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资队伍 

（1）国家级教学团队 

序号 级别 名称 负责人 立项年度 

1 国家级 中药学教学团队 张冰 2007 

2 国家级 中医“四大经典”教学团队 李宇航 2008 

3 国家级 中医内科学教学团队 王新月 2010 

（2）北京市级教学团队 

序号 级别 名称 负责人 立项年度 

1 北京市 中药学教学团队 张冰 2007 

2 北京市 中医内科学教学团队 王新月 2007 

3 北京市 中医“四大经典”教学团队 李宇航 2008 

4 

 
北京市 针灸推拿教学团队 赵百孝 2008 

5 
北京市 中药分析教学团队 乔延江 2008 

6 
北京市 中药制药学教学团队 倪健 2009 

7 
北京市 

中医临床前基本实践技能教

学团队 
李峰 2009 

8 
北京市 中药药理学教学团队 孙建宁 2010 

 

（3）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序号 级别 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国家中医局、教

育部、国家卫计

委 

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 
田德禄 2016 

2 

国家中医局、教

育部、国家卫计

委 

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 
高学敏 2016 

3 

国家中医局、教

育部、国家卫计

委 

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 
王庆国 2016 

4 

国家中医局、教

育部、国家卫计

委 

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 
张冰 2016 

 

 

（4）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序号 级别 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高学敏 2005 

2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陈家旭 2006 

3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王新月 2006 

4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李澎涛 2007 

5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王天芳 2008 

6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王庆国 2009 

7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张冰 2009 

8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林谦 2010 

9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李宇航 2011 

10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于天源 2011 

11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郭霞珍 2012 

12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赵百孝 2012 

13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赵吉平 2013 

14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李峰 2014 

15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侯俊玲 2015 

16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赵进喜 2015 

17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贺娟 2016 

18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陈明 2017 

19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石晋丽 2018 

20 北京市 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刘雁峰 2018 



（5）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 

序号 级别 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北京市 首届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 张媛 2017 

（6）校级教学名师 

序号 级别 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贺娟 2012 

2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谢鸣 2012 

3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陈明 2012 

4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赵吉平 2012 

5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李瑞 2012 

6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李峰 2014 

7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牛欣 2014 

8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徐荣谦 2014 

9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杨晋翔 2014 

10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郭长青 2014 

11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侯俊玲 2015 

12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赵进喜 2015 

13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王梅红 2015 

14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郝钰 2015 

15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王庆甫 2015 

16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杜守颖 2016 

17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郭健 2016 

18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吴青 2016 

19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王俊宏 2016 

20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孔军辉 2016 

21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裴晓华 2017 

22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石晋丽 2017 

23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杨桢 2017 

24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郝玉芳 2017 

25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刘雁峰 2017 

26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李飞 2018 

27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李军祥 2018 

28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孙红梅 2018 

29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王国华 2018 

30 校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名师奖 高增平 2018 



（7）校级青年教学名师 

（7）校级青年教学名师 

序号 级别 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校级 首届校级青年教学名师 张媛 2017 

2 校级 首届校级青年教学名师 方芳 2017 

3 校级 首届校级青年教学名师 岳树锦 2017 

4 校级 校级青年教学名师 折改梅 2018 

5 校级 校级青年教学名师 苏春香 2018 

6 校级 校级青年教学名师 李多多 2018 
 

 

（8）“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序号 级别 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教育部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张冰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