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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师大校字〔2015〕97号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意见》（曲师大校字[2015]81 号）和《关于开展曲阜师范大学

研究生“圣地英才奖”评选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各研究生培养

单位推荐，评审专家审核，学校研究决定，评选出曲阜师范大学

2015 年度“圣地英才奖”特别奖 2 人、优秀奖 84 人，现公布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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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 2015 年度“圣地英才奖”特别奖 

专业 学号 姓名 导师 

应用数学 2012100020 赵丛然 解学军 

分析化学 2012200465 文江伟 王桦 

曲阜师范大学 2015 年度“圣地英才奖”优秀奖 

专业 学号 姓名 导师 

图书馆学 2012200760 郭顺利 李秀霞 

图书馆学 2012200762 刘健 刘金星 

教育技术学 2012200744 刘婉丽 赵可云 

教育技术学 2012200751 张洪孟 胡凡刚 

现代教育技术 2013300309 赵磊磊 赵可云 

自然地理学 2012200819 曹峥 廉丽姝 

农业信息化 2013300361 黄洁 吴军 

自然地理学 2012200821 林雪原 荆延德 

人文地理学 2012200832 徐丽华 王慧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12200866 陈威 曹佃国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842 黄保斌 张玉忠 

系统理论 2012200856 李大伟 张玉忠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857 任智亮 魏翠萍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852 张龙 张玉忠 

物理化学 2012200478 杜丹丹 李文娟 

分析化学 2012200458 高敏 陈令新 

无机化学 2012200452 李丙文 毕思玮 

有机化学 2012200472 刘建军 尤进茂 

物理化学 2012200479 刘蒙蒙 郁章玉 

物理化学 2012200480 刘爽悦 孙海涛 

有机化学 2012200474 吕涛 尤进茂 

物理化学 2012200483 秦炳胜 孔德生 

分析化学 2012200461 司艳美 王桦 

分析化学 2012200463 孙妮娜 尤进茂 

分析化学 2012200464 孙宗招 王桦 

无机化学 2012200455 张宁 王桦 

分析化学 2012200467 张宁 王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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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 2012200456 张照强 朱万诚 

无机化学 2012200457 朱林 朱万诚 

分析化学 2012200469 朱晓 王桦 

教育史 2012200199 任炜华 广少奎 

中国史 2012200103 王金龙 吕厚轩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012200510 陈云 曲志才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2012200524 郭东革 张洪海 

动物学 2012200497 尚帅 张洪海 

动物学 012200498 王哲 徐金会 

细胞生物学 2012200509 杨婷 赵云峰 

生态学 2012200521 袁本起 徐来祥 

动物学 2012200499 赵超 张洪海 

应用数学 2012200371 顾娟 孟凡伟 

基础数学 2012200335 郭合林 栾世霞 

计算数学 2012200357 靳志祥 孙宝芝 

应用数学 2012200375 康霞霞 白玉真 

应用数学 2012100010 孔德洲 刘立山 

应用数学 2012200377 李凯强 李傅山 

应用数学 2012200378 李昆 郑召文 

应用数学 2012100011 邵晶 孟凡伟 

应用数学 2012100012 王颖 刘立山 

基础数学 2012200352 赵玲玲 王培合 

基础数学 2012200354 朱新才 毛安民 

运动人体科学 2012200283 宋凯 刘洪珍 

运动人体科学 2012200285 徐旻霄 赵杰修 

统计学 2012100013 宗昭军 尹传存 

俄语语言文学 2012200156 韦晓英 季明举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012200173 魏银霞 鞠玉梅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012200015 梁冠华 唐雪凝 

中国古代文学 2012200053 王彬 张玉璞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12200041 晏青 单承彬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12200044 周晓璇 单承彬 

光学 2012100015 段德洋 夏云杰 

理论物理 2012200887 李艳玲 邵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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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态物理 2012200415 林万兴 孔祥木 

理论物理 2012200411 徐天牛 王继锁 

光学 2012100016 徐玉良 孔祥木 

凝聚态物理 2012200418 许海鑫 王海龙 

光学 2012200421 姚飞 王继锁 

光学 2012200422 张路 夏云杰 

电子与通信工程 2013300172 张子文 王玉德 

计算机技术 2013300343 薄莉莉 禹继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2200796 贾莉俐 禹继国 

音乐 2012300219 马小璇 刘雪莎 

政治学理论 2012200260 邵腾 张英魁 

成人教育学 2012200259 陈文沛 柳士彬 

成人教育学 2012200261 宋雁 何爱霞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312 傅保增 孙炜伟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313 黄亚欣 解学军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318 吕慧 邵汉永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320 任勇 孙炜伟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321 宋志宝 孙宗耀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324 王丹丹 高丽君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325 王秀丽 武玉强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326 徐香凤 宗广灯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327 薛令荣 孙宗耀 

运筹学与控制论 2012200331 朱成龙 武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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