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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第二届（2016）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 

华东赛区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次序） 

特等奖（22名） 

沈群 福建农林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福建 

叶星旸 集美大学 高等数学 福建 

王平 福州大学 高等数学 福建 

李克典 闽南师范大学 高等数学 福建 

王淑玲 空军勤务学院 高等数学 江苏 

李静 解放军理工大学 线性代数 江苏 

尹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张艳 中国矿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江苏 

张海辉 淮阴师范学院 线性代数 江苏 

胡月 浙江科技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浙江 

孙莉萍 浙江科技学院 高等数学 浙江 

王晶 山东农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东 

张凤霞 聊城大学 线性代数 山东 

杨勤民 华东理工大学 高等数学 上海 

魏连鑫 上海理工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上海 

杨鹏辉 安徽财经大学 高等数学（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安徽 

孙娓娓 阜阳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赵林 安徽建筑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 

詹倩 安徽理工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 

于春华 合肥工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郭竹梅 安徽科技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 

江立辉 合肥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 

一等奖（35名） 

庄金洪 福建商学院 高等数学 福建 

杨昔阳 泉州师范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福建 

唐予婷 福建工程学院 线性代数 福建 

涂淑珍 龙岩学院 高等数学 福建 

柯小玲 闽江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福建 

温振庶 华侨大学 高等数学 福建 

毛自森 解放军理工大学 线性代数 江苏 

朱倩倩 空军勤务学院 高等数学 江苏 

张昊 南京工程学院 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江苏 

吴波 南京财经大学 线性代数 江苏 

顾文颖 扬州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张莉娜 江苏科技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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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月萍 南京邮电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江苏 

卢甜甜 浙江警察学院 高等数学 浙江 

沈建伟 浙江科技学院 高等数学 浙江 

吉梗 台州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浙江 

李国军 浙江警察学院 线性代数 浙江 

曹荣荣 青岛大学 高等数学 山东 

邵晶 济宁学院 线性代数 山东 

吴杰芳 泰山学院 高等数学 山东 

卫淑芝 上海交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上海 

曾进 上海交通大学 线性代数 上海 

康剑灵 东华大学 高等数学 上海 

陈克应 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数学 上海 

赵娟 合肥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周江涛 合肥工业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 

闫晓辉 合肥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刘玉琳 安徽工业大学 高等数学（大学数学应用案例） 安徽 

邓斌 合肥工业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 

宣本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 

濮明月 安徽新华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贾媛媛 淮南师范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沙翠翠 蚌埠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夏成林 合肥工业大学 线性代数 安徽 

冯艳刚 阜阳师范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 

二等奖（70名） 

郑雪静 泉州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福建 

田立 福建农林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福建 

王艳 闽南师范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福建 

郭利涛 厦门理工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福建 

何佑梅 福建工程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数学应

用案例） 

福建 

曾月迪 莆田学院 线性代数 福建 

谭秋月 武夷学院 高等数学 福建 

平征 宁德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福建 

谢加良 集美大学 线性代数 福建 

马奕 龙岩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福建 

林增强 华侨大学 线性代数 福建 

张卉 福州大学 线性代数 福建 

吴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孙志红 空军勤务学院 线性代数 江苏 

苏展 解放军理工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刘嫚 空军勤务学院 高等数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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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玉峰 泰州学院 高等数学 江苏 

杭丹 空军勤务学院 高等数学 江苏 

严珍珍 南京邮电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陈美蓉 中国矿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江苏 

王丰 南京理工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许碧欢 南京邮电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宋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江苏 

周玲 扬州大学 高等数学 江苏 

张海霞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江苏 

谈雪媛 南京师范大学 线性代数 江苏 

石海华 南京理工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江苏 

刘文琼 湖州师范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浙江 

章丽娜 湖州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浙江 

孙庆有 杭州师范大学 高等数学 浙江 

韩一士 浙江警察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浙江 

沈学文 浙江传媒学院 高等数学 浙江 

陈军 宁波工程学院 高等数学 浙江 

施秋红 湖州师范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浙江 

郭晶 山东理工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东 

翟富菊 青岛科技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东 

陈睿 泰山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东 

李夫明 山东理工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东 

马燕 齐鲁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山东 

张昕丽 聊城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山东 

李春香 第二军医大学 数理统计 上海 

王中亮 第二军医大学 高等数学 上海 

刘爱兰 上海电力学院 线性代数 上海 

史伟 上海杉达学院 高等数学 上海 

张弢 同济大学 高等数学 上海 

洪银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上海 

王兆才 上海海洋大学 高等数学 上海 

赵宏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线性代数 上海 

李玲 黄山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王建红 黄山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崔冬玲 淮南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朱玲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技术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丁敏敏 安徽中医药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 

梁艳 合肥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潘花 安徽科技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韩冰 安徽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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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存斌 安徽财经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 

王媛媛 陆军军官学院 高等数学 安徽 

杨俊仙 安徽农业大学 高等数学 安徽 

郝庆一 安庆师范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 

叶静 滁州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 

李红菊 安徽新华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 

方炜 黄山学院 线性代数 安徽 

刘先蓓 安徽财经大学 线性代数 安徽 

谢新平 安徽建筑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数学应

用案例） 安徽 

沈辰 合肥师范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卢维学 黄山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伍文婷 安徽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吴绍凤 安徽工业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范锡良 安徽师范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