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拟奖励名单
（共200名）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1 董鉴泓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刊》主编、教授

2 顾海良
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

任、教授
3 李兰娟 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4 陈   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5 杨叔子 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6 林    岗 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7 马文蔚 东南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8 郑光美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9 刘诗白 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教授

10 王静康 天津大学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11 易思蓉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12 崔允漷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13 韩   震 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材研究院院长、教授

14 胡   英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15 徐   蓝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校务委员

16 孙正聿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教授

17 逄锦聚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

18 陶文铨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19 刘晋春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

20 于润洋

（已去世）
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

21 王耀南 湖南大学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22 高占先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有机化学教研室原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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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23 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24 吴梧桐 中国药科大学原生物制药学院院长、教授

25 王守仁 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26 林崇德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27 陈思和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图书馆馆长、资深教授

28 刘   珣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汉语教材总编审、教授

29 黄廷祝 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英才实验学院院长、教授

30 白国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紫阁书院院长、教授

31 邵大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主编、教授

32 昂海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级航空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教授

33 蒋承勇 浙江工商大学文学部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34 黄源深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35 马    敏 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

36 于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研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

37 卢芳国 湖南中医药大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38 纪越峰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

39 卢德馨 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教学总监、教授

40 王浦劬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41 盖钧镒 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42 吴潜涛 清华大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主任、资深教授

43 樊昌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教授

44 宋乃庆 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45 陈耀星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基础兽医学系副主任、教授

46 魏    琴 济南大学应用化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山东省绿色化学制造与精准检测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47 孙世刚 厦门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48 杨圣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资深教授

49 张永德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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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50 梅德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原院长、教授

51 吴汉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52 廖伯琴 西南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53 陈后金 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原院长、教授

54 胡岳华 中南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55 陆   军 上海戏剧学院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56 文秋芳 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57 史宁中 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58 眭碧霞 江苏省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学院教授

59 张相炎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60 袁世硕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61 蒋洪新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62 秦国政 云南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院长、教授、主任医师

63 朱   翔 湖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64 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教授

65 孙保存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病理教研室主任、教授

66 文桂萍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务科研处处长、教授

67 杨善林 合肥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68 范九伦 西安邮电大学校长、教授

69 张力为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70 郁崇文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教授

71 金征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科室主任、教授

72 杨九俊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73 何绪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教材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审

74 蒋有录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75 罗    滨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正高级教师

76 朱彦鹏 兰州理工大学西部土木工程防灾减灾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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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77 汪东风 中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78 杨宝峰 哈尔滨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79 王松灵 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80 王洪斌 东北农业大学教授

81 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82 邵   辉 江苏省常州大学安全工程专业负责人、教授

83 梅荣政 武汉大学原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84 马    勇 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85 赵矿英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86 马知恩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87 贾玉山 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农业农村部饲草栽培、加工与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88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教授

89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90 高晓虹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教授

91 尤西林 陕西师范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教授

92 李金昌 浙江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93 翟云芳 东北石油大学石油工程系副主任、教授

94 朱照红 江苏省靖江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副校长、正高级讲师

95 席南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96 钟秉枢 国家教材委委员、首都体育学院原校长、教授

97 吴传生 武汉理工大学理学院原院长、教授

98 史济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99 郝   勤 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馆长、教授

100 王黎光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教授

101 赵文海 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骨科学科带头人、教授、主任医师

102 拉   都 四川民族学院藏学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教授

103 武春岭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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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104 赵秋野 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院长、教授

105 于洪珍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106 凌文华 中山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107 钟守权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学教材研究室副主任、正高级教师

108 王家臣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教授

109 寿绍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

110 孙   佳 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编辑、编审

111 顾   沛 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教授

112 尤启冬 中国药科大学江苏省药物分子设计与成药性优化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113 吕明瑜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114 王   炜 东南大学土建交通学部主任、教授

115 马晓明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116 孙青华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员、教授

117 张彦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教授

118 赵   璐 鲁迅美术学院中英数字媒体（数字媒体）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119 徐   红 滨州职业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

120 钱   和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121 许   虹 杭州师范大学健康与护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122 黄石生 华南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123 吴彩斌 江西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

124 赵林平 内蒙古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125 王    星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社长兼总编辑、编审

126 周渊深 江苏海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

127 张    建 湖南省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教授

128 高瑛泽 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教育一处干部

129 李灿东 福建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

130 刘隆亨 北京联合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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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131 杜惠兰 河北中医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132 杨则文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院长、教授

133 丁增稳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院长、教授

134 毕满清 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

135 汤全武 宁夏大学物理与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

136 姜志胜 南华大学副校长、衡阳医学院院长、教授

137 王永岩 青岛科技大学力学中心主任、教授

138 李士伦 西南石油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139 刘    燕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140 李    静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课程教材与实验室处处长

141 孟    宇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教材处处长

142 米    靖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43 周进祝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授

144 张彩虹 海南医学院副校长、教授

145 赵金铭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

146 王乃昂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147 方    亮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院长、教授

148 陈    强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149 顾昌华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150 陈传夫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151 万    明 西安工程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

152 刘兰娟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

153 高井祥 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原常务副院长、教授

154 孙亚峰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原教务处处长、教授

155 田    岩 中宣部理论局理论培训处处长

156 陈先云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小学语文编辑室资深编辑、编审

157 郭文兵 河南理工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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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158 裴玉龙 东北林业大学交通学院教授

159 李志清 中国海洋大学法语系原系主任

160 叶冬青 安徽医科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

161 杨胜来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田开发工程科研实验平台主任

162 张   庆 南京凤凰母语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163 李   玫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164 张小欣 暨南大学本科生院执行院长、教务处处长、校教材委员会秘书长

165 王彦广 浙江大学化学系原系主任、教授

166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副主任、国家社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167 刘秋华 南京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

168 李   辉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169 肖明和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170 李   婧 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编辑、副编审

171 陈   峰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教授

172 王荣华 国家教材委委员、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教授

173 齐庆梅 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教育教材分社编审

174 张奇才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教授

175 陈新军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176 杨朝军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外文研究》主编、教授

177 张敬源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原院长、教授

178 陈艳平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教授

179 王家馨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服装系主任、教授

180 葛文杰 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教授

181 孟   楠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院长（主任）、教授

182 杨德军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83 才    巴 青海民族教材编译中心编译处副主编、副译审

184 杨志清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学委员会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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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185 吕宛青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

186 刘耀彬 南昌大学副校长

187 田    丽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主任

188 王庆华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一级调研员

189 陈    琳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

190 陈达灿 广东省中医院院长、教授、主任医师

191 徐    峰 安徽省濉溪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

192 陈孝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 凌    玲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编审

194 周瑞祥 福建医科大学副校长、教授

195 杨仲元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196 周志文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机电专业部部长、高级讲师

197 平志伟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教授

198 邓    飙 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

199 郭    莹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副编审

200 赵英俊 空军工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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