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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2014〕52号 

 

 

各学院、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14 年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推

荐工作的通知》（教学[2014]30 号）精神，我校开展了校级

“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推荐工作，目前项目审核工作已完成，

现予以公布，并将相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总体情况 

今年计划建设校级“质量工程”24 类项目，共有 26 个

学院及相关教学单位推荐 24 类项目 374 项，其中质量工程

项目 282 项，教学改革项目 92 项。经审查，符合建设内涵

和要求的项目 352 项，其中质量工程项目 261项，教学改革

项目 91项，现予以立项。 

二、立项情况 

经审查，予以立项建设的项目类别及数量有：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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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4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7项；基础学科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基地 1 项；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4 项；教学团队 43

项；教学名师培育 17 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10 项；特

色专业 4 项；重点专业 1 项；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3 项；

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专业 1 项；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2

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6 项；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9

项；大学生学科竞赛计划 17 项；精品资源共享课 21 项；精

品视频公开课 6 项；专业核心课程群 9 项；通识教育课程 8

项；全英课程 22 项；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3 项；精品教材 30

项；学院自设项目 13 项；教学研究改革项目 91项。具体立

项建设项目见附件。 

三、项目管理 

本次立项项目仅为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项目建

设期满后需参加学校组织的结题验收，只有结题验收通过的

项目才会被发文认定为校级“质量工程”项目。项目建设或

研究时间除教学[2014]30号中指定项目的规定时间外，其他

项目一般不超过 3 年，教改项目一般不超过 2年。 

今后推荐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将一律在校级“质量工

程”项目或建设项目中择优推荐，本次立项项目将作为今后

推荐省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储备项目。 

各单位须为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积极有利的条件，并加

强项目的日常监管，定期开展项目检查和项目间的交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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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并妥善解决各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各项

目负责人紧抠项目内涵和建设要求，按照建设任务书积极开

展建设研究工作，及时在工作实践中应用和检验建设研究成

果。各项目须合理使用项目经费，确保研究进度，按要求接

受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按质保量完成预期任务，争取在教

学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形成特色，在全校产生良好的应用示

范辐射效应。 

四、经费安排 

（一）分配原则 

1. 坚持学校整体统筹划拨与学院自主分配相结合。

2014年全校共统筹安排校级本科“质量工程”建设经费 230

万元，以打包的形式整体拨付给各学院，由各学院根据本单

位的“质量工程”建设重点自主分配各项目建设经费。 

2. 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综合考虑各单位在校本科生人

数、公共课教学、2014 年校级项目申报情况和 2014 年省级

“质量工程”立项情况等因素，进行校级本科“质量工程”

建设经费分配。 

（二）分配办法 

2014年校级“质量工程”建设总经费的 85%根据学院本

科办学规模和今年申报的校级“质量工程”项目数进行拨付，

15%根据 2014年省级“质量工程”的立项情况用于奖补。 

（三）经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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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质量工程”建设经费主要用于 2014年立项的校

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和教学改革项目的研究与实

践，学院也可根据教学建设与改革需要，安排部分经费用于

资助学院自设的院级“质量工程”项目。 

（四）经费管理 

1. 校级“质量工程”建设经费按各学院设立专门账号，

学院经费负责人为主管教学院长，由学院分配给各项目负责

人，各项目请款报账时须由本单位主管教学领导签字，学院

盖章。 

2. 校级“质量工程”建设经费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学

校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涉及资产采购的须按照相关招标采购

的流程进行，“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经费支出范围一般为以

下用途：资料复印、文件汇编、方案论证、评估、评审、监

督检查、验收、计划协调、调研、会议、交流、资源建设、

信息管理、人员培训等活动支出的费用，人员酬金等费用不

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15%，且不得发给项目负责人及其他项

目参与人员。 

3. 各单位校级“质量工程”建设经费使用周期为项目

建设周期，各单位应敦促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题前合理使用

经费，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执行效果，在项目结题验收后

若仍有经费未使用完毕，学校将一律收回，且不再下拨。 

附件不随文印发，请在学校主页部门通知或教务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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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中下载。 

 

附件： 2014年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立项一览表 

 

 

教  务  处 

2014 年 11 月 12日 

 

 

 

 

 

 

 

 

 

 

 

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14年 11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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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 年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立项一览表 

 

1、协同育人平台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负责人 负责人 

1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协同育人平台 徐福荫 

2 城市文化学院 文化产业核心人才孵化创新平台 朱鮀华 

3 公共管理学院 
基于政校合作的“双创型”公共管理人才培

养平台 
于刚强 

4 地理科学学院 资源环境与信息科学协同育人（实践）平台 李卫红 

 

2、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化学与环境学院 化学相关专业创业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 南俊民 

2 教育科学学院 
特殊教育专业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践 
李闻戈 

3 软件学院 
多元化、复合型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践 
余松森 

4 职业教育学院 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陈伟、蔡俊兰 

5 地理科学学院 
理工结合型地理信息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 
赵耀龙 

6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城跨学科大类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实

验区 
徐向龙 

7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电信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郭亮 

 

3、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物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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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软件学院 
“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卓越软件工程师研究

与实践 
曾碧卿 

2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物理教师教育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与实施 王笑君 

3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卓越新闻人才培养计划 黄慕雄 

4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卓越教师综合培养模式 张正栋 

 

5、教学团队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法学院 刑法学教学团队 郑鹤瑜 

2 法学院 法律微格教学教学团队 赵 利 

3 法学院 双语、全英课程教学团队 曾二秀 

4 化学与环境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教学团队 陈红雨 

5 化学与环境学院 物理化学专业课程教学团队 南俊民 

6 化学与环境学院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团队 胡小刚 

7 化学与环境学院 结构化学教学团队 许璇 

8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课程与教学论教学团队 黄甫全 

9 教育科学学院 公共课教育研究方法教学团队 齐梅 

10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分析教学团队 刘名生 

11 数学科学学院 数据挖掘教学团队 李乡儒 

12 体育科学学院 “三大球”体育教学优秀团队 郭永波 

13 职业教育学院 职业教育学教学团队 陈伟  叶欣 

14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电子电路实践教学团队 钟清华 

15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物理科学仿真与数值计算教学团队 韩鹏 

16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信号系统与处理教学团队 李军 

17 计算机学院 数据库技术教学团队 汤庸 

18 旅游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蔡晓梅 

19 旅游管理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李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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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方远平 

21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传播学基础课教学团队 黄慕雄 

22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新闻学基础课教学团队 罗昕 

23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在线学习与混合学习”公共课教学团队 焦建利 

24 城市文化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团队 廖素娟 

25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语言学教学团队 刘鸿勇 

26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美文学教学团队 郑小冬 

27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翻译专业教学团队 周小玲 

28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大学英语文化通识教学团队 张革承 

29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勷勤创新班大学英语教学团队 刘巍巍 

30 政治与行政学院 “政治学原理”教学团队 王金红 

31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教学团队建设 张松 

32 心理学院 “心理统计学”教学团队 张敏强 

33 心理学院 “普通心理学”教学团队 陈俊 

34 文学院 文学理论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段吉方 

35 文学院 古代汉语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谢洁瑕 

36 文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教学团队 姚玳玫 

37 文学院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创新团队 孙雪霞 

38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团队 张来仪 

39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群教学团队 肖自力 

40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电类大学生立体实践教学团队 郭亮 

41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纤通信与传感教学团队 黄旭光 

42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电学院实验与课外创新活动教学团队 张准 

43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量子科学专业基础课程群”教学团队 张智明 

 

6、教学名师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法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侯巍 

2 化学与环境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卢平 

3 化学与环境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胡小刚 



-9- 
 

4 教育科学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郑福明 

5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张军鹏 

6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钟清华 

7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李丰果 

8 计算机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单志龙 

9 计算机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金京林 

10 公共管理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陈友芳 

11 生命科学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何风华 

12 地理科学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钟  魏 

13 心理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郑希付 

14 文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周小蓬 

15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徐向龙 

16 历史文化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黄珍德 

17 历史文化学院 教学名师培育 张淑一 

 

7、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化学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方战强 

2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钟柳强 

3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专业 胡小勇 

4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类专业 张学波 

5 教科院 学前教育专业 张博、李思娴 

6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专业 董标 

7 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专业 陈友芳、薛捷 

8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GIS）专业 樊风雷 

9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专业 刘学兰 

10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罗燕 

 

8、特色专业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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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管理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李爽 

2 政治与行政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蓝宇蕴 

3 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 刘洪杰 

4 国际商学院 法语专业 

Inès 

RICORDEL、毛荣

坤 

 

9、重点专业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舒娱琴 

 

10、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数学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专业 熊志斌 

2 计算机学院 网络工程专业 王立斌 

3 地理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陶伟 

 

11、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专业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专业 邓顺国 

 

12、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国际商学院 商务管理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左小明 

2 化学与环境学院 
融入职业资格标准构建的环境专业实践人

才培养基地 
曾丽璇 

 

13、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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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球空间信息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赵耀龙 

2 国际商学院 国际课程实验教学与协同创新示范中心 庄慧娟 

3 化学与环境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高爱梅 

4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张卫 

5 政治与行政学院 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工作实验中心 陆小媛 

6 职业教育学院 职业教育综合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蔡俊兰、刘大

军 

 

14、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化学与环境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罗穗莲 

2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应用研究与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

基地 
卢晓中 

3 体育科学学院 
社会体育专业高尔夫实践教学基地群建

设 
崔颖波 

4 旅游管理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喜达屋酒店集团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 
刘俊 

5 旅游管理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丹霞山世界遗产地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吴智刚 

6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中山电教站-教育技术学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建设 
胡小勇 

7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教育技术

学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况姗芸 

8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新闻传播学类文科实践教学基地 
黄慕雄 

9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电信官网 21CN实践

教学基地 
罗昕 

10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广东广播电视台汽车•会展频道——新闻

传播学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彭柳 

11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时报--新闻传播类专业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建设 
刘兢 

12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市保利世贸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吴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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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市文化学院 《珠江时报》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许外芳 

14 政治与行政学院 华南社会工作实习实践基地 余冰 

15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教育行政能力拓

展基地 
蔡灿新 

16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实

训基地 
蔡灿新 

17 地理科学学院 鄂尔多斯萨拉乌苏实习基地 李保生 

18 心理学院 
“应用与创新型心理学人才培养”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田丽丽 

19 文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出版社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刘晖 

20 文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家庭医生在线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罗映纯 

21 文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申洁玲 

22 数学科学学院 国泰安见习与实习基地 陈奇斌 

23 数学科学学院 方舟统计学实践基地 杨舟 

24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深圳君兰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胡晓晖 

25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生网上就业创业实践教学基地 余以胜 

26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高波 

27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面向光机电产业大学生校外创新实践教

学基地 
郭邦红 

28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新型特种光纤应用实践教学基地 周桂耀 

29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教育专业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张向阳 

 

15、大学生学科竞赛计划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法学院 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 曾二秀 

2 法学院 “贸仲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辩论赛 徐锦堂 

3 化学与环境学院 化工设计竞赛、节能减排实践竞赛 吕向红 

4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学专业技能与科研论文大赛 王文岚 

5 数学科学学院 数据挖掘竞赛 杨坦 

6 数学科学学院 金融建模竞赛 陈奇斌 

7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物理实验设计竞赛组织 唐小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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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计算机学院 国际遗传工程的机器设计竞赛（iGEM） 朱佳 

9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传媒类大学生学科竞赛 唐佳希 

10 外文学院 英语口语表达技能竞赛 戈军 

11 美术学院 广告设计竞赛 孙鹏 

12 美术学院 学院素描、色彩大赛 周耀威 

13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师范技能竞赛 曾玮 

14 文学院 语文课堂教学知识与技能竞赛 周小蓬 

15 文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国学经典知识大赛 张玉金 

16 历史文化学院 广州地区高校历史专业学生教学技能竞赛 陈果 

17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全国光电设计大赛 （华南师范大学赛区） 蔡晓平 

 

16、精品资源共享课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法学院 国际法 沈虹 

2 法学院 民法总论 侯巍 

3 化学与环境学院 结构化学 许璇 

4 化学与环境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李爱菊 

5 教育科学学院 高尚师德修养 曾文婕 

6 软件学院 数据结构与算法 潘家辉 

7 计算机学院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实践 汤娜 

8 计算机学院 算法设计与分析 陈卫东 

9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地理学 方远平 

10 旅游管理学院 旅行社经营管理 宋一兵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关锋 

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代史纲要 冯夏根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形势与政策 唐昊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课 茅根红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胡国胜 

16 美术学院 多媒体艺术设计 黄敏 

17 地理科学学院 综合自然地理 张争胜 

18 心理学院 心理学 张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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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心理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计与组织 许思安 

20 心理学院 实验心理学 陈彩琦 

21 数学科学学院 初等数学解题与研究 苏洪雨 

 

17、精品视频公开课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教育科学学院 未来家长资格必修课 袁爱玲 

2 美术学院 图形与插画设计 黄敏 

3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思维与系统方法论 董国安 

4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通史 黎英亮 

5 音乐学院 民族民间舞基础 王海英 

6 音乐学院 中国合唱百年史 苏严惠 

 

18、专业核心课程群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核心课程群 唐华 

2 数学科学学院 计算机基础课程群 杨坦 

3 数学科学学院 科学计算课程群 谢骊玲 

4 职业教育学院 “中职师资专业发展”课程群 李娅玲 、何东 

5 计算机学院 现代网络技术的理论与实践 张奇支 

6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新闻传播专业核心课程群 张学波 

7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古代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段雪玉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大学城辅修专业核心课程群 彭璧玉 

9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核心课程 李志义 

 

19、通识教育课程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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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学院 影视作品中的法律与法理 丛中笑 

2 化环学院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齐君 

3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与人的发展 王世伟 

4 旅游管理学院 西方哲学下的旅游思考 庄晓平 

5 外文学院 现代英美戏剧 胡宝平 

6 美术学院 设计历史与文化 王金玲 

7 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伦理学 李雪峰 

8 文学院 汉字与中国文化概论 张玉金 

 

20、全英课程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法学院 国际经济法 贺赞 

2 法学院 国际商法 金铮 

3 计算机学院 数据库管理与性能优化 刘海 

4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导论 沈映珊 

5 旅游管理学院 体育节事的策划与管理 陶卫宁 

6 外文学院 口述中国文化 国宏 

7 政治与行政学院 社会政策 张晓红 

8 美术学院 艺术中的女性 艾红华 

9 公共管理学院 最优化理论 张立洪 

10 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地理 陈虹 

11 心理学院 变态心理与心理疾病诊断 攸佳宁 

12 心理学院 探索脑 杨莉 

13 国际商学院 中西文化与艺术 卢絮、朱德芬 

14 国际商学院 管理学 阮傲 

15 国际商学院 商务环境 马颖仪 

16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商务谈判 梁莹 

17 经济与管理学院 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 陈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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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统计学 张华初 

19 音乐学院 调性和声 魏扬 

20 美术学院 西方设计史 毛建雄 

21 音乐学院 中英双语钢琴基础课程 黄晞莹 

22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胡晓晖 

 

21、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旅游管理学院 酒店与餐饮英语 吴颖 

2 外文学院 商务英语 田九胜 

3 外文学院 职场英语 周爱洁 

 

22、精品教材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化学与环境学院 大学化学与中学化学 何广平 

2 教育科学学院 学校德育论 郑航 

3 教育科学学院 中外教育管理史 马早明 

4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课程设计与评价 冯生尧 

5 数学科学学院 基于问题的中学教育论文写作与案例分析 苏洪雨 

6 体育科学学院 轮滑运动 赵海军 

7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近代物理实验教程（第三版） 吴先球 

8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教师教育系列教材：1、中学物理课程与教

学论 2、物理学习心理学 
张军朋 

9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网络与因特网（第六版） 
范冰冰、张奇

支 

10 计算机学院 计算理论导引 朱定局 

11 外文学院 汉译日地道翻译教程 甘能清 

12 政治与行政学院 政治学 郭台辉 



-17- 
 

13 政治与行政学院 
21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历史、现状

与前景 
万晓宏 

14 美术学院 设计学 艾红华 

15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系列精品教材 赵敏 

16 公共管理学院 系统工程与系统管理 刘明广 

17 地理科学学院 经济地理学 肖玲 

18 心理学院 “心理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系列教材建设 迟毓凯 

19 心理学院 心理治疗原理与实务 钟明天、范方 

20 心理学院 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 彭子文 

21 文学院 语言与社会文化 董祥冬 

22 文学院 语文微课指导 王萍 

23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核心架构课程 邬锦雯 

24 经济与管理学院 跨国公司概论 杨清 

25 音乐学院 基础和声学教程 唐勇 

26 音乐学院 歌剧欣赏 麦琼 

27 音乐学院 从传统到现代：曲式分析作品选集 唐小波 

28 音乐学院 微格教学与音乐教学技能训练 王朝霞 

29 音乐学院 意大利声乐作品语音基础教程 卢清丽 

30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量子光学 张智明 

 

23、自设项目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整合

课程模式创新研究---手偶戏 
陈莎莉 

2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表演学》的构建 冯道光 

3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师范”复合型人才培养 焦建利 

4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物理实验的探究型微课资源开发与应用 吴先球 

5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广州大学城高校互选课程管理系统 唐小煜 

6 外文学院 
教师教育创新课程《语料库语言学与英语教

育》的建设 
陈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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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文学院 
创新班大学英语模块化课程体系的建构与

实践 
孙兵 

8 美术学院 
构建多学科专业实验室交叉融合教学课程

的尝试 
李瑜琪 

9 历史文化学院 E时代下历史电子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代国庆 

10 历史文化学院 
本硕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历史

文化学院基地班为例 
黄叶坤 

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于平台建设与机制创新的二级学院本科

教学管理与激励荣誉体系构建 
乐琦 

12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电学院研究生助教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戴峭峰 

13 教育信息技术中心 
优质课程资源汇聚的学习平台建设及推广

应用 
杜炫杰 

 

24、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法学院 WTO案例教学法研究 沈虹 

2 法学院 信息技术在刑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潘星丞 

3 法学院 法学专业课程考核评价机制改革研究 徐锦堂 

4 化学与环境学院 
素质教育下非化学专业《分析化学》课程系的

构建与实践 
曹玉娟 

5 化学与环境学院 
基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材料化学专业

实验教学改革 
罗穗莲 

6 化学与环境学院 
建立“多模块”实践教学模式培养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专业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 
李爱菊 

7 化学与环境学院 
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无机化学开放实验

教学研究 
宋海燕 

8 化学与环境学院 《新型电池材料》课程模块化教学研究与实践 赵瑞瑞 

9 化学与环境学院 
开放综合与创新实验室，培养本科化学专业创

新型人才研究 
曾荣华 

10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概论课的案例教学研究 吴全华 

11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艺术教育课程改革研究 蔡黎曼 

12 教育科学学院 师范生教学专业素质培养的个案研究 李志厚 

13 教育科学学院 
构建小学教育专业实验/实践平台，培养学生

实践创新能力 
孙福海 

14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统计方法》课程若干内容的建设 葛文秀 

15 软件学院 
以计算思维为导向，深化计算机基础核心课程

的改革和研究 
陈赣浪 

16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实验课程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探讨 张艳虹 

17 体育科学学院 我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与学生体质健康促进 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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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8 体育科学学院 
基于身体功能动作训练的本科专项技术教学

创新研究 
张秀丽 

19 体育科学学院 
《太极-FOLLOWME》在高校太极拳课程教学中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张志勇 

20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考核及改革策略研究 李薇 

21 职业教育学院 
基于书院制改革试点的学生管理模式创新研

究 
叶欣、左彦鹏 

22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作业实验化的探索与实践 周卫星 

23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以工程案例为主线《通信电子线路》理论教学

改革与研究 
邱健 

24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以应用为导向的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内

容改革与实践 
李萍 

25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普通物理实验向综设性实验拓展研究 彭力 

26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电子系统设计与创业训练 李志为 

27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理工科学生主动学习学业分层次服务体系探

索 
沈强旺 

28 计算机学院 网络安全应用性课程教学法的实践研究 龚征 

29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

与实现——FPGA环境下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 
吴继明 

30 计算机学院 基于敏捷开发的软件项目实践课程教学改革 曹阳 

31 计算机学院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教学微课资源建设 谭琦 

32 计算机学院 基于任务驱动的《多媒体系统》教学改革研究 李慧 

33 旅游管理学院 
应用型本科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的优化与创新研究 
李海叶 

34 旅游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产学研政协同育人机制创新研

究 
郭华 

35 旅游管理学院 
大数据时代旅游目的地管理课程改革与实践

教学创新探索 
方远平 

36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面向影像综合能力培养的新闻摄影课程建设 张红 

37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采写课程教学改革 刘敏 

38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移动技术支持的高校混合学习模式研究 况姗芸 

39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装备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 黄子谦 

40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云+端”模式下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自主学

习环境建设与教学方法创新 
王冬青 

41 城市文化学院 《组织行为学》双语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周丽婷 

42 城市文化学院 “言语理解与表达”试题库 许外芳 

43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用英语来教法语——英语专业法语二外教学

改革 
黄海容 

44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师范生与一线教师合作设计微课的方式

与机制研究 
刘晓斌 

45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教学模式创新 周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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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大学英语创新能力培养多维模式研究 何青青 

47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基于语言社会化理论的文化通识英语教学研

究 
张革承 

48 政治与行政学院 
政治学科培养高水平学术型本科生的探索与

实践 
阮思余 

49 政治与行政学院 基于反思式实践与学习的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余冰 

50 政治与行政学院 个案工作实务教学改革研究 陈香君 

51 政治与行政学院 社区工作实务教学改革研究 刘学勇 

52 美术学院 
基于小户型的住宅室内设计课程产学结合教

学方法研究 
陈瀚 

53 美术学院 美术学科专业教学材料综合运用研究与实践 易东华 

54 美术学院 
基于教育适应论的高师美术专业造型基础课

程教学改革研究——以基础素描课程为例 
罗佳 

55 公共管理学院 
学校管理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优化的校际

协同创新研究 
赵敏 

56 公共管理学院 
通识教育“案例研究+名著选读”课堂教学模

式构建 
刘益宇 

57 公共管理学院 智能手机时代的大学课堂教学改革 吴玫 

58 生命科学学院 增加实践对《微生物药物学》教学效果的影响 谷峻 

59 生命科学学院 
在生物化学理论课教学中的小组合作学习实

践研究 
李德红 

60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课外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蝴蝶系列综

合实践活动 
庆宁 

61 生命科学学院 
科学知识体系型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教学研

究 
张盛春 

62 生命科学学院 
开放实验室条件下遗传学综合性实验的教学

改革 
朱碧岩 

63 生命科学学院 微博在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张松 

64 地理科学学院 
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教学设计及课程考核

的量化和优化——以自然地理学专业为例 
汪丽娜 

65 地理科学学院 GIS专业的《地图学》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崔锋艳 

66 地理科学学院 沉积物气候代用指标实验分析项目 牛东风 

67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温小浩 

68 地理科学学院 
基于虚拟场景的《土地利用与规划》实践教学

创新研究 
郭程轩 

69 心理学院 公共课心理学仿真实验系统开发 曾祥炎 

70 心理学院 高级统计方法的教学探索 陈启山 

71 心理学院 
高校教师教学水平评价的反思与改进：基于概

化理论分析 
黎光明 

72 国际商学院 商科类大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方式研究 马赞军 

73 国际商学院 商务环境下的英语教学研究 贺文丽 

74 文学院 跨媒介文化创意：新媒介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 凌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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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文学院 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综合改革 李金涛 

76 文学院 中文师范专业古籍阅读能力的培养 谢洁瑕 

77 文学院 中文师范专业文书写作能力的培养 邓玉环 

78 文学院 唐诗宋词研究教与学改革与质量提升 彭梅芳 

79 历史文化学院 
PBL教学法在《中国古代史》课程中的探索与

实践 
梁丽红 

80 历史文化学院 
关于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选修课中开展

历史舞台剧表演的探索与实践 
杨锦銮 

81 历史文化学院 《中外文化发展历程》课程教学研究和改革 周小兰 

82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本科生学业朋辈导师团队建设与管

理平台体系创新研究 
蒋峦 

83 经济与管理学院 
跨国公司管理人才培养跟进机制及人才生态

系统建设 
康宛竹 

84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院系辅修、双学位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研

究：基于经济管理学科的实践 
徐欣萌 

85 经济与管理学院 
案例与实验双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课程教

学改革 
奉国和 

86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参与式教育改革 林涛 

87 经济与管理学院 

以理论素养提升与实践能力培养为双导向的

电子商务本科专业《商务交流》课程教学模式

探索 

肖勇 

88 音乐学院 钢琴教学法课教学改革 杨凌云 

89 音乐学院 现代音乐视唱教学研究 陈兆凌 

90 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史本科课程的实践性探索 李婷 

91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电信息专业电子类实验教学管理与考核方

法的改革与实践 
郭健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