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 

和金质奖章荣誉称号候选人名单公示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开展第二届“四有”好老师终身成

就奖和金质奖章荣誉称号评选工作的通知》（师校发〔2020〕12

号）精神，经所在单位、教授联名、校友总会和党委学生工作部

推荐，共推荐出终身成就奖候选人 6 人，金质奖章候选人 68 人，

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2020 年 6 月 17 日至 6 月 22 日。如有异议，请以

书面形式向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反映。以单位名义反映的须加盖本

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署真实姓名，写明联系电话。逾

期恕不受理。 

 

终身成就奖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序号 姓名 学部院系 推荐方式 

1 王宁 文学院 单位推荐 

2 方维海 化学学院 单位推荐 

3 刘家和 历史学院 单位推荐 

4 狄增如 系统科学学院 校友推荐 

5 林洪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单位推荐 

6 黄会林 艺术与传媒学院 单位推荐 

 



 2

 

金质奖章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序号 姓名 学部院系 推荐方式 

1 于丹 艺术与传媒学院 单位推荐 

2 万建中 文学院 教授联名推荐 

3 马健生 教育学部 单位推荐 

4 王广州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校友推荐 

5 王志松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单位推荐 

6 王金生 水科学研究院 校友推荐 

7 王学松 汉语文化学院 校友推荐 

8 王晓华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校友推荐 

9 王善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校友推荐 

10 王静爱 地理科学学部 校友推荐 

11 王磊 化学学院 单位推荐 

12 韦小满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 

创新中心 
校友推荐 

13 卢忠林 化学学院 单位推荐 

14 申嫦娥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单位推荐 

15 田卉群 艺术与传媒学院 校友推荐 

16 朱文泉 地理科学学部 单位推荐 

17 邬霞 人工智能学院 单位推荐 

18 刘成纪 哲学学院 单位推荐、校友推荐 

19 刘全儒 生命科学学院 单位推荐 

20 刘勇 文学院 单位推荐 

21 刘儒德 心理学部 校友推荐 

22 江源 地理科学学部 单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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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部院系 推荐方式 

23 孙宇 政府管理学院 单位推荐 

24 李芒 教育学部 单位推荐 

25 李帆 历史学院 单位推荐 

26 李春密 物理学系 校友推荐 

27 杨大春 数学科学学院 单位推荐 

28 杨共乐 历史学院 单位推荐 

29 杨晓华 环境学院 单位推荐 

30 杨澄宇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单位推荐、校友推荐 

31 吴成年 汉语文化学院 单位推荐 

32 余先川 人工智能学院 校友推荐 

33 辛涛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 

创新中心 
校友推荐 

34 张长思 体育与运动学院 校友推荐 

35 张同杰 天文系 单位推荐 

36 张欢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单位推荐 

37 张淑梅 统计学院 单位推荐 

38 张越 历史学院 校友推荐 

39 陈英和 心理学部 单位推荐、校友推荐 

40 林丹华 心理学部 单位推荐 

41 林艳琴 法学院 单位推荐 

42 周小平 政府管理学院 校友推荐 

43 周亚 系统科学学院 单位推荐 

44 周星 艺术与传媒学院 单位推荐 

45 周静 物理学系 校友推荐 

46 屈国锋 体育与运动学院 校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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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部院系 推荐方式 

47 赵炜 社会学院 校友推荐 

48 赵勇 文学院 单位推荐 

49 赵烨 环境学院 单位推荐 

50 赵朝峰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单位推荐 

51 胡必亮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校友推荐 

52 娄安如 生命科学学院 单位推荐 

53 姚力 人工智能学院 单位推荐 

54 贺力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校友推荐 

55 袁治杰 法学院 校友推荐 

56 徐宗学 水科学研究院 单位推荐 

57 徐爱娥 体育与运动学院 校友推荐 

58 郭智芳 政府管理学院 党委学生工作部推荐 

59 曹一鸣 数学科学学院 校友推荐 

60 梁玖 艺术与传媒学院 校友推荐 

61 寇谡鹏 物理学系 单位推荐 

62 程晓堂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单位推荐 

63 童行伟 统计学院 校友推荐 

64 虞晓勇 艺术与传媒学院 校友推荐 

65 谭江华 社会学院 校友推荐 

66 熊晓琳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单位推荐、校友推荐 

67 熊跃敏 法学院 单位推荐 

68 魏浩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校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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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吴强  58802408  wuqiang@bnu.edu.cn 

 

“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和金质奖章荣誉称号 

评审委员会秘书处 

2020 年 6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