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东北农业大学优秀教案（讲稿）评选结果公示

根据《关于开展教案（讲稿）检查和评优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

学校组织开展了东北农业大学优秀教案（讲稿）的评选工作。经个人

申请、学院推荐、教务处复核、专家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 17 名，

二等奖 40名，三等奖 43名；详见附表。

现将结果公示，公示期为 2021 年 7 月 4 日至 9 日。如对公示的

项目有异议，请与纪委办公室或教务处联系。

纪委办公室电话：55191433

教务处电话：55190336

特此公示。

东北农业大学教务处

2021 年 7月 4 日



附表 1：一等奖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学院 姓名

1 工程学院 公维佳

2 文理学院 左鹏

3 文理学院 冯成杰

4 艺术学院 朱玉凯

5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闫晓红

6 经济管理学院 孙文琪

7 文理学院 杨亚丽

8 文理学院 杨昱

9 园艺园林学院 吴凤芝

10 农学院 邸宏

11 文理学院 金长江

12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施雯

13 园艺园林学院 洪丽

14 生命科学学院 徐纯柱

15 工程学院 唐汉

16 电气与信息学院 黄博妍

17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黄善林



附表 2：二等奖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学院 姓名

1 生命科学学院 于晶

2 文理学院 于鹏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艺鑫

4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王尧

5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王志华

6 文理学院 王晓冬

7 文理学院 王馨

8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白雪峰

9 资源与环境学院 宁玉翠

10 文理学院 任悦姝

11 文理学院 刘玉琛

12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刘东

13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刘兆军

14 食品学院 刘红玉、李萌、张立钢、滕飞

15 农学院 刘健

16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汤艳红

17 食品学院 许晓曦

18 文理学院 孙跃鹏

19 生命科学学院 纪巍

20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李全峰

21 园艺园林学院 李兴国

22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李然然

23 经济管理学院 杨辉、夏凌云、苑婧婷

24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何宏莲

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谷玉莹

26 经济管理学院 张立迎



27 电气与信息学院 陈月华

28 资源与环境学院 邵慧

29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林佳

30 电气与信息学院 周跃佳

31 电气与信息学院 郑书朋

32 食品学院 夏秀芳、刘骞、孙方达

33 生命科学学院 徐永清

34 文理学院 徐慧敏

35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黄贺

36 园艺园林学院 符兴源

37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梁冬玲

38 电气与信息学院 魏东辉

39 电气与信息学院 魏东辉

40 农学院 魏峭嵘



附表 3：三等奖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学院 姓名

1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于艳春

2 艺术学院 马春艳

3 体育部 王大贵

4 体育部 王晶

5 工程学院 史岩

6 食品学院 刘天一、于殿宇、潘明喆、张爽

7 经济管理学院 刘方媛

8 电气与信息学院 刘宇博

9 工程学院 刘爽

10 文理学院 刘慧

11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许耀文

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晓惠

13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孙满吉

14 食品学院 杜鹏、李柏良

15 工程学院 李龙海

16 艺术学院 李杉杉

17 工程学院 李季成

18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李垚

19 园艺园林学院 杨欢欢

20 食品学院 吴瑕

21 资源与环境学院 宋天元

22 动物医学学院 张文龙

23 生命科学学院 张立夏

24 生命科学学院 张达



25 食品学院 张华江、孙波、杨晓雪、高鑫

26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张忠远

27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张春玲

28 资源与环境学院 张璐阳

29 文理学院 陈阳

30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陈杉

31 园艺园林学院 陈雅君

32 生命科学学院 岳顺利

33 生命科学学院 周佳勃

34 生命科学学院 赵越

35 食品学院 姜毓君、邵美丽、于国萍、任静

36 园艺园林学院 秦栋

37 体育部 郭春风

38 生命科学学院 常缨

39 文理学院 隋春霞

40 动物医学学院 韩彩霞

41 文理学院 焦扬

42 农学院 樊东

43 园艺园林学院 樊金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