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首都医科大学教育教学奖评选结果公示 
 

按照《首都医科大学教育教学奖励办法（修订）》(校字〔2020〕126号)文

件规定，经学院推荐、学校评审工作组审核、学校教育教学委员会投票评选确认，

现对 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教育教学奖评选结果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3年 3月 21日至 2023年 3月 27日。如对获奖名单有任何异

议，可在公示期间实名向教务处进行反映。 

联 系 人：刘  玥     朱  淼 

联系电话：83911104    83911065 

联系邮箱：liuy@ccmu.edu.cn 

 

 

首都医科大学教务处 

2023年 3月 21日 

 

附件： 

1.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教育教学名师奖获奖名单 

2.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教学奖获奖名单 

3.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青年教学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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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教育教学名师奖获奖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1 中医药学院 罗容 

2 第五临床医学院 张国军 

 

 

附件 2： 

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教学奖获奖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1 第一临床医学院 常红 

2 中医药临床医学院 尚菊菊 

3 第五临床医学院 蔡卫新 

4 第九临床医学院 李侗曾 

5 第八临床医学院 杨卉 

6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天龙 

7 基础医学院 翁静 

8 中医药学院 许利平 

9 口腔医学院 尚佳健 

10 基础医学院 郭晓霞 

11 医学人文学院 刘娟 

12 第一临床医学院 滕梁红 

13 第六临床医学院 陈立颖 

14 儿科医学院 宋宏程 

15 潞河临床医学院 蔡宜婷 

16 第四临床医学院 傅新星 

17 基础医学院 张知非 

18 公共卫生学院 牛丕业 



19 公共卫生学院 苑林宏 

20 燕京医学院 张丽娟 

21 第三临床医学院 梅雪 

22 第三临床医学院 常贺生 

23 燕京医学院 赵海燕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旭平 

25 第二临床医学院 薛富善 

26 第三临床医学院 张娟 

27 第二临床医学院 薄惠云 

28 平谷教学医院 李玉凤 

29 燕京医学院 李晶琴 

30 密云教学医院 杨继敏 

31 第五临床医学院 张建国 

32 第四临床医学院 王惠军 

33 怀柔教学医院 吴静 

34 精神卫生学院 闫芳 

35 第六临床医学院 袁慧 

36 护理学院 徐奕旻 

37 第四临床医学院 付晶 

38 肿瘤医学院 李稳霞 

39 大兴教学医院 吴震宇 

40 石景山教学医院 张莉 

41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黄菊英 

42 第六临床医学院 徐磊 

43 医学人文学院 孟彦辰 

44 电力教学医院 李春华 

45 第十一临床医学院 关宇光 

 

 



附件 3： 

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青年教学奖获奖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1 第五临床医学院 郑光辉 

2 肿瘤医学院 方天露 

3 医学人文学院 张茜 

4 第一临床医学院 芦文博 

5 第二临床医学院 刘朋 

6 公共卫生学院 陶丽新 

7 康复医学院 刘静娅 

8 医学人文学院 谷晓阳 

9 中医药临床医学院 郝唯 

10 公共卫生学院 席元第 

11 北京康复医学院 甄巧霞 

12 第三临床医学院 翟志伟 

13 第三临床医学院 姚健楠 

14 潞河临床医学院 吴南楠 

15 燕京医学院 刘佳 

16 中医药学院 罗良涛 

17 第八临床医学院 许光远 

18 第五临床医学院 王文彦 

19 潞河临床医学院 于彩果 

20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刘红蕾 

21 第四临床医学院 史婷婷 

22 燕京医学院 王川 

23 第九临床医学院 王文静 

24 第二临床医学院 何馨 

25 燕京医学院 张阳 



26 基础医学院 袁慧慧 

27 第三临床医学院 韩虎 

28 第四临床医学院 沈松坡 

29 怀柔教学医院 周小棠 

30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姬长金 

31 第五临床医学院 王引言 

32 第四临床医学院 刘丹丹 

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文娟 

34 第一临床医学院 苏丽 

35 第一临床医学院 陈昕 

36 药学院 冯娟 

37 护理学院 郭巧红 

 38 第二临床医学院 阚英 

39 第六临床医学院 康云鹏 

40 平谷教学医院 卢丽娜 

41 儿科医学院 陈鹭 

42 第六临床医学院 汪川 

43 口腔医学院 刘瑶 

44 基础医学院 王璐璐 

45 密云教学医院 孙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