、 

陆  柳、陈建云、廖圣清、章  平、 

顾  铮、杨  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

学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潘伟杰、郭  建、侯  健、王  蔚、 

史大晓、涂云新 

对分课堂：促进主动学习、变

革传统课堂的本土教学模式创

新与实践 

张学新、刘明秋、陈  侃、陈瑞丰、 

何  玲、张榉文、何  坚、高山川、 

杨锦绵 

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人才

培养机制探索与实践 

汪  玲、桂永浩、钱睿哲、吴海鸣、 

金  力、葛均波、袁正宏、陆  昉、 

包江波、尤小芳 

基于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护理人

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 

胡  雁、汪  玲、王君俏、包江波、 

夏海鸥、卢洪洲、梁  燕、徐建鸣、 

蒋  红、陈  文 

 

创新医学实验教学体系，构筑

多功能示范基地 

 

钱睿哲、汤其群、左  伋、程训佳、 

严钰锋、刘  晔、刘  雯、梁  进、 

邵红霞、陆  超 

强化医学人文，构建新时期医

学职业素养教育体系 

阎作勤、高  虹、杨  震、陈  华、 

石  虹、钱睿哲、黄一沁、白浩鸣、 

郑玉英、祝墡珠 

 

全日制公共卫生硕士培养模式

的创新与实践 

何  纳、汪  玲、何更生、陈  文、 

葛  慧、姜庆五、周志俊、陈兆君、 

谢静波、包江波 

 

推进医学遗传学课程的数字化

建设:教学共享与实践 

刘  雯、杨  玲、左  伋、陈  莉、 

朱  顺、郭  锋、王勇波、David Saf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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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妇产专科特色人文教育与

临床胜任力，构建新型妇产科

学教学体系 

 

徐丛剑、鹿  欣、张菲菲、李大金、 

李笑天、隋  龙、熊  钰、王诚洁、 

沈晓雯、陆烨敏 

 

以临床应用能力为导向的循证

医学教学体系的创建和实践 

王吉耀、施  鹏、王小钦、陈世耀、 

朱畴文、王  艺、张博恒、刘天舒、 

姜林娣、白浩鸣 

 

夯实基础，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基础医学主干课程体系 

建设 

 

 

汤其群、钱睿哲、程训佳、左  伋、 

刘  晔 

大气化学国际化高端人才培养

的新途径探索-中欧大气化学研

修班教学实践 

陈建民、杨  新、张士成  

创新驱动，开启新形势下以学

生为主体的物理演示实验教学

新模式 

吕景林、乐永康、冀  敏、魏心源、 

白翠琴、岑  剡、李爱萍 

以遗传学科学思想为核心，三

维一体的遗传学人才培养模式

的创新实践 

吴燕华、乔守怡、皮  妍、林  娟、 

卢大儒、郭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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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红卫、应坚刚、姚一隽、王志强、 

杨  翎 

 

高等代数课程教学改革的创新

与实践 

谢启鸿、朱胜林、姚慕生 

一等奖 

（共 39 门） 

补充运用“非理智语言”， 

提升高校道德教育实效性 

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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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材料科学与工程的“七

性”案例教学法的内涵、特点

与实践 

杨振国、蒋益明、胡新华、张  群、 

胡林峰、方晓生、江素华、龚  嶷 

突出创新能力培养的工程技术

大类本科数学课程体系建设与

实践 

阚海斌、赵一鸣、谢锡麟、张  巍、

张建国、章忠志、孙未未、吴永辉、

倪卫明、冯  辉 

全程任务驱动式原位翻转课堂

的大学教学实践 

蒋玉龙、秦波涛 

计算机类专业教育中通识教育

理念的探索与实践 

戴开宇、郑骁庆、李景涛、徐迎晓 

基于沉浸式教学方法的数据分

析类课程实践 

赵卫东、韩伟力、戴伟辉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当代文

学”课程体系的建构 

陈思和、郜元宝、张新颖、段怀清、

栾梅健、张业松、倪  伟、金  理 

多层次“中国通史”教学体系

的构建 

章  清、戴鞍钢、金光耀、张海英、

余  蔚、司  佳、孙  青、黄敬斌、

徐  冲、马孟龙 

言语听觉科学系列课程建设 陈忠敏、李华伟、蒋家琪、龚群虎、

平悦铃 

基于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综

合性大学微电影系列课程建设

与改革 

许肖潇、龚金平 

构建公共传播人才培养体系 廖圣清、杨  鹏、孙少晶、胡春阳、 

沈国麟 

以培养应用型口译人才为导向

的本科阶段同传课程教学模式

创新与实践探索 

管玉华、王炎强、冯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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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资源，一流学术训练营—

—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

法暑期学校 

黄  旦、陆  晔、谢  静、廖圣清、

孙  玮 

基于学科内容的大学生学术英

语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创新 

范  烨、季佩英、蔡基刚、王建伟、

曾建彬、张  颖、孙庆祥、吴  晶、

王  薇 

旅游管理专业的国际化复合型

人才培养教学模式与应用创新

研究 

郭英之、沈祖祥、后智钢、翁  瑾、

沈  涵、郭  旸、王永刚、沈  莺、

张歆梅、王  莎 

哲学课程体系中的国学方向 

建设 

孙向晨、张汝伦、徐洪兴、吴  震、

林宏星、郭晓东、王新生、才清华 

体验、参与、探究、个性化教

与学的探索--研讨型大学体育课

程的设计与实践 

陈建强、孔  斌、魏  琳、张  振、

王  震 

《中国人口与发展》全英语课

程建设——多学科交叉与国际

化视野并重 

沈  可、王  丰、彭希哲 

卓越为公：政治学高峰学科育

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陈周旺、陈志敏、郑  宇、郑  磊、

郑长忠、扶松茂、沈  逸、李  辉、

张  骥、方  明 

 

推进“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

探索：中国与比较公共管理全

英文课程体系建设 

敬乂嘉、张  平、Evan Berman、

Graham Hassall 

“七位一体”的大学生创业型

人才培养路径 

姚  凯、胡君辰、包季鸣、孙金云、 

李思志、庄  芳 

 

我国量化交易高级人才培养体

系探索 

陈学彬、张金清、刘庆富、蒋祥林、

宋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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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审判的司法人才培养模式

及其实践 

章武生、王志强、杜  宇、杨严炎、 

熊  浩、张永斌、班天可、金绍奇、 

成  谦、丁朋超 

 

国际合作与冲突解决的多学科

教学体系建设 

梁  咏、秦  倩、卢  华、叶  波、

卢  强 

 

立足“卓越医师”的专科医生

培养模式探索与创新 

 

郑玉英、汪  玲、余  情、陈旻敏、 

白浩鸣 

 

培养卓越青年医师，服务社会

健康需求 

 

姜昊文、刘  倩、周颖杰、高继明、

黄  虑、朱春艳、王  磊、陆凤艳、 

王海红、吕  珏 

 

老年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与 

实践 

俞卓伟、保志军、王姣锋、张  艳、

黄一沁、吴  弢、于晓峰、陈  洁、

张  颖、涂彦渊 

《医学免疫学》教学课程体系

改革的创新实践 

储以微、陆  青、何  睿、高  波、

张伟娟、王继扬、高海峰、洪晓武、 

杨  慧、吕鸣芳 

 

基于国家重大需求的优秀儿科

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 

实践 

 

黄国英、周文浩、徐  虹、陈  超、

吴静燕、张晓波、柴毅明、郑  珊、 

桂永浩、王卫平 

耳科学高清三维实景教学体系

的构建与应用 

王正敏、李华伟、李树峰、戴文佳、

池涨才 

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创新 

侯爱君、蔡卫民、马  国、吕迁洲、

钟明康、相小强、李智平、翟  青、

焦  正、朱依谆 

以质量为核心的临床实习教学

管理体系的构建 

白浩鸣、孙利军、杨  柳、郑玉英、 

阎作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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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学模块化整合式教学体系

建设 

沈忆文、赵子琴、谢建辉、饶渝兰、

姜  宴、陈忆九、陈  新、薛爱民、 

徐红梅 

 

基于岗位胜任力需求的临床医

学与人文医学教学数据库的建

设与应用 

刘  倩、王  磊、姜昊文、王海红、 

黄  虑、周颖杰、陆凤艳 

持之以恒,不断提升眼科研究生

临床教学体系建设 

孙兴怀、瞿小妹、周行涛、卢  奕、

徐格致、戴锦晖、余晓波、徐建江、 

罗  怡、郑  克 

数字时代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

课堂教学-在《改变生活的生物

技术》中的实践 

 

吕  红、林  娟、余  垚、刘明秋、 

刘建平、朱焕章、张荣梅 

教学与科研创新思维培养的四

问法 

郑耿锋 

基于知识再发现的细胞生物学

分类教学促进创新科研人才 

培养 

 

蔡  亮、李  瑶、郭  滨、黄  燕、

王红艳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物理化

学》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 

崔晓莉、吕银祥、蒋益明、周  尉 

二等奖 

（共 12 门） 

以课程为载体，结合专业实

际，重塑研究生科学道德素养 

刘学礼 

面向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的研究

生教学培养探索与实践 

汪兴轩 

  



十、校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名单 

106 
 

创新实验教学体系提高学生实

践能力 

孔庆生、王  勇、陆起涌、李  旦、

冯  辉 

建立艺术与科学的实验交叉

口、创新与创业的实验新空间

——复旦戏剧戏剧教育新探索 

周  涛、陈  寅、张  鹿、陈  瑜、

朱逸骏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应用型国际

化人才协同培养体系建设 

杜  莉、余显财、孙  琳、徐  晔、

王殿志 

健康中国背景下病原生物相关

的健康传播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邵红霞、程训佳、卢洪洲、龙健儿、

毛佐华 

以体察内化式提升医学人文的

全程规范化专业实习模式创新

与实践 

傅  华、彭伟霞、郑频频、丁永明、

王  帆、戴俊明、李  江、陶  沙、

何  纳 

理论与社区实践相结合的全科

医学概论教育模式 

祝墡珠、杨秉辉、邹  健、寿  涓、 

潘志刚 

 

脑科学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探

索和创新 

张玉秋、罗赟星、杨振纲、马  兰、

禹永春、郑  平、仝  洁、韩海姣 

以“基于问题的探索设计性实

验”为核心的混合式实验课程

改革 

严钰锋，马淑兰，刘元元，王见之，

张亚东 

外籍教师全英语国际化培养模

式在神经精神疾病混合教学中

的应用 

David Saffen, 陈  莉，左  伋，刘 雯 

互动式的教与学在现代生命科

学导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明  凤、卢大儒、常  芳、杨鲜梅 



十一、其他获奖、表彰名单 

107 
 

十一、其他获奖、表彰名单 

新入选美国统计协会会士 

（共 1 人） 

张正军   大数据学院  

世界华人数学家联盟 2017 年最佳论文奖金奖 

（共 2 人） 

李志远   上海数学中心  

李  骏   上海数学中心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共 1 人） 

彭希哲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17 年中国好书  

（共 1 个）       

顾凡及   生命科学学院 《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 

第 30 届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奖 

二等奖 

（共 1 个） 

《进化着的进化学--达尔文之后的发展》 

庚镇城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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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文学理论评论奖 

（共 1 个） 

《有关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思和   中国语言文学系 

第七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 

（共 1 个） 

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彭希哲、赵德余、吴开亚等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赢创化学创新奖杰出科学家奖 

(共 1 人) 

俞燕蕾   材料科学系  

张香桐青年科学家奖 

（共 1 人） 

禹永春 脑科学研究院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第十二届学术年会论文 

二等奖 

（共 1 个） 

《清代徽州汉学再认识》 

陈居渊   哲学学院 



十一、其他获奖、表彰名单 

109 
 

Noether Senior Scholar Award 

（共 1 人） 

范剑青   大数据学院  

ACM SigAI China Rising Star 

（共 1 人） 

付彦伟   大数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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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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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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