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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获奖与升学篇

（一）成果完成人的相关获奖证书

2020年获北京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教学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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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获评北京高等学校优秀专业课（公共课）主讲教师

（二）育慧书院在校学生获奖类型列表与证书

1．育慧书院在校学生获奖类型列表

育慧书院学生获奖列表

姓名 年级与专业 获奖时间 获奖种类 获奖等级 奖金数额
（元）

授奖部门

李雨霏 20 网络与新
媒体

2021 年 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陈文倩 20 学前教育
学

2021 年 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刘圃含 20 法学 2021 年 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郭倩 20 社会工作 2021 年 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冯群雅 20 汉语国际
教育

2021 年 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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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雨璐 20 金融学 2021 年 社会奖学金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全国大学生财经素质
大学初赛二等奖

国家级 0 全国大学生财经素
养大赛组委会

郭译濂 20 数字媒体
技术

2021 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第十四届全国计算机

设计大赛北京市三等
奖

国家级 0 北京市级赛组织委

员会

郭思晴 2020 级女性
学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李康霞 2020 级金融
学

2021.10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奖 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高薏涵 2020 级人力

资源管理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王若雅 2020 级社会

工作

2020.12 全国大学生英语翻译

大赛

国家级 0 国际英语外语教师

协会中国英语外语
教师协会

2021.01 全国高校创新英语挑
战赛英语翻译赛

国家级 0 中国文化信息协会
创新文化传播专业

委员会

2021.01 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

大赛

国家级 0 中国信息协会信息

化发展研究院

2021.05 全国大学生英语作文
大赛

国家级 0 国际英语外语教师
协会中国英语外语

教师协会

2021.10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1 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卢婕 2020 级会计

学

2020.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李午瞻 2020 级社会
工作

2021.04 第十届四星竞选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06 心理演讲比赛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心理
素质发展中心

2021.09 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校级 40 中华女子学院团
委、外语系

2021.10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团委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刘微 2020 级法学
专业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张鑫 2020 金融学 2021 军训标兵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1 2021 年暑假思政社
会实践论文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7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区
第十届“四星竞赛”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2021.10 2021“外研社·国才
杯”全国英语阅读大

赛（CWU 初赛）

校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组委会



4

2021.10 2021“外研社·国才
杯”全国英语阅读大

赛（CWU 初赛）

校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组委会

2021.10 社会捐赠配比助学金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陈荟恬 2020 汉语国

际教育

2021.9 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校级 30 中华女子学院团

委、学生会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团
委、学生会

2021.11 大学生英语阅读大赛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外语
系

曾佩瑶 2020 汉语国
际教育

2021.3 思辨杯 校级 4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2 华语辩论世界杯北京
联赛

国家级 0 国际关系学院、人
民日报《环球人

物》杂志社、世界
华语辩论组委会

谢恩琪 2020 学前教

育

2021.6 中华女子学院第二届

“育慧-圆梦计划”
实践创新大赛

国家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5 第十一届“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红色
实践”专项赛

国家级 0 第十一届“挑战
杯”首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组委员会

2020.4 中华女子学院第十届
“挑战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红色专项比赛

国家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7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区
第十届“四星竞赛”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2021.10 2021“外研社·国才
杯”全国英语阅读大

赛（CWU 初赛）

国家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组委会

2021.10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李泽萱 2020 学前教

育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1 2021 年暑假思政社
会实践论文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1 2021“外研社·国才
杯”全国大学生英语

辩论赛

国家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组委会

2021.12 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徐文琦 2020 网络与
新媒体

2021.9 第二届“育慧圆梦计
划”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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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全国高校志愿者迎新
活动

国家级 0 全国高校志愿者组
委会；北大雅思学

习指导办公室

2021.10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
语写作大赛（cwu）

初赛

国家级 0 “外研社·国才
杯”全国英语阅读

大赛组委会

2021.10 2021“外研社·国才

杯”全国英语阅读大
赛（CWU 初赛）

国家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组委会

龚思婷 2020 网络与
新媒体

2021.10 2021“外研社·国才
杯”全国英语阅读大

赛（CWU 初赛）

国家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组委会

2021.10 “股神杯”大赛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蒙雨亭 2020 级女性
学

2021.10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优秀班干部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6 普译奖全国大学生翻
译比赛

校级 0 普译奖全国大学生
翻译竞赛组委会

2021.11 中华遗产杯大学生知
识竞赛三等奖

国家级 0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社

2021.11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初赛三等奖

国家级 0 全国大学生英语词
汇竞赛组委会

2021.11 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
病知识竞赛优胜奖

国家级 0 全国预防性病艾滋
病基金会

李紫静 2020 级法学 2021.10 校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3 思辩杯 校级 9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崔悦 2020 级人力
资源管理

2021.10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2021.10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陈虹宇 2020 级人力

资源管理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丁立鑫 2020 级女性
学

2020.12 演讲比赛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2021.11 创意写作大赛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会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许付彤 2020 级社会
工作

2021.10 校级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李誉之 2020 级会计

学

2021.10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赵宏叶 2020 级播音 2021.8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6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10 一等奖 国家级 0 中国西部数字动漫
展与希音学院

2021.10 全国东部十佳选手 国家级 0 中国国际动漫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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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大赛

任春霖 19 级女性学 2021 年 “秋实杯”英语口语
比赛优胜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北校区四星竞赛——

崇德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军训优秀标兵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武装

部

2020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优秀班干部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刘子扬 19 级法学 2021 年 首都高校第五届瑜伽
体式展示比赛与文化
交流大会大集体乙组

一等奖

市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20 年 首都高校第四届瑜伽

体式展示比赛与文化
交流大会乙组大集体

一等奖

市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21 年 “百年党史百年巾帼

女院讲述”宣讲优秀
宣讲团队、优秀宣讲

队长、优秀宣讲队员

校级 0 党委组织部、校团

委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中华女子学院思政课
社会实践论文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北校区四星评比—崇
德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19 年 军训优秀标兵 校级 0 校武装部

李皓妍 19 级社会工
作

2021 年 第十一届“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红色专

项）三等奖

市级 0 第十一届“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组

委会

2021 年 北京市三好学生 市级 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2020 年 首都高校大学生体育
竞赛小组第二名

市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21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首届优秀学生育

慧奖

校级 10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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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19 年 北校区第九届“四
星”竞赛博学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张彪 18 播音与主
持艺术专业

2020 年 浙江传媒学院全国大
学生配音大赛 动漫

组 三等奖

省部级 0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有声阅

读委员会、浙江传
媒学院

2021 年 第十一届“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红色专
项）一等奖

市级 0 第十一届“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组
委会

2021 年 “用英语讲中国故
事” 北京赛区 三等

奖

市级 0 中国教育电视台

2020 年 首都高等院校啦啦操

比赛 乙组 第一名

市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20 年 健美操三级教练员 市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19 年 “青年服务国家”首
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

会实践 优秀团队

市级 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

2019 年 首都高等院校第 40

届健美操比赛 一等
奖

市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19 年 首都大学生阳光体能
热力操比赛 三等奖

市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18 年 葛兰诵读文化季 专
业组优秀奖

市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8 年 中央民族大学“以爱
击艾，责无旁贷“话

剧比赛二等奖

市级 0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特等奖学金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育慧单项奖（创
新创业）一等奖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科创奖 二
等奖

校级 8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挑战杯”红色专项
（校内赛） 三等奖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深圳大学艺术理论夏
令营 优秀营员

、最佳贡献奖

校级 0 深圳大学

2020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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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19 年 校级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19 年 中华女子学院思政课
社会实践论文 二等

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
队项目 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王文汐 19 级法学 2021 年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国家教育局

2021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中华女子学院优秀志
愿者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思政部暑期社会实践
实践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瑜伽团体比赛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中华女子学院思政课
社会实践论文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北校区第九届“四

星”竞赛博学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林雨菲 19 社会学 2021 年 2021 年第五届普译
奖全国大学生翻译比

赛英译汉组初赛三等

奖

市级 0 普译赛全国大学生
翻译比赛组委会

2020 年 首都高等学校第 41

届艺术体操比赛 5-8
人纱巾操三等奖

市级 0 北京大学生体育协

会

2021 年 校级特等奖学金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北校区第九届“四

星”竞赛尚美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2020 年 体育文化节个人踢毽

第三名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体育

运动委员会

2020 年 暑期实践论文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中华女子学院第二届
“秋实杯”英语口语

竞赛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图书
馆

2019 年 军训优秀标兵 校级 0 学校武装部

王霙 19 级文化传
播学院汉语

国际教育专
业

2021 年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国家教育局

2021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单项奖（服务党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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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三等奖

2021 年 “青年服务国家”暑
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

三等奖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创意写作大赛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会

2021 年 外研社国才杯写作大

赛校级三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组委会

2020 年 校级奖学金二等奖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思想政治课实践论文
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平板支撑比赛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体育
委员会

2020 年 北校区“四星”竞
赛-崇德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2020 年 新时代大学生责任与
担当艺术创作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会

2020 年 外研社国才杯写作大

赛校级三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组委会

2019 年 人文知识竞赛“文化
会说话”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吕乐 19 人力资源
管理

2021 年 第七届大学生人力资
源技能竞赛全国个人

一等奖

国家级 0 举办方：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

2021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育慧“校园建设
贡献”单项奖

校级 4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批改网 2020 百万同
题英语写作优秀作品

奖

校级 0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中国

高校英语写作教学
联盟

2021 年 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校级英语演讲比赛一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团
委、外语系

2021 年 校级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英语单词闯关大赛一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优秀班干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第八届职场模拟大赛
二等奖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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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军训训练优秀标兵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武装
部

宗晓烨 19 学前教育 2020 年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国家教育局

2021 年 “讯飞杯”北京分赛
区优秀奖

市级 0 讯飞杯组委会

2021 年 校级特等奖学金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学业奖三等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思政部暑期社会实践
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张世丰 19 视觉传达

设计

2021 年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国家教育局

2021 年 2021 年全国大学生
英语竞赛

国家级 0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2020 年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国家教育局

2020 年 2020 年全国大学生
英语竞赛

国家级 0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2020 年 2020 年全国大学生
组织管理能力大赛决

赛一等奖

国家级 0 全国大学生组织管
理能力大赛组委会

2021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学业将二等
奖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科研创新二
等奖

校级 8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区

第九届“四星”竞赛
“博学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2020 年 新时代大学生责任与
担当艺术创作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刘龙淼 19 法学 2021 年 思政部暑期社会实践
实践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中国诗词大会决选一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瑜伽团体比赛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思政课论文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陈康宁 19 网络与新
媒体

2021 年 校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优秀班干部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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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校级暑期社会实践三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特等奖学金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中国青年影像盛典青
春单元一等奖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刘佳慧 19 法学 2020 年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家级 0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三好学生 校级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思政论文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体育文化节个人单摇
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体育
运动委员会

2019 年 军训优秀标兵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武装
部

贺瑞琪 19 级金融系
金融学

2021 年 挑战杯红色专项北京
市二等奖

市级 0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组委会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科研创新三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挑战杯红色专项校级

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
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校级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孟子诺 19 人力资源
管理

2021 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6000 国家教育局

2021 年 第五届中医药主题辩

论赛外卡赛冠军

市级 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服务贸易促进
部

2021 年 2021 年秋季华语辩
论赛北京赛区联赛杯

七强

市级 0 中国华语辩论世界
杯组委会

赵曼序 19 法学 2021 年 “淮海玉龙杯”第三
届全国高校模拟法庭

竞赛优秀审判员

省部级 0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
育研究会、江苏师

范大学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
赛一等奖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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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批改网杯”全国大
学生英语写作大赛三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外语
系、共青团中华女

子学院委员会

2020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2020“外研社国才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
赛校级初赛三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组委会

2020 年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论文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罗斯琪 19 级女性学 2021 年 挑战杯红色专项北京
市一等奖

市级 0 第十一届“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组
委会

2021 年 第 23 届外研社全国

大学生英语辩论赛三
等奖

市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大学生英语辩
论赛组委会

2020 年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
学生英语写作大赛北

京市二等奖

市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组委会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学业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批改网”英语写作
大赛校级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外语
系、共青团中华女

子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挑战杯红色专项校级

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博学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
学生英语阅读大赛校

级三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组委会

2020 年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论文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刘倍暄 19 法学 2021 年 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喜迎建党 100 周

年”党史知识思维导
图之手账绘制活动一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处

2021 年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

语写作大赛校级初赛

校级 0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

英语写作大赛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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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会

2021 年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
语阅读大赛校级初赛

三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
英语阅读大赛组委

会

2021 年 “冬奥竞赛项目”大
PK 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体育
联盟

2020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思政部暑期社会实践
实践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体育文化节健美操项

目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体育

运动委员会

任琨卉 19 网络与新

媒体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创意写作大赛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会

2021 年 暑期社会实践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何晓玙 19 网络与新

媒体

2021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暑期社会实践优
秀成果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王紫千 19 应用心理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

学生英语阅读大赛校
级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彭玉婷 19 网络与新
媒体

2021 年 首都高等学校排球联
赛女子丙组第五名

市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20 年 首都高校第十三届板
球比赛女子组第三名

市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21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青年服务国家”暑
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

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体育文化节排球项目
团体第一名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体育
委员会

2020 年 “外研社 国才杯”

全国英语阅读大赛三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体育文化节排球项目
团体第五名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体育
委员会

宋皓宇 19 级金融系 2021 年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家级 0 高等大学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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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 三等奖 研究会

2020 年 全国大学生组织管理
大赛全国三等奖

国家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挑战杯”红色专项
北京市二等奖

省部级 0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北京市委员
会、北京市科学技

术协会、北京市联
合会

2021 年 “用英语讲故事”北
京赛区

省部级 0 中国教育电视台

2021 年 校级特等奖学金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外研社“国才杯”英
语阅读大赛二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国才杯”
组委会

2021 年 育慧科研创新三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校暑期社会实践优秀
团队、优秀作品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校级二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挑战杯”红色专项

校级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奖学金二等奖学
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思政暑期社会实践二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体育文化节 4×100

校级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批改网”作文大赛

优秀作品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王思娣 19 级金融系

金融学

2021 年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国家教育局

2021 年 第十一届首都大学生
挑战杯红色实践专项

赛二等奖

市级 0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北京市委员

会、北京市科学技
术协会、北京市学

生联合会

2021 年 育慧卓越奖 校级 10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优秀学生干部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第十四届数学建模一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计算

机系

2021 年 中华女子学院第五届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15

互联网➕大学生创业
创新比赛二等奖

院委员会

2021 年 挑战杯红色实践专项
二等奖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育慧贡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科研创新三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至爱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2020 年 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蒙思竹 19 数字媒体
技术

2020 年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国家教育局

2021 年 北京市三好学生 市级 0

2021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单项奖三等奖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计算机设计大赛校级
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军训优秀标兵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崇德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2020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计算机设计大赛校级
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刘丹一 19 级金融系

金融学

2021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科研创新三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挑战杯红色实践专项
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中华女子学院第五届
互联网+大学生创业

创新比赛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共青

团

2021 年 第十一届首都大学生
挑战杯红色实践专项

赛二等奖

市级 0 第十一届“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组

委会

刘欣雨 19 级金融系

金融学

2021 年 第十一届首都大学生

挑战杯红色实践专项
赛二等奖

市级 0 第十一届“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组

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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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挑战杯红色实践专项
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科研创新三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博学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北校区学生会“先进
个人”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创意写作大赛散文组

优秀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会

闫翀宇 19 级文化传
播学院汉语
国际教育专

业

2021 年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国家级 4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
典优秀奖

国家级 0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
协会，首都师范大

学科德学院，中国

文学信息协会

2021 年 党旗下的故事短视频
征集活动暨第六届中

国梦青年影像盛典二
等奖

国家级 0 中国梦•青年影像
盛典组委会

2021 年 外研社国才杯写作大

赛初赛二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

2021 年 “百年党史百年巾

帼”暑期社会实践实
践团队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暑期社会实践成果一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暑期社会实践优秀队
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创意写作大赛团体赛
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会

2020 年 博学之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2020 年 校级二等奖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外研社国才杯阅读大
赛初赛二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干部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学生干部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第七届股神杯模拟炒
股大赛优秀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金融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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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北校区“新时代大学
生的责任与担当”优

秀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北校
区

2019 年 军训优秀标兵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廖诗琪 18 汉语国际
教育

2020 年 育慧书院三等科研奖
学金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书院三等学业奖

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三等学业奖
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19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19 年 外研社英语写作大赛
三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

2019 年 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时付雅男 18 学前教育 2021 年 育慧学业奖学金一等

奖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科研三等奖学金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科研三等奖学金 校级 8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19 年 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19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19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

会

2021 年 育慧卓越奖 校级 10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2021 年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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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

张沁 18 金融 2020 年 育慧科研三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科研二等奖 校级 8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体测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二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三等奖学金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

边宛初 18 法学 2019 年 育慧科研一等奖 校级 1000 育慧书院

2020 年 育慧科研二等奖 校级 800 育慧书院

2021 年 育慧科研二等奖 校级 800 育慧书院

2021 年 育慧创新创业一等奖 校级 5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学业三等奖 校级 1000 育慧书院

2021 年 挑战杯首都大学生科

研竞赛三等奖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
庭比赛二等奖

省部级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19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外研社国才杯复赛三

等奖

省部级 0 外语研究与教学出

版社

2019 年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三等奖

国家级 0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2020 年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二等奖

国家级 0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2021 年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三等奖

国家级 0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尹晴 18 社会工作 2020 年 育慧科研三等奖学金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19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李文琴 18 社会学 2021 年 育慧书院三等学业奖

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19 年 社会工作学院第四届

智行杯学术论坛三等
奖

院级 0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

工作学院

2019 年 社会工作学院魁阁杯
学术作品大赛二等奖

院级 0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
工作学院

2019 年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论文评选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王萍 18 法学 2020 育慧科研创新三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 育

慧书院

2018 中华女子学院第八届

人文知识竞赛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

语阅读大赛校级初赛

校级 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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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g

2020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
语阅读大赛校级初赛

一等奖

校级 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2019 校思辨杯辩论赛季军
最佳辩手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Nice 辩论队

乐可 18 人力资源
管理

2020 年 育慧书院三等科研奖
学金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全国互联网+创新大
赛三等奖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
管理知识竞赛二等奖

省部级 0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部

2020 年 夜跑季平板支撑一等

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体联

刘人宁 18 法学 2020 年 育慧书院科研创新二
等奖

校级 8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二等奖学金 市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优秀团干部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北京市大学生瑜伽集
体比赛一等奖

校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20 年 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团干部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挑战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张宇琦 18 社会工作 2020 年 育慧书院科研创新二
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19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校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管悦瑶 18 法学 2019 年 育慧书院科研创新三
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19 年 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18 年 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体育文化节太极扇比
赛 第一名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8 年 中华女子学院心理剧
大赛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铭记党恩，礼赞百
年”获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8 年 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
优秀奖

省部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王淳 18 人力 2019 年 优秀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优秀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叶蕴涵 18 学前 8班 2020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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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

2020 年 育慧科研创新三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科研创新三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学业三等奖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18 年 优秀团员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优秀班干部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十佳歌手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艺术
团

2019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暑期实践优秀团队二
等奖

校级 0 共青团委中华女子
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三好学生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北京市暑期实践优秀
团队

省部级 0

李姝沛 18 级女性学 2020 年 外研社英语阅读大赛

三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挑战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三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贾敏丽 18 级会计学 2019 年 育慧科研创新二等奖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19 年 育慧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

奖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1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19 年 社会实践论文评选三

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刘佳琪 18 法学 2019 年 育慧书院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书院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书院科研创新三
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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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创新二等奖 校级 8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19 年 明辨杯暨荣校杯辩论

赛选赛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团总
支

2020 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2020 年 北京市瑜伽大集体一

等奖

市级 5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瑜伽比赛一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外研社国才杯阅读竞
赛一等奖

校级 0 外研社

2021 年 中华女子学院挑战杯

二等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妙笔生花写作比赛优
秀奖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冯纪源 18 旅游管理 2020 年 育慧书院学业三等奖

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书院科研创新三
等奖学金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学业三等奖

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科研创新三
等奖学金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19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0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21 年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 0 共青团中华女子学
院委员会

许丽婧 18 汉语国际
教育

2020 年 育慧书院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书院科研创新三
等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奉献奖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学业二等奖 校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谭若玉 18 法学 2019 年 思辨杯辩论赛第一名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

2019 年 优秀共青团干部 校级 0 共青团委中华女子
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北京市第四届北京高
等院校健身舞蹈大赛

街舞项目自编女子大
集体组第一名

省部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020 年 首都高等院校啦啦操

比赛集体街舞乙组第
四名

省部级 0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

协会



22

陈梦琪 18 社会工作 2019 年 育慧书院科创三等奖
学金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18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2018 年 社会工作学院智行杯

二等奖

院级 200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

工作学院

2018 年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三等奖

国家级 0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刘泷心 18 法学 2020 年 育慧书院科创三等奖

学金

校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黄雨童 18 法学 2019 年 育慧奉献奖 院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书院学业三等奖
学金

院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0 年 育慧书院科创三等奖
学金

院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学业二奖学
金

院级 20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21 年 育慧书院科创三等奖
学金

院级 50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

2019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
院

2019 年 校级优秀志愿者 校级 0 中华女子学院团总

支

2020 年 校级一等奖学金 院级 3000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

院

2021 年 校级三等奖学金 院级 1000 中华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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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育慧书院在校学生获奖证书典型示例

郭译濂 第十四届全国计算机设计大赛北京市三等奖

李康霞 国家励志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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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雅全国大学生英语翻译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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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雅 全国高校创新英语挑战赛英语翻译赛

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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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雅 全国大学生英语作文大赛

张鑫国家励志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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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CWU 初赛）

张鑫-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CWU 初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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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秋季华语辩论赛北京赛区联赛杯七强

谢恩琪 第十一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实践”专项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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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恩琪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CWU 初赛）三等奖

全国高校志愿者迎新活动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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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三等奖

2021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三等奖



31

蒙雨亭大学生英语词汇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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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雨亭大学生英语词汇竞赛奖

蒙雨亭知识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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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扬 首都高校第五届瑜伽体式展示比赛与文化交流大会大集体乙组一等奖。

刘子扬 首都高校第四届瑜伽体式展示比赛与文化交流大会大集体乙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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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扬 “百年党史百年巾帼女院讲述”宣讲优秀宣讲团队、优秀宣讲队长、

优秀宣讲队员。

赵宏叶 中国西部数字动漫展与希音学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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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叶 中国国际动漫节声优大赛 十佳选手

李皓妍 第十一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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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皓妍校级首届优秀学生育慧奖

首都高校大学生体育竞赛小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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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雨菲 2021 年第五届普译奖全国大学生翻译比赛英译汉组初赛三等奖

林雨菲首都高等学校第 41届艺术体操比赛 5-8 人纱巾操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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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大学生人力资源技能竞赛全国个人一等奖 AAA 对应全国一等奖

宗晓烨国家级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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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丰 2021、2020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张世丰 2020 年全国大学生组织管理能力大赛决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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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宁奖学金特等奖

刘佳慧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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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瑞琪 挑战杯红色专项北京市二等奖

孟子诺第五届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主题辩论赛外卡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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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诺第 2021 年秋季华语辩论赛北京赛区联赛杯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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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曼序第三届“淮海玉龙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优秀审判员



45

罗斯琪 挑战杯红色专项北京市一等奖

罗斯琪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大赛北京市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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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琪外研社写作大赛北京赛区二等奖

罗斯琪 “批改网”英语写作大赛校级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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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娣 育慧卓越奖

王思娣 第十一届首都大学生挑战杯红色实践专项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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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婷 北京市高校板球比赛女子组第三名

蒙思竹国家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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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一 、刘欣雨第十一届首都大学生挑战杯红色实践专项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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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翀宇《党旗下的故事》短视频征集活动暨第六届•中国梦青年影像盛典

颁奖单位：中国梦•青年影像盛典组委会

闫翀宇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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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付雅男 国家奖学金

时付雅男 育慧卓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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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宛初 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比赛二等奖

边宛初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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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可 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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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薏涵 校级奖学金

张彪 2020 年首届全国大学生配音大赛动漫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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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彪 2021 年第十一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

色实践”专项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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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彪 2021 年第二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北京赛区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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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彪 2020 年首都高等院校啦啦操比赛乙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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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彪 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舞蹈啦啦操三级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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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彪 2019 年“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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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彪 2019 年首都高等院校第 40 届健美操、艺术体操比赛一等奖

张彪 2019 年首都大学生阳光体能热力操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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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彪 2018 年中央民族大学“以爱击艾，责无旁贷“话剧比赛二等奖

宋皓宇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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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皓宇 全国大学生组织管理大赛三等奖

宋皓宇 “挑战杯”红色专项北京市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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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级首届 5位毕业生中 4位获得国际知名大学录取通

知书

爱丁堡大学 unconoffer-周梦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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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L-EDUCATION POLICY AND SOCIETY-金雨蒙

香港中文大学-Application_Result-罗西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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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大学预录取-张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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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过程篇

1.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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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级育慧书院学生开学典礼

2.导师聘任、定期组织由校领导参加的师生交流座谈会、导师经

验交流会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首届导师聘任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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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第二届新生开班暨导师聘任仪式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第三届新生开班暨导师聘任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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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组织由校领导参加的师生交流座谈会

组织导师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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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课程文本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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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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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学生出国（境）内外考察、学习交流活动，组织学生去

联合国相关组织机构交流学习开拓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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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慧书院学生与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交流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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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开展高雅艺术殿堂等美育实践活动

2019 年 5 月，育慧书院组织全体同学前往国家大剧院，观看歌剧

《采珠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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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育慧书院组织全体同学前往国家大剧院，观看《黄河

大合唱》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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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育慧书院组织部分导师和全体学生前往国家大剧院，集

体观看歌剧《刘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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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组织书院学生与高端人士座谈

7. 针对书院学生需要开展名家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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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育慧书院邀请《环球时报》副主编、《人民网》董事谢戎

彬为书院学生做了一场题为《中美角力大背景下的复杂中国——兼谈当代

大学生如何更好适应这个世界》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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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慧书院于 2021 年 4 月举办了第二期名家系列讲座，邀请中国传媒

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博士生导师吴敏苏教授，为全体学生举办以

“沧海桑田七十年，日新月异中国梦”为主题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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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定期组织读书（双语读书）分享会、师生沟通会，阶段性组

织考研分享会、出国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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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书院学生在教图楼举办读书分享活动

2021 年 3 月书院学生在校园一角举办读书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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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书院学生举办线上读书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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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书院学生举办读书分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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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育慧书院举办考研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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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育慧书院举办考研与公务员考试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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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开展心理素质建设

2019 年 11 月育慧书院举办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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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育慧书院举办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讲座

10. 开展学生团建与党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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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外请周婷老师带领 2018 级首届书院同学素质拓展

2020 年 9 月 2018、2019 级书院学生一日团建活动



101

2021 年 10 月 2019、2020 级书院学生一日团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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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书院学生举办党史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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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开设暑期小学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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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开设专业英语课程

书院为学生开设了《国际热点阅读与思辨》、《中西文化比较》、《跨文

化沟通》、《中英笔译实务》、《英语国家概括》、《英语演讲与辩论》、《中英

口译实务》、《学术论文写作》、《英文经典原著》等英语类课程。

13. 单独设计书院级创新与科研项目，并给以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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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慧书院科研训练计划立项项目公示

14. 单独设立书院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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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书院学生参加抗疫等公益劳动

2020 年春季学期线上召开抗疫主题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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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学生计算机专业朱羽佳、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王淳参加了社区支援者服务、法

学专业王萍同学参加了女院支援湖北联合志愿服务团队，法学专业刘佳琪、刘泷心同

学参与法学院疫情法律科普小讲堂活动，身在湖北的尹晴同学参加了湖北省妇联捐赠

组的新闻工作。

2020 年 12 月，育慧书院组织参与北京市昌平区鸥情养老院助老活动。

与其他志愿者一起，为老人包饺子、打扫房间，陪老人聊天，为老人们送

去冬日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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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月，育慧书院 19级王思娣（金融系）参与中华女子学院芳

华支教队，赴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针对流动、留守儿

童群体开展为期 15天的支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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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件与管理制度篇

1.《卓越女性人才培养方案（试行）》

卓越女性人才培养方案（试行）

卓越女性人才即“育慧书院”的学生培养方案。采用“专业

+卓越课程”的培养模式，在设计上体现“灵活性、综合性、创

新性”，兼顾“个性化、卓越化、国际化”。

一、卓越女性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领导能力和国际视野，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专业

能力，有持续强烈的动机并努力成为卓越优秀人才。

二、培养要求

具备专业所要求的素质、知识和能力。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知识要求:掌握领导科学、战略思维、情绪管理、跨文化沟

通等方面的知识。

能力要求: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提出

与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专业研究能力及自我发展能力。

素养要求:具有服务意识、国际视野、远大志向及使自己持

续卓越的动机。

三、课程体系

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课程，按培养素质取向分三大类：

（一）国际视野类课程

1.全英文授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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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国（境）短期学习（一个月以内）。

3.出国（境）一学期及以上的学习交流。

4.其他如出国（境）短期实习、参加大使论坛等。

修读本类课程不少于 6 学分。

（二）领导力发展类课程

1.领导理论知识类课程。

2.领导素质训练类课程。

3.领导能力实践类项目。

修读本类课程不少于 6 学分。

（三）服务及产出类活动

1.开展公益、社会服务活动。

2.参加学科、科技、创新创业竞赛等。

3.主持科研、创新创业项目。

4.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在重要学术会议上交流

论文等。

其他类型的产出。

本类活动内容不少于 8 学分。该部分是重点，知识只有经过

实践才能转化为能力、融入个性。

（四）学分认定

1.理论、实践实训类课程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计分

方式认定。

2. 出国（境）短期的学习（一个月以内），计 2 学分；出国

（境）一学期及以上的学习交流，修读课程根据《中华女子学院

本科生赴国（境）、校外高校学习学籍管理与学分转换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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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进行相应学分认定。

3.出国（境）短期实习如顶岗实习 3 个月计 3 学分。

4.完成一项创新项目 2 学分，完成一项创业实践项目记 3 学

分，作为法人成功注册公司加记 2 学分。

5.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SCI 计 4 学分,CSSCI 计 3

学分，北大中文核心计 3 学分；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计 3

学分，在国内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计 2 学分。

6.完成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计 2 学

分。

7.利用所学专业到社会成功完成一项活动计 2 学分；

8.学科、科技、创新创业等竞赛获得国家级一等奖计 4 学分，

获得国家级二等奖或省市级一等奖计 3 学分，获得国家级三等奖

或省市级二等奖计 2 学分，获得国家级优秀奖或省市级三等奖计

1 学分。

四、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大一，重点进行外语能力提升学习培训

开设专项英语课程，集中进行外语能力提升培训，并鼓励学

生参加托福、雅思考试。为学生出国学习和交流奠定外语能力基

础。

第二阶段：大一结束后的暑期开始，重点实施国际视野类模

块的课程或活动

在如下形式中选择：

1.暑期小学期请国（境）外大学名师来校全英文讲授跨文化

类或领导力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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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暑期赴国外一所大学交流学习 1 个月，含课程学习和社会

实践。

3.选派到国（境）外大学相应专业学习 1 学期的课程。

4.利用暑期到美国某些机构顶岗实习三个月。

该部分内容可延伸至大三。

第三阶段：大二、大三，重点实施领导力发展类课程或活动

在如下形式中选择：

1.开设领导力战略思维类系列名家讲座课程。

2.开展素质发展活动。

3.其他相关活动。

第四阶段：大三、大四，重点实施服务产出类项目内容

1.在导师指导下开展课题研究或专题调查。

2.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

3.用所学专业知识服务社会。

其他服务产出类项目内容会贯穿三年学习的全过程。

五、授课方式与教学方式方法

1.小班制。卓越理论课程以名师名家为主。理论课程授课方

式多为研究式学习、讨论式学习，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教师的关注

与指导，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强化学生的主动意

识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授课时间，北校区通常安排在周末，校本部安排在小学期或

博雅课时间等。

2.导师制。一对一配备专业导师，重点指导学生的专业学习、

社会服务及科研创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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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分与学时要求

参照学校辅修专业的要求，在育慧书院学习必须获得不少于

20 学分。三年内完成规定的学时、学分及相关要求，考核合格

颁发“中华女子学院卓越毕业生”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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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卓越女性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方案（试行）》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卓越女性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方案

（试行）

一、成立育慧书院的宗旨

为响应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号召，推动我校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实施“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计划”，学校拟成立“育慧书院”。

育慧书院定位为中华女子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验基地，女

子学院卓越女大学生培养“特区”。

通过优选本校优秀本科生，制定培养方案，以“专业+卓越

课程”模式进行培养。为此，成立育慧书院作为专门的教育管理

机构，采用“特区”式管理，提供优势资源，配备高水平师资，

培养具有领导能力和国际视野，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专业能力

的卓越女大学生。其主要宗旨是吸引优质生源，激励在校学生，

培养优秀人才，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二、组织管理机构

（一）管理机构

设书院院长和执行院长，成立书院人才培养管理委员会。书

院院长由校长兼任，聘执行院长一名；管委会委员由学校人才培

养委员会主任、书院院长、主管本科教学的副校长、书院执行院

长、教务处长、学生处长、国际合作处处长、2-3 名有一定学术

影响力的教授组成。主要负责审议卓越女性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讨论决策书院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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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机构

育慧书院，设一名执行院长，一名办公室主任，一名行政工

作人员。

执行院长从有管理能力的优秀教授中选拔，任期四年。主要

职责是全面负责书院日常工作；负责制定和实施卓越女性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负责组织书院学生的选拔、考核工作；负责组织书

院导师的选聘及管理等。

办公室主任职责：负责协调沟通相关部门开展书院相关活动；

负责书院学生的管理、书院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

行政工作人员职责：负责学生成绩的认定及存档、书院卓越

证书制作、学生活动考勤、教学及活动安排等事务性工作。

（三）协助部门

教务处：负责协助学分认定、学籍管理等工作。

国际合作处：负责协助邀请国外专家讲学、出国出境交流和

学习、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项目等工作。

学生处：负责协助组织安排学生参于重要的活动项目。

学生所在院系：继续做好该学生本专业的各项管理工作。

三、学生的选拔

面向全校本科生，打破院系、专业界限进行选拔。每年 9 月

从大一新生中，根据高考成绩排名，每个专业的前 10 名有资格

申请，经过英语考试和面试，一般专业根据学生人数多少选 1-2

名，重点建设专业如社会工作、学前教育、女性学和法学可以选

3 名学生，每年选拔大约 40-50 名本科生进入育慧书院。

四、学习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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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学生平时在所在院系学习，育慧书院面授学习和活动通

常安排在博雅课时间或小学期进行。

五、书院学生享有的资源

选拔进入“育慧书院”的学生享有如下资源:

1.设“育慧奖学金”，每年奖励综合考核前 20%的学生，同

时设育慧科研创新奖、育慧领袖奖、育慧社会服务奖等单项奖。

2.优先选拔资助出国交流、学习。有 50%的学生有机会资助

出国交流、学习。

3.享有优质课程，书院开设由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授课课

程。

4.书院学生按 1:1 配备指导导师。

5.优先获批科研项目、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6. 书院学习课程，可替代博雅课程、自由选修课和第二课

堂的学分。

六、导师配备及要求

（一）导师任职条件

导师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且在德、能、勤、绩方面表现优

秀者，尤其是科研方面成绩突出者。

（二）导师职责与要求

主要职责是对书院学生的专业学习和个人发展进行指导。和

学生共同制定个性化发展学习及活动计划；对学生选课和学习方

法进行指导；指导学生阅读专业书籍和开展课题研究；指导学生

考研等。原则上导师每周对学生指导一次。

每位导师指导一名学生，四年中要带学生至少联合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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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学术论文或完成一项课题研究。

（三）导师工作量计算方法

每指导一名学生，按 64 课时/年计入其他工作量，如所指导

学生考核不合格工作量减半。

七、考核

育慧书院学生采取学年淘汰制和学分制，凡学年考核不合格

者退出。年度考核主要指标为学年成绩专业排名不低于前 20%，

低于前 20%则予以淘汰。

毕业要求完成规定的 20 学分，并与导师联合发表一篇学术

论文或获省部级及以上学科、创新创业等竞赛奖。没有达到规定

要求，则不予颁发证书。

八、保障机制

1.同等条件下优先满足育慧书院的经费预算。

2.配置优秀教师，聘请校内外名师授课。

九、附则

本规定自 2018 级学生开始实施；由育慧书院管理办公室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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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管理规定》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管理规定

为响应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号召，推动我校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实施“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计划”，学校拟成立“育慧书院”。

育慧书院定位为中华女子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验基地，女

子学院卓越女性人才培养的“特区”。育慧书院的成立是我校人

才培养上的重大改革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探索一条适合校情、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卓越女性人才培养之路。这项改革也将为

为未来全校范围的国际化教育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建议。

一、成立育慧书院的宗旨

优选本校优秀本科生，制定专门培养方案，成立专门的教育

管理机构即育慧书院。采用书院“特区”式管理，提供优势资源，

创造更多的机会，打造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努力将他们培养成为

具有领导能力、社会责任意识和国际视野，有服务意愿的各行业

领域的领导领军人物。

二、组织管理结构

（一）最高管理机构

书院院长由校长兼任，书院常务副院长由主管本科教学的副

院长兼任，并成立卓越女性人才培养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

任由书记兼任。管理委员会负责卓越女性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实施

的指导、咨询和协调。管委会委员的组成为主任、书院院长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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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副院长、执行院长、教务处长、学生处长、国际合作处处长、

一名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教授。

（二）执行机构

成立独立的书院管理办公室，配执行院长一人，办公室主任

一人，主要负责书院的日常运行管理。

执行院长：选拔一位优秀教授担任育慧书院执行院长。主要

职责：全面负责育慧书院工作；负责设计、组织书院学生的课程

学习、实训和实践等学生发展类活动；负责书院学生的选拔、考

核工作；负责书院导师的选聘及管理。

办公室主任的职责：负责协调沟通相关部门开展书院的相关

活动；负责书院学生的考勤、日常书院管理、成绩认定存档、活

动组织、书院卓越证书制作等事务性管理工作。

（三）协助部门

教务处：负责协助学分认定、学籍管理等工作。

国际合作：负责协助邀请国外专家讲学、出国出境交流和学

习、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项目等工作。

学生处：负责协助组织安排学生参与高层次的活动项目。

学生所在院系：继续做好该学生本专业的各项管理工作。

三、学生的选拔

（一）选拔范围

面向全校本科生，打破院系、专业界限进行选拔。一年级第

二学期末学生即可申请加入该培养计划，进入选拔程序。每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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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20 名左右的本科生。

（二）选拔时间及小组构成

每年 5 月份开始报名，并组织面试。由主管教学的校领导，

育慧书院执行院长、教务处、学生处、国际合作处、北校区的主

要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组成选拔面试小组。

（三）选拔条件

申请者要具备以下条件：

1.政治思想端正，品行良好。

2.一年级上学期的成绩 GPA 要 3.5 以上。

3. 一年级上学期的英语成绩要 85 分以上，或托福成绩 90

分以上、雅思成绩 5.5 分以上。

4.目标明确，有服务意愿、有领导能力。

5.主动提出申请，并通过选拔测试。

（四）选拔说明

首先学生提出申请，提交一份不少于 2000 字的人生目标规

划书。同时，提交一份所属院系教师的推荐信。选拔学生时重点

考察内容：专业志向、创新精神、领袖气质、公民意识和外语水

平。其中，领袖气质指处于团队中的人所应有的忘我奉献的热情

和力担责任的气魄。公民意识指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所应有的

国际视角和社会责任感。

四、学习时间安排

书院学生平时在所在院系学习，育慧书院面授学习和活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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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通常安排在暑假或小学期、周末等。在学生国际视野培养方面，

可采用更为灵活的安排方式。

五、设立导师制

（一）导师任职条件

导师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且在德、能、勤、绩方面优秀者，

尤其是在科研方面成绩突出者。

（二）导师职责与要求

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发展活动；对学生的课程

选择和学习方法进行指导；指导学生阅读专业书籍和开展课题研

究；指导学生考研等。

每位导师指导一名学生，三年中要带学生至少联合公开发表

一篇学术论文。一年每指导一名学生按 32 课时其他工作量计酬，

如所指导学生考核不合格工作量减半。

六、书院学生享有的资源

“育慧书院”的学生有如下优先机会:

1.设立“育慧奖学金”，每年奖励综合考核前 20%的学生，

并且还设单项的科研创新奖、领袖奖、社会服务奖等。

2.优先选拔资助出国交流、学习。

3.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授课。

4.优先获得转专业的机会。

5.优先获批科研项目、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6.组织策划的重要活动项目可获得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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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优先跨专业选修其他院系的本科课程。

8.优先推荐参与学校组织的高层次活动项目。

9.书院学习课程，可替代博雅课程、自由选修课和第二课堂

学分。

七、考核

“育慧书院”学生采取学年考核淘汰制度，只进不出。凡学

年考核不合格则予以退出。两年结束考核合格的学生，则颁发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证书。

第二、三学年考核最低要求如下：

1.每年完成不少于 6 学分；

2.外语课成绩不能低于 85 分；

3.执行院长、指导教师的综合评价不低于 85 分；

4.课程计划中至少有一项一次获得 3 学分以上的项目；

5.不能出现有违纪或考试不及格的现象；

6.不能超过两次以上（不包括两次）无故不参加书院规定的

任务。

以上 6 项前两年每年只要出现一项则予以退出。

毕业前考核要求三大类课程中每类规定的学分修完，同时完

成全部 20 学分的任务，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则不予颁发证书。

八、保障机制

1.同等条件下优先满足育慧书院的经费预算。

2.配置优秀的教师，聘请校内外名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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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则

本规定自 2017 级学生开始实施；由“育慧书院”管理办公

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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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

一、总则

为响应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号召，推动我校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以“专业+卓越课程”的培养模式实施“卓越女性人才培

养计划”。加强学生专业能力培养，指导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和深

度学习，科学规划大学的学习和发展，为学生能进入知名高校继

续深造，未来在专业领域成为有影响力的卓越女性人才，学校决

定对育慧书院学生实施专业导师制。根据《中华女子学院“育慧

书院”卓越女性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方案（试行）》，特制定导师

管理办法。

二、导师任职条件

要求导师具有良好的师德风范、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度的责

任意识、深厚的学术造诣，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德、能、勤、

绩方面表现优秀，尤其是学术研究方面成绩突出。

（一）思想政治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业。具有严谨的

治学态度、良好的科学道德，能认真履行指导教师的职责。

（二）专业技术职务和学历

来校两年以上且已取得博士学位的专业教师，身体健康。

（三）教学与科研能力

教学效果良好，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善于指导学生专业

学习研究，能指导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专业学习及发展计划。

三、导师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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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教师申请及专业院系推荐相结合、育慧书院领导小组审

核方式，从校内专业教师（也包括在院系内部兼任行政领导职务

的教师）中遴选，指导育慧书院中本专业的学生。

（一）教师申请及院系推荐

教师提出个人申请，并填写《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指导教

师申请表》。

（二）审批

育慧书院组织评审，决定聘用指导教师，并对结果进行公示

（5 天）。正式聘任的导师将颁发聘书。

四、导师职责与要求

（一）导师的主要职责是对书院学生的专业学习和个人发展

进行指导，帮助学生解答专业学习和个体发展上的疑惑。导师和

学生共同制定个性化发展学习及活动计划；对学生选课和学习方

法进行指导；指导学生阅读专业书籍和开展课题研究；指导学生

出国和考研等。

（二）原则上导师每周对学生指导一次，可以微信、QQ、邮

件等方式指导，每学期当面指导不少于 10 次。

（三）导师与学生共同制定每学期的活动计划，提出对学生

的具体要求，确定联系方式以及约见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四）导师每学期期末检查计划落实情况，引导学生总结经

验教训，布置假期任务。

（五）导师应填写导师指导记录，收集保存要求学生完成的

书面材料，如学习计划、学习心得等，作为导师履行岗位职责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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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学期末撰写指导工作总结。

（七）三年指导过程中要带学生至少联合公开发表一篇学术

论文或完成一项课题研究。

五、导师考核与奖惩

（一）导师每指导一名学生，按 64 课时/年计入其他工作量，

并根据人事处绩效工资制度中应完成课时任务标准计算课酬，每

学期计算一次课酬。

（二）根据导师指导记录，指导工作量少于规定时数的三分

之一，工作量减半计算。

（三）每学期末做学生满意度调查，并对满意度进行测评

（5 分制）。

（四）学生反馈意见大、满意度低（低于 3 分）的教师将会

根据考核解除聘任关系。

（五）所指导的学生毕业时如果考上国内外知名（国际排名

前 100，国内 985 高校）大学的研究生将给予教师 1000 元的奖

励。

本办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育慧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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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指导教师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院 系 专 业 职 称

职务 来校时间 联系电话

研究领域

个人申请理由

近三年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突出业绩（如期刊论文、专著、课题等）：

院系推荐意见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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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导师指导工作记录表

指导时

间

指导地

点

指导方式

（当面、微信、电话等）

指导内容：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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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学年工作总结

5.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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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学生管理细则（试行）》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学生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响应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

号召，推动“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本细则只适用于

在我校选拔进入“育慧书院”（以下简称书院）接受教育的学生。

第二条 书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具有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具有领导能力和国际视野，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专业能

力的卓越女大学生，是中华女子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验基

地，是卓越女大学生的培养“特区”。

第三条 书院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教育和引导学生

承担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国

际视野和实践能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自我拓展、自我监督。

1. 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第四条 学生在书院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书院人才培养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书院提

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二）可以申请“育慧奖学金”；

（三）优先接受校内资助出国交流、学习；

（四）享有由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开设的优质课程；

（五）优先获批科研项目、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第五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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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管理规定；

（二）遵守书院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

（三）恪守学术道德，完成规定学业，参加书院教育教学计

划规定和统一安排组织的活动，完成书院规定的学业、实践、研

究任务；

（四）按规定履行获得奖学金及科研项目的相应义务；

（五）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和行为习惯。

第三章 学习年限、考核目标及考勤

第六条 育慧书院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以修满 20 个学分为

考核目标。

第七条 育慧书院学生如有特殊原因（生病、不可抗力、需

要保留入学资格等）不能按时参加课程学习的，由书院管理委员

会评估决定是否继续留院学习。

第八条 育慧书院针对课堂讲授、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等教

学环节，都要进行考勤，学生因故不能参加，在遵守学校相关规

定的前提下，必须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在书院与本专业院系活动

发生冲突时，以书院活动优先。未准假不出勤、超假者或者迟到

早退者，均视为旷课。学生旷课时间按每天 8 学时计算。累计

达到 16 个学时视为自动放弃书院学习资格。

第九条 学生因病请假应有学校医务中心或二级甲等以上医

院证明并向育慧书院履行请假手续。学生一般不准请事假或公假。

有特殊原因必须请事假或公假时，应向育慧书院办理请假手续。



133

学生请假的相关材料应由育慧书院留存备查。

第四章 课程修习与淘汰

第十条 书院立足培养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勤于学习

的态度，严谨的科研能力，卓越进取的团队精神，树立精诚向上

的书院学风。

第十一条 完成“卓越女性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要求。

第十二条 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可采用笔试(闭卷

或开卷)、口试、口笔试结合等形式，具体根据课程教学大纲执

行。

第十三条课程成绩一般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等综合评

定(成绩所占比例根据课程教学大纲执行)。

第十四条 育慧书院学生采取学年淘汰制，凡出现成绩不合

格（包括本专业和书院所有的课程）、以及任何学术不端和违纪

行为，一旦发生将终止书院学习。

第五章 奖励与处分

第十五条 按照《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

（试行）》评选育慧书院奖学金、育慧科研创新奖及育慧卓越奖。

第十六条 学生其他行为受《中华女子学院学籍管理实施细

则》及学生手册上相关规定约束。

第十七条 考试违纪、作弊学生按《中华女子学院学生考试

违规的认定及处理办法》执行。

第六章 毕业

第十八条 在规定的年限内完成《卓越女性人才培养方案》

中所规定学时、学分及相关要求，考核合格颁发“中华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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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毕业生”证书。完成英语双学位课程要求同时颁发英语双学

位证书。

第八章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适用于我

校育慧书院的学生。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育慧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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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试行）》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试行）

为激励育慧书院学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积极进取，在德

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和书院的实际

情况，特拟订本办法。

第一条 育慧书院奖学金由学校出资设立，同时设立育慧学

业奖、育慧科研创新奖、育慧奉献奖三项单项奖，用于奖励育慧

书院中的优秀学生。

第二条 育慧书院奖学金评定工作由育慧书院全面负责，育

慧书院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条 育慧书院奖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第四条 育慧学业奖等级、评奖比例和奖金标准：

1.一等奖学金，每年级 1 人， 5000 元/人；

2.二等奖学金，每年级 3 人， 2000 元/人；

3.三等奖学金，每年级 5 人， 1000 元/人。

第五条 育慧学业奖的具体申请条件：

综合素质突出，学习成绩优秀，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在

育慧书院课程学习中，课堂表现优秀，认真听讲，积极与老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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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课堂作业按时高质量提交；出勤率在 95%以上，不存在无故

缺勤情况。主修专业的课程 GPA 达到 3.8 分以上，书院英语平均

成绩 95 分以上可以申请一等奖学金；主修专业的课程 GPA 达到

3.7 分以上，书院英语平均成绩 90 分以上可以申请二等奖学金；

主修专业的课程 GPA 达到 3.5 分以上，书院英语平均成绩 88 分

以上可以申请三等奖学金。

第六条 育慧科研创新奖的具体申请条件：

创新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突出。与导师联合发表学术论文，

撰写学术著作或参加省部级及以上学科、创新创业等竞赛及其他

能够体现科研创新能力的表现和成果。按照以下各项指标及评分

标准，获得 10 分以上可获得一等科研创新奖，奖金 1000 元；5-

9 分获得二等科研创新奖，奖金 800 元，2—4 分获得三等科研创

新奖，奖金 500 元。

（1）学术论文评定标准

承担工作 刊物级别 分值

第一作者

北大核心期刊及 CSSCI 来

源期刊
10

一般学术期刊 5

报纸、杂志类 3

第二作者

北大核心期刊及 CSSCI 来

源期刊
5

一般学术期刊 3

报纸、杂志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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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顺序作者

北大核心期刊及 CSSCI 来

源期刊
3

一般学术期刊 2

报纸、杂志类 1

注：

1.作为第二作者与导师合发学术论文认定为第一作者。

2.学术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等专业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或

被《新华文摘》转载的，可加 10 分。

3.学术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可加 5 分。

1. 项目或课题评定标准

承担工作 级 别 分值

主持

省部级、司局级及以上项目

或课题
8

校级项目或课题 4

参与 校级及以上项目或课题 2

注：司局级项目包括北京市教工委、北京市社科联合会等北

京市厅局级单位批准立项、向我校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及全国妇

联下属各司局级单位委托的项目等。

（3）被采纳的研究报告评定标准

承担工作 级 别 分值

第一作者
省部级、司局级及以上 5

企业或机构 3

第二作者
省部级、司局级及以上 3

企业或机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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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顺序作

者

省部级、司局级及以上 2

企业或机构 1

（4）学术活动评定指标及标准

指标 分值

参加本专业领域的学术会议，并做主题发言 2

论文被收入本专业领域的学术会议论文集 2

（5）获得创新创业竞赛及体现科研创新能力的学科竞赛名

次

指标 对应奖项

国家级各等级奖项 科研创新奖一等奖

北京市级一等奖 科研创新奖二等奖

北京市二三等奖 科研创新奖三等奖

第七条 育慧奉献奖的具体申请条件：

具有突出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具有

良好的为学校和社会服务意识，具有卓越的奉献精神。在书院的

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由书院全体学生选举产生，人数 4 人,

奖金 500 元。

第八条 育慧书院奖学金的评定程序：

1.个人申请；

2.评审委员会评议；

3.审核并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

第九条 育慧书院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择优的原则。



139

第十条 获得各单项奖的，颁发学校统一印制的获奖证书；

并将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

第十一条 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评选资格：

1.学年内受各种纪律处分；

2.学生参加书院活动或讲座出勤率低于三分之二包括请假在

内。

3.其他特殊情况。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育慧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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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学生科研训练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中华女子学院

育慧书院科研训练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为实现卓越人才的培养目标，增强学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

规范育慧书院科研训练项目的组织和管理，充分发挥项目实施在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育慧书院学生科研能力训练等方面的作用，

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项目目标

实施育慧书院科研训练项目，旨在推动育慧书院学生科研活

动的开展，产生一批科研成果，培养学生的研究与实践能力。

第二条 项目类型

育慧书院科研训练项目包括课题研究、项目设计、创业实践

三类。每位学生限报 1 项。鼓励学生以书院导师研究项目为基础，

结合专业和学科发展，自拟研究课题或项目设计。

第三条 项目组织管理

(一)育慧书院成立科研训练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

组”）。

(二)工作小组是项目的管理与实施机构。工作小组组长由执

行院长陈曦担任，成员由教务处处长及部分书院导师组成。工作

小组负责组织项目申报、评审、检查、验收、成果评比、展示、

评奖的协调与组织；书院导师指导科研训练项目的工作量和学生

学分的认定；监督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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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各种困难；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做好本部门项目的选拔、

推荐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项目申报

(一)申报周期：书院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项目申报。

(二)申报对象：面向育慧书院全体学生，以二、三年级学生

为主开展。四年级学生若前期参与科研训练项目，且项目进展情

况良好，在项目继续受到资助时可继续参与该项目的相关研究与

实践工作；项目参与学生毕业后，若该项目继续进行，可以继续

参与项目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但不作为项目负责人。

(三)项目申报人数要求：项目负责人为书院学生，参与人数

不超过 5 名，亦可独立完成。

(四)项目指导教师：书院导师为项目指导教师。导师要求具

有创新精神、较强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完成以下任务：指导学

生填写项目申报书，引导学生进行资料检索，指导学生制定研究

方案；指导学生进行项目研究，组织学生交流讨论和阶段检查，

指导学生填写研究记录和研讨会议纪要等项目过程记录，引导学

生自主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指导学生统计项目数据，撰写项

目报告和研究论文；指导学生正确使用项目经费。

(五)项目申报程序：学生在书院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中华女

子学院育慧书院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申请书》的填写，经书院导师

签字确认后提交到工作小组进行审核。

第五条 项目评审

工作小组组织专家召开项目评审会等项目评审活动，确定入

选项目名单，经书院领导批准，公示后确定立项，视同校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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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推荐参加国家级和北京市项目申报。

第六条 项目实施

(一)项目立项后，项目负责人应签定《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

院科研计划训练项目合同书》。项目负责人按照合同书规定的时

间和内容启动项目，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二)项目期限：科研训练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 1-2 学期。

(三)工作小组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对各项目提出

继续进行或终止进行的意见，并对提出变更内容的项目进行裁定。

第七条 项目变更

项目立项后原则上不得变更。有以下三种情况，经书院导师

同意后，提交《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科研训练计划项目变更申

请表》，报项目管理办公室审批，审批通过后项目可变更。

(一)项目实施情况表明，项目组成员不具备按原计划完成研

究任务的条件和能力或项目组成员因个人因素不能正常进行研究

工作，需变更项目组成员。

(二)若由于客观原因需要提前或延期结题，需变更项目完成

时间。

(三)若导师因出国、工作变动、健康等情况不能正常进行研

究工作，需变更指导教师。

第八条 项目验收

(一)验收要求：项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结题，结题时要求提

交《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科研训练项目结题报告书》，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相关原始材料，项目成果（包括论文、设计、专利、

成果实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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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方式：工作小组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验收、答辩和

审核。

(三)验收结论：验收专家组须给出验收“优秀”、“良好”、

“合格”、“不合格”的结论。

第九条 项目奖惩

(一)通过结题验收的学生，可取得相应的学分，具体认定参

照《育慧书院人才培养方案暂行规定》执行。

(二)无故或无正当理由不开展项目研究或在预定时间内不能

完成项目任务，书院视具体情况给予通报批评或追缴资助经费。

第十条 项目保障

(一)学校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各类实验室和校内外实践基

地向参与项目的学生免费开放。

(二)学校搭建学生交流平台，支持学生参加各类校内外学术

会议，为学生科研训练提供交流经验、展示成果、共享资源的机

会。

第十一条 项目资金管理

(一)项目经费数额：科研训练项目所申报经费数额在 5000-

10000 元之间。

(二)项目经费使用范围：设备费、材料费、调研差旅费、会

议费、国内/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

事务费、专家咨询费等。项目经费不得用于购置大型仪器设备。

项目经费用于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的，项目成

果必须注明“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科研训练资助”及项目编号

等字样。



144

(三)项目经费下拨方式：分两次下拨，项目启动时下拨 50%，

通过中期检查后下拨剩下的 50%。未通过中期检查的项目停止资

助经费。

(四)报销程序：报销单据必须由项目负责人、书院导师签字

后到财务处报销。具体报销要求遵照学校财务相关制度执行。

(五)对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的项目，书院将视情节轻重

收回部分或全部资助经费，扣除学生已取得的学分，并予以勒令

退学决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育慧书院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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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学生境外学习方案（试行）》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学生国（境）外学习方案

为培养具有领导能力和国际视野，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专

业能力，有持续强烈的动机并努力成为卓越女性人才，育慧书院

对学生采取“专业+卓越课程”模式进行培养。依据《卓越女性

人才培养方案》中相关要求，书院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设立重点

实施国际视野类模块的课程和领导能力发展的课程，并计划开展

不同形式的国（境）外交流学习。

一、国（境）外短期交流计划：学生在书院学习的三年中，

保证有一次出国（境）外学习交流的机会，利用假期或实践周组

织学生进行国（境）外短期研修学习交流，行程一周左右，每学

年 30 人次左右，初步预算 60 万。

二、小学期国（境）外学习计划：利用暑期的小学期期间赴

国（境）外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或者某学科（专业）具有较高的

学术声誉和地位、课程水平的大学交流学习 2—6 周，含课程学

习和社会实践，在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由书院选派 10 名左

右学生外出学习，每学年组织一次，初步预算 60 万。

三、学期或学年国（境）外学习计划：选派优秀学生赴英、

美等高校参加学期或学年课程学习，在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

选派 3—5 名学生，经费预算 20 万/人，合计 60—100 万/年。

以上交流学习项目的学籍管理及学分转换参照《中华女子学

院本科生赴国（境）、校外高校学习学籍管理与学分转换管理办

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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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专题讲座课程方案（试行）》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专题讲座方案

一、时间：周二下午 3-4 点，预计 8 次

二、地点：主楼 137

三、学分：1 学分

四、目标：为了实现“专业+卓越课程”的培养目标，培养

具有领导能力和国际视野，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专业能力，有

持续强烈的动机并努力成为卓越女性人才，书院在学生培养过程

中，基于内容和形式创新，将构建灵活多样的专题讲座体系。

五、知识点：

（一）知识要求:掌握领导科学、学术写作、跨文化沟通等方

面的知识。

（二）能力要求: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专业研究能力及自我发展能力。

（三）素养要求:具有社会责任感、远大志向、国际视野、信

息素养以及持续卓越的动机。

六、内容：

（一）自我发展能力（生涯规划、传统文化、艺术素养等）

（二）沟通与表达（演讲与表达）

（三）信息素养（信息筛选、数据收集、分析与输出）

（四）科研项目（学术研究、课题申报、学术论文写作发表）

等

（五）时事热点（妇女、性别、公益、社会发展等）

七、主要教学方法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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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讲座与实践

八、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要求：

考查，提交心得体会、学术论文、研究报告、项目设计中任意

一种，根据完成情况给出优、中、良、不及格四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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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导师指导笔记本（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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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相关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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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篇

（一）在亚洲女子高校领导人论坛上分享卓越人才经验

亚洲女子高校的机遇与挑战

——首届亚洲女子高校领导人论坛

日程安排

2019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14 日

时间 活动 负责人/ 场地

4 月 10 日（星期三）

09:00 – 18:00与会者到达

18:00-18:30 签到和破冰活动

18:30 – 20:30欢迎晚宴
南京古南都饭店

三楼文星汇厅

4 月 11 日（星期四）

08:35 在酒店大堂集合，一起步行前往金陵女子学院 酒店大堂

09:00 – 09:30
开幕式

王颖博士 (复旦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亚联董董事)
金陵女子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代表

南师大专家楼

09:30 – 11:00
主题:
概述: 亚洲 女性领导力和高等教育

主持人：
Dr. Mercy

PUSHPALATHA,（亚联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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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IM Heisook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校长)
张李玺院长 (汕头大学淑德书院院长)

南亚项目顾问）

11:00 – 11:30集体照和茶歇

11:30 – 12:30
座谈小组 I: 西方女子学院的角色转变

Ms. Michele OZUMBA (女子学院联盟主席)
Dr. Nirmala RAO (亚洲女子大学副校长)

主持人：

黄慧贞博士（亚联董项目副

主席）

12:30 – 14:00午餐 南师大敬师楼

14:00-14:45 校园参观（参观随园校区与吴贻芳纪念馆，集合点：南师大专家楼）

15:00 – 16:15

座谈小组 II: 亚洲女子高校的角色转变

Dr. Rosario O. LAPUS (菲律宾米莱姆学院院长)
Dr. Usha GODWIN (印度莎拉塔克学院院长)
Dr. Eiko KATO-OTANI (大阪女学院大学校长)

主持人：

Dr. KIM Heasun
（Scranton女性领导中心主

任）

16:15 – 16:45茶歇

16:45 – 18:15闪亮的故事：领导人历程分享
主持人：

Dr. Hope ANTONE,（亚联

董东南亚项目官员）

18:30 - 19:30 晚餐
南师大敬师楼

4 月 12 日（星期五）

08:35 在酒店大堂集合，一起步行前往金陵女子学院 酒店大堂

09:15 – 10:30

未来的教育发展 I：数字时代的女性教育

王周绮华博士 (香港浸会大学全人教学中心主任)

回应人：

Dr.Christianna SINGH(印度多克夫人学院院长)

主持人：

熊舟

（亚联董项目主任）

10:30 – 11:00茶歇

11:00 – 12:30

未来的教育发展 II：女性教育与企业家精神

凌浩云先生（汇丰-社联社会企业商务中心首席顾问）

回应人：

苏萌娜博士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院长)

主持人：

袁月兴博士

（亚联董东北亚项目主任）

12:30 – 14:00午餐 南师大敬师楼

14:00 – 15:30

高校发展经验分享 I：组织策略

Dr. Nirmala RAO (亚洲女子大学副校长)

Dr. Lilian I. JASPER(金奈女子基督教学院校长兼秘书)

Dr. Virginia Ramos FORNIAS (圣斯科拉斯提卡学院教务处副院长)

回应人：

Dr. NGO Thi Phuong Lan (越南国立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校长)

主持人：

Dr. NGO Thi Phuong Lan

(越南国立大学社会科学与

人文大学校长)

15:30 – 16:00茶歇

16:00 –
17:30

高校发展经验分享 II： 课程改革与第二课堂

Dr. CHUN Hei-Jung (首尔女子大学校长)

Sr. Rosy JOSEPH (斯特拉玛丽斯女子学院院长)

王练教授(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实施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计划，提升

主持人：

Dr. Nithila
（圣克里斯托弗教育学院校

长兼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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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领导力

回应人：
Dr. Nithila DEVAKARUNYAM
(圣克里斯托弗教育学院校长兼秘书)

17:30 – 18:00当天总结

主持人：

Dr. Mercy
PUSHPALATHA,（亚联董

南亚项目顾问）

18:00 - 自由时间

4 月 13 日（星期六）

08:35 在酒店大堂集合，一起步行前往金陵女子学院 酒店大堂

09:00 – 10:30发展策略工作坊 I：教学、研究及服务创新

主持人：

Dr. Betty C. CERNOL-

McCANN, （西里曼大学校

长）

10:30 – 11:00茶歇

11:00 – 12:30发展策略工作坊 II：打造与提高女子教育水平：经验教训与困境

（暂定）

主持人：
Dr. Carmen VALDES

(Pinky)（圣母学院校长）

12:30 – 14:15午餐

14:15 –16:30 亚洲咖啡馆：优势与资源的分享合作

主持人：

Dr. Hope ANTONE（亚联

董东南亚项目官员）

16:30-17:00 茶歇

17:00-17:30 闭幕式：女性教育的未来
主持人：

黄慧贞博士

（亚联董项目副主席）

18:00 – 19:30晚餐 南京夫子庙

4 月 14 日 （星期日）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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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第二届全球女性发展论坛分享经验与做法

第二届全球女性发展论坛 暨纪念北京世妇会 25 周年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回顾、反思与展望

——纪念北京世妇会 25 周年

平行论坛一：

脱贫攻坚与妇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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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二：

社会治理中的妇女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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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三：

“女性•媒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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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四：

为女性提供平等优质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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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我校交流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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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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