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课程思政示范项目一览表

序号 学院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级别 立项年度

1 城市文化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艺术与审美:音乐的审美 郑莹洁 省级 2020

2 城市文化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文化产业管理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朱鮀华 校级 2020

3 城市文化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中国文化史 张相平 校级精品 2021

4 地理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湾区地理生态 郭程轩 省级 2020

5 地理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应用 （北斗卫星单点定位原理与珠峰高程测量 ） 付迎春 省级 2021

6 地理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政治地理学：国家的空间特征 王丰龙 校级 2022

7 地理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文化地理：文化地理绪论 陶伟 校级精品 2022

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光电技术与光纤基础 姜小芳 省级 2021

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数字系统与逻辑设计：计数器 黄鑫 校级精品 2022

10 法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国法理学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于群 校级 2020

11 法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法理学 于群 校级精品 2021

12 国际文化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中级汉语精读（下） 陈珺 校级精品 2022

13 化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物理化学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孙艳辉 省级 2021

14 化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罗穗莲 校级 2020

15 化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物理化学 南俊民 校级 2021

16 化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高分子物理 石光 校级 2022

17 化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分析化学 曹玉娟 校级精品 2022

18 化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材料近代测试技术：X射线的衍射方向 刘聪 校级精品 2021

19 环境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环境工程原理 郑刘春 校级 2022

20 环境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环境化学实验 管玉峰 校级精品 2021

21 环境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环境工程原理 郑刘春 校级精品 2022

22 计算机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人工智能哲学与伦理 朱定局 校级 2020

23 计算机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 ：自我探索 唐婷芳 校级精品 2021

24 计算机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恋爱关系的高质量链接 唐婷芳 校级精品 2022

25 教师发展中心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电子商务概论 蔡韶华 校级 2020

26 教师发展中心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从经典影片品读中国传统文化 ：《侠女》 崔雨竹 校级 2020

27 教师发展中心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发展 “四师五环”示范团队 陈启买 校级 2020

28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高尚师德修养实验课程 :优良品德学习开发与分享 潘蕾琼 省级 2020

29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小学教育专业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曾文婕 省级 2020

30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中国教育史 黄明喜 校级 2020

31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德育原理：教师的道德责任 王晓莉 校级 2022

32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学习困难儿童发展与教育 ：阅读理解障碍 吴舒蔓 校级 2022

33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小学教育学 曾文婕 校级精品 2022

34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教育研究方法：观察的方法 钟景迅 校级精品 2021

35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幼儿行为观察与评价 李思娴 校级 2021

36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教育研究方法 钟景迅 校级 2021

37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教育技术研究方法 谢幼如 省级 2020

38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公共关系:大国公关-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夏宝君 省级 2020

39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信息素养（学术诚信与剽窃） 张倩苇 省级 2021

40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教育传播学 胡小勇 校级 2020

41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信息素养 张倩苇、水玲玲 校级 2020

42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小学教育技术应用方法实验 尹睿 校级 2021

43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新闻专题策划 刘晓伟 校级 2021

44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新闻采访与写作 彭柳 校级精品 2021

45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教育培训课程设计与开发 余红 校级精品 2021

46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信息素养：学术诚信与剽窃 张倩苇 校级精品 2021

47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政治经济学 贾丽虹 省级 2021

48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审计学：风险评估程序应用案例 聂新军 校级 2021

49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奉国和 校级 2022

50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信息管理学 陈忆金 校级精品 2021



51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统计学 张华初 校级精品 2021

52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财务管理 徐思 校级精品 2022

53 旅游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微观经济学 瞿华 校级 2020

54 旅游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旅游文化学 解佳 校级 2022

55 旅游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领导科学与艺术：领导活动的主体 吕明 校级精品 2022

56 旅游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道德与生活 庄晓平 校级 2021

57 美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漆艺基础 李瑜琪 校级精品 2021

58 美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数字媒体艺术与美育实践教学示范团队 罗广 校级精品 2021

59 软件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软件构造 潘家辉 省级 2020

60 软件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数据结构与算法（队列及其应用） 杨桂芝 省级 2021

61 软件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软件工程核心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曾碧卿 省级 2020

62 软件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图像创意与视觉传达 丁美荣 校级精品 2021

63 软件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数据结构与算法：栈和队列（队列及其应用） 杨桂芝 校级精品 2021

64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生物分离工程：吸附色谱 倪贺 校级 2020

65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性健康教育：生命的孕育 李楚华 校级 2021

66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食品安全与健康 罗刚跃 校级精品 2022

67 数学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小学数学教学模式设计与超越 ） 刘喆 省级 2021

68 数学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中学数学解题研究 苏洪雨 校级 2020

69 数学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刘名生 校级 2020

70 数学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数学分析（三）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邓春源 校级 2021

71 数学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小学数学教学模式设计与超越 刘喆 校级精品 2021

72 数学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高等数学（I-2）：二重积分的应用 寇艳蕾 校级精品 2021

73 体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大学体育（武术）：拳术四种基本手型和两种步型 赵海军 校级 2022

74 体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游泳：游泳技术的力学原理-游泳技术参数的评估与分析 沈宇鹏 校级精品 2021

75 体育科学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大学体育：篮球运动基本战术-挡拆配合 杜春杰 校级精品 2022

76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英语演讲与辩论（说服性演讲） 冯茵 省级 2021

77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翻译与岭南文化：字幕翻译之潮汕美食 肖娜 校级 2022

78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英语教学技能 黄丽燕 校级精品 2022

79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基础俄语（4）：俄罗斯性格 李雪萍 校级精品 2021

80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翻译概论：中西翻译理论 王晓莺 校级精品 2022

81 公共课教学部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基础英语：China and World 陈世泼 校级 2022

82 网络教育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毕业论文 武丽志 国家级 2021

83 文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中国文化概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 孙雪霞 校级 2022

84 文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 张巍 校级精品 2021

85 文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张巍 校级精品 2022

86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 许桂清 省级 2021

87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光电技术与光纤基础:光源的色温 姜小芳 省级 2020

88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普通物理实验（1）（用落球法测量液体的粘滞系数 ） 彭力 省级 2021

89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物理学专业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吴先球 省级 2020

90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计算机网络 宋晖 校级 2021

91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的模型与训练 黄岳彩 校级 2021

92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中学物理教学研究：物理教育策略研究设计 周少娜 校级 2021

93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近代物理实验：高温超导体基本特性的测量 符斯列 校级 2021

94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中学物理与课程教学论 ：物理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王恬 校级 2022

95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大学物理III（下）：杨氏双缝干涉 肖洋 校级 2022

96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 许桂清 校级精品 2021

97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计算机网络 宋晖 校级精品 2022

98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普通物理实验（1）：用落球法测定液体粘滞系数 彭力 校级精品 2021

99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近代物理实验：核磁共振的稳态吸收 刘朝辉 校级精品 2021

100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数学物理方法：傅里叶变换及其应用 李志 校级精品 2022

101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大学物理实验：声速的测量 岳成凤 校级精品 2022

102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李丰果 校级精品 2022

103 心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社会心理学 滕飞 省级 2020



104 心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人格心理学 田丽丽 省级 2021

105 心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普通心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陈俊 省级 2021

106 心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心理学史与流派：西方心理学历史渊源 张得龙 校级 2020

107 心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普通心理学》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陈 俊 校级 2020

108 心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心理咨询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罗品超 校级 2022

109 心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人格心理学 田丽丽 校级精品 2021

110 心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心理测量原理与应用 陈启山 校级精品 2022

111 心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教育心理学》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何先友 校级精品 2021

112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光信息处理：光学全息 范海华 校级 2022

113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信息工程专业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王金东 校级 2022

114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光学发展与人类文明：波粒二象性 王金东、欧阳敏 校级精品 2022

115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 ：职业能力探索与职业定位 陈璐 校级精品 2022

116 音乐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声乐基础 黄桂芳 校级 2021

117 音乐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身韵2：动静求圆 圆流周转—中国古典舞剑舞中的 “圆” 曾明慧 校级 2021

118 音乐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合唱与指挥基础 苏严惠 校级精品 2021

119 音乐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中小学舞蹈创编：群舞线性调度训练与作品创编 赵颖 校级精品 2021

120 音乐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音乐教师教育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王朝霞 校级精品 2021

12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生命与哲学 詹莹莹 校级 2020

122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社会工作伦理 张晓红 校级 2021

123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逻辑学 赵艺　 校级 2021

124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 肖际唐 校级精品 2021

125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社会工作伦理 张晓红 校级精品 2022

12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学校管理学 赵敏 省级 2020

127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教育法学：后工业社会的国家教育权 彭虹斌 校级 2020

128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运筹学 刘明广 校级精品 2021

129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定性研究概述 刘劲宇 校级精品 2021

130 职业教育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职业教育研究方法：教育访谈法 程蕉 校级精品 2021

131 职业教育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创业计划路演 何东 校级精品 2021

132 职业教育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职业教育管理学：职业院校精神文化生态 陈利敏 校级精品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