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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体艺函〔2020〕2 号                                                        

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9 年江苏省
首届高校体育教师教学技能

竞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江苏省首届高校体育教师教

学技能竞赛的通知》（苏教办体艺﹝2019﹞16 号）要求，2019 年

江苏省首届高校体育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已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

至 26 日在南京大学、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圆满完成。来自全

省 68 所高校的 307 名选手参加竞赛，经专家现场评审后，共评

选本科组一等奖 22 人、二等奖 37 人、三等奖 49 人；专科组一

等奖 23 人、二等奖 36 人、三等奖 47 人，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

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高校体育教师教学技能竞赛是全面提升我省高校高等学校

教师的教学技能水平和课程教学质量、增进校际间教学交流的有

效平台。希望各校通过竞赛挖掘一批热爱教学、业务能力强的高

校体育教师，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成立名师工作室，做好成

果应用推广，以点带面，全面提升江苏高校体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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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9 年江苏省首届高校体育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获奖名单

                            省教育厅

2020 年 1 月 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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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江苏省首届高校体育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获奖名单

江苏省首届高校体育教师教学技能竞赛（本科组）获奖名单

奖项 单位 姓名 组别

一等奖

李冠华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篮球

崔  爽 中国矿业大学 篮球

尹梦婉 苏州大学 篮球

李  皓 南京工程学院 篮球

朱永振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足球

宋炎东 淮阴师范学院 足球

李佳静 南京工业大学 跆拳道

郭剑 南京林业大学 排球

茹  瑶 苏州科技大学 乒乓球

王春力 南京医科大学 乒乓球

胡敏毓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羽毛球

刘  江 江苏理工学院 羽毛球

朱彪 江苏大学 羽毛球

杜子睿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网球

白茜 南京财经大学 网球

张辉 南京审计大学 网球

韩一非 苏州科技大学 健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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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平 江苏科技大学 健美操

白剑飞 中国矿业大学 武术

白茂强 南京农业大学 武术

赵文现 淮阴工学院 田径

许嘉楠 南京师范大学 田径

二等奖

杨  波 南京医科大学 篮球

王东海 南京邮电大学 篮球

唐  皓 无锡太湖学院 篮球

陈常增 南京林业大学 篮球

朱晓亮 江南大学 篮球

司庆洛 江苏理工学院 篮球

徐  凯 金陵科技学院 篮球

刘皎 东南大学 足球

王亚平 徐州工程学院 足球

姜鹏 南京医科大学 足球

雷洁 南京邮电大学 跆拳道

陈展 南京师范大学 排球

杨宋华 南通大学 排球

丁智超 扬州大学 乒乓球

冯晓雨 南京大学 乒乓球

李欣悦 南京林业大学 乒乓球

陈雯雯 盐城工学院 乒乓球

郭澄 南京师范大学 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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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娴 常州大学 羽毛球

程千秋 常熟理工学院 羽毛球

鲁莺 河海大学 羽毛球

刘旦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羽毛球

张奔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网球

桑云鹏 常熟理工学院 网球

李科 盐城工学院 网球

杨 强 徐州医科大学 网球

杨海英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网球

林仲华 淮阴工学院 网球

仲冰冰 扬州大学 健美操

王苏颖 南通理工学院 健美操

张  蕾 徐州工程学院 健美操

陈鹏 盐城师范学院 武术

沈清 南京审计大学 武术

臧宇 南京大学 田径

王松丛 泰州学院 田径

蒋伟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田径

张欢 扬州大学 田径

三等奖

陈思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篮球

梁修路 常熟理工学院 篮球

刘旭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篮球

张广俊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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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涵 江苏警官学院 篮球

李  响 宿迁学院 篮球

董  悦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篮球

徐仰良 江苏科技大学 篮球

党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足球

王生贵 苏州科技大学 足球

蒋铮璐 江南大学 足球

沙晓林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跆拳道

杨飞 宿迁学院 跆拳道

王学峰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排球

张寒艳 中国药科大学 排球

孟庆川 金陵科技学院 排球

沈雪 南京审计大学 乒乓球

吕珊珊 中国矿业大学 乒乓球

杭华彬 南京工业大学 乒乓球

刘大为 无锡太湖学院 乒乓球

蔡任 南京中医药大学 乒乓球

邵嘉惠 南京体育学院 羽毛球

赵朦 南京农业大学 羽毛球

霍美霖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羽毛球

于鹏 无锡太湖学院 羽毛球

邵 艳 徐州医科大学 羽毛球

徐永楠 金陵科技学院 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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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容 江苏大学 网球

朱江 江苏海洋大学 网球

蒋健宁 南京工程学院 网球

袁岩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网球

李兴昌 宿迁学院 网球

李铁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网球

杜绍辉 江苏理工学院 网球

尹彦淳 三江学院 网球

黄娟娟 盐城师范学院 健美操

李瑛瑛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健美操

陆炎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健美操

周娴 南京大学 健美操

丁小燕 三江学院 健美操

甘丛婷 南京理工大学 武术

章璐璐 南京工业大学 武术

刘 苏 中国药科大学 武术

郭野 南京邮电大学 武术

李篁 河海大学 田径

蒋苏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田径

王丹凤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田径

赵凌 江苏警官学院 田径

陶曦鸣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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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首届高校体育教师教学技能竞赛（高职高专组）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单位 组别

一等奖

吴震震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田径

姜俊辰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田径

舒展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篮球

张超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篮球

宋其振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王平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篮球

任晓龙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足球

顾伟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足球

李星炜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足球

胥晓飞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排球

唐  川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排球

沈竹雅 扬州市职业大学 乒乓球

王毅贤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乒乓球

吕延恺 苏州市职业大学 乒乓球

朱海霞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羽毛球

汤春珏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羽毛球

唐曹恺夫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羽毛球

李伟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网球

张一峰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网球

郭凌云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健美操

李佳妍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健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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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振洲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武术跆拳道

张艳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武术跆拳道

二等奖

二等奖

王海军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田径

田修文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田径

吕广霞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田径

严婷婷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李铎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何苗苗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金弘扬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李道昌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李庆路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毕先超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吴小能 扬州市职业大学 足球

肖雨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足球

高民绪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足球

李博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足球

王  芳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排球

崔俊杰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排球

杨  娟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排球

吴凤彬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乒乓球

周伟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乒乓球

朱兰君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乒乓球

袁孟贤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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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乒乓球

刘伊思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羽毛球

王峰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羽毛球

曹兵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羽毛球

葛志强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羽毛球

王跃成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羽毛球

潘淑龙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羽毛球

姜东辉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网球

程喜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网球

叶  琳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网球

张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健美操

倪洁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健美操

齐晓爽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健美操

丁小燕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健美操

王云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武术跆拳道

史远洋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武术跆拳道

李继鑫 苏州市职业大学 武术跆拳道

管迪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武术跆拳道

杨文明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田径

张成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田径

贾炳涛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田径

石茗茗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田径

黄怡轩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篮球



—11—

三等奖

谢高长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邱婷婷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陈俊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张赞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篮球

王畔邻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篮球

杨喆 沙洲职业工学院 篮球

许帅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篮球

陆爽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足球

陈烨青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足球

沈帅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足球

王维朋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足球

俞敏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足球

郑  涛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排球

贾月新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排球

董雪莲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排球

赵建华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排球

王涵州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乒乓球

李烽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乒乓球

田赛赛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乒乓球

庄 伟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乒乓球

华  洋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乒乓球

孙宇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羽毛球

朱林林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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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学锋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羽毛球

王志卫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羽毛球

李树管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羽毛球

刘乐行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羽毛球

柳振纲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羽毛球

黄月勤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羽毛球

刘若骞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网球

李良桃 苏州市职业大学 网球

刘旸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网球

李岩飞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网球

董爱霞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健美操

孙景妍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健美操

刘俐利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健美操

吕秀娟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健美操

徐宇峰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武术跆拳道

朱宏义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武术跆拳道

杨书龙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武术跆拳道

曹龙飞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武术跆拳道

刘国平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武术跆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