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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文件
校办〔2019〕39 号

郑州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关于 2016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结项结果的

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郑州师范

学院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及管理办法》文件要求，我校对 2016 年

度立项的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组织开展了鉴定结项工作。根据专家

评审，院（系、部）鉴定、学校复评，确定《大众传播语言应用

中文化缺失的教研思考》等 34 项校级教学改革项目通过鉴定，

准予结项。《特殊教育“社会企业”服务模式研究》等 26 项校级

教学改革项目（特色培育专项）通过鉴定，准予结项。现将结项

结果进行公布,详见附件 1。

希望各单位切实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教育教学实践当中，进一

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我校人才培养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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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郑州师范学院 2016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

结项名单

2.郑州师范学院 2016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特

色培育专项）结项名单

郑州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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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郑州师范学院 2016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项名单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单位

项目

主持人
主要成员

项目

类别
项目编号

1 大众传媒语言应用中文化缺失的教研思考 文学院 刘钦荣
靳海涛、刘安军、徐继英、汪鹏、甘浩、宋

顺有
重点 2016-ZSJGZD－008

2 创新思路,彰显特色,推进师院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 思政部 杜志强
王工厂、刘德萍、李江峰、王海立、贺洪丽、

支少瑞
重点 2016-ZSJGZD－009

3 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模式改革实践 初等教育学院 陈冬花
侯宏业、王智红、李跃进、张承恩、冯建瑞、

陈艳丽、陈雅蕾
重点 2016-ZSJGZD－010

4 基于培养“数据工程”人才的统计学专业创新课程研究 数学与统计学院 李玉萍 孟红玲、李贞贞、杨国增、荆自体、杜海霞 重点 2016-ZSJGZD－014

5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强化产学研合作教育理论与实践研

究
地理与旅游学院 赵永强

武玉国、江旅冰、杜莹、党旭、郜利康、王

洋
重点 2016-ZSJGZD－015

6 数字信息时代下的生物学创新教学研究 科研处 王林青
雷志华、乔丹、王言景、王智红、邓培渊、

李长看
重点 2016-ZSJGZD－016

7 通识教育下基于思维导图的大学物理教学探究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柴花斗 周笑薇、张红卫、申梓刚、唐亚楠 重点 2016-ZSJGZD－017

8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师院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数学与统计学院 张小慧 孟红玲、温丹华、李先枝、潘燕玲、杨国增 重点 2016-ZSJGZD－019

9 全科师范生特长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初等教育学院 侯宏业
郭玲、侯静雯、任海峰、文瑾、王铭礼、邢

文豪
重点 2016-ZSJGZD－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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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EM 教育理念下小学全科教师科学探究能力培养研究 初等教育学院 王智红
王言景、李文增、李焕勤、张凤瑞、王林青、

勾庆悦
重点 2016-ZSJGZD－021

11 全科师范生专业技能训练体系及等级标准研究 初等教育学院 陈军宏
单欣、王琛、徐涛、贺华、张兴锋、孟江涛、

张璐晴、周亚乐
重点 2016-ZSJGZD－022

12 地方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历史文化学院 杨颉慧 刘晓莉、郭敏、陈雪飞、彭筱星、王琼 重点 2016-ZSJGZD－023

13 “国培计划”幼儿园教师课程设计与实践研究 教育科学学院 刘颂华
王俊明、沈光天、于振、雷帅、康一品、江

婧
重点 2016-ZSJGZD－025

14
基于河南省的卓越特殊教育教师培养模式和制度研究

与实践
特殊教育学院 郭爱鸽

吴筱玫、白峻瑜、吉富珍、郝长林、周晨旭、

刘巧云
重点 2016-ZSJGZD－026

15 创新教育模式下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建设研究 公共艺术教育部 张广华 卫保国、张璇、蒋保伟、李新生、孟绘霞 重点 2016-ZSJGZD－027

16 基于《数字平面设计》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研究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东 余奇明、刘莹、蔡鹏飞、陈光磊、孟庆伟 重点 2016-ZSJGZD－029

17 师范院校公共心理学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教育科学学院 陈瑞君 陈国维、李晓丽、张艺、于振、杨春英 重点 2016-ZSJGZD－033

18 基于道德冲突的师范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 教育科学学院 李琰
杨晓平、沈光天、雷帅、陈志伟、李翔、李

文玲、郝天宇、张春旺
一般 2016-ZSJGYB－040

19 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能力培养策略 初等教育学院 张凤瑞
李焕勤、赵文霞、王小珍、关春霞 李政源、

李艺奈
一般 2016-ZSJGYB－044

20 学生主体视角下的植物生理实验教学改革 生命科学学院 刘瑞霞 陈丽培、雒红宇、刘宇邈 一般 2016-ZSJGYB－047

21
《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政策法规》课程转型的应对与反

思
教育科学学院 沈光天 李琰、宋妍萍、吴扬、李翔、于振、张新帆 一般 2016-ZSJGYB－049

22 新课程标准下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研究 历史文化学院 常新枝
刘晓莉、李秀忠、宫凯、王琼、卢晓燕、杨

颉慧、贺承奎
一般 2016-ZSJGYB－053

23
高等教育艺术设计专业聋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培养训练

应用工作坊
特殊教育学院 刘佳琦

吴筱玫、禹蕾、何云画、邢培俊、莫米卡.

德玛黛（意）
一般 2016-ZSJGYB－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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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BL 教学模式在社工专业实务课程中的引入与实践研

究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郭少华 孔令兵、郑光茹、张怡辉、郑焱 一般 2016-ZSJGYB－057

25
移动互联网时代课程教学信息化改革研究 ——以现

代汉语课程为例
文学院 汤玫英

刘钦荣、刘安军、甘浩 、李爽、王春梅、

李慧颖、周文胜
一般 2016-ZSJGYB－058

26
基于 E-Learning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以郑州师

范学院为例
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晓宇

陈西川、石玉、苗硕、徐宪红、段小力、霍

然
一般 2016-ZSJGYB－061

27 基于河南省基础教育需求的历史师范生教育路径研究 历史文化学院 刘广明 张玉娟、王琼、王涛、张万林、卢晓燕 一般 2016-ZSJGYB－062

28
基于师范生内在素质提升的通识课学习方法研究——

以文学通识课程为范例
文学院 甘浩 王魁星、赵莉、牛巧红、郭浩波 一般 2016-ZSJGYB－068

29 高师声乐生态课堂构建研究 音乐与舞蹈学院 张伟芳 万蕾、李鹏、张森、王艳霞、陈鹏、雷帅、 一般 2016-ZSJGYB－074

30
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132 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以郑州师范学院为例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海玉 刘伟、郑丹、张凌、关黎丽 一般 2016-ZSJGYB－076

31
基于学科实践的区域经济学课

程改革研究
经济与管理学院 苗硕

陈西川、石玉、刘晓宇、刘昕、霍然、樊士

聪、郑家明、
一般 2016-ZSJGYB－078

32 基于翻转课堂的现行代数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研究 数学与统计学院 李先枝
张小慧、孟红玲、张香伟、范中广、赵元祥、

王桂花
一般 2016-ZSJGYB－079

33 “互联网＋教育” 背景下高校教师的教学智慧研究 文学院 侯营 陈红芹、张靖、郭辉 一般 2016-ZSJGYB－084

34 高校财务管理学课程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索 经济与管理学院 郑丹
徐宪红、石玉、王海玉、张凌、樊士聪、刘

昕
一般 2016-ZSJGYB－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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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郑州师范学院 2016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特色培育专项）结项名单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单位

项目

主持

人

主要成员
项目

类别
项目编号

1 郑州师范学院办学特色研究（一） 发展规划处 徐明成 陈国维、 陈冬花、 高宏、陈光磊、范国锋 委托 2016-ZSJGZD－001

2 郑州师范学院办学特色研究（二） 教务处 盛宾
胡明生、范红娟、陈西川、武玉国、 吕跃

森、毛利丹
委托 2016-ZSJGZD－002

3 特殊教育“社会企业”服务模式研究 特殊教育学院 高宏
李玉向、杨运强、翟孟、董晶晶、吴筱玫、

张延昭、刘巧云、申培红
重点 2016-ZSJGZD－004

4
地方高师院校师范类专业综合改革研究——以历史学

专业为例
历史文化学院 刘晓莉

常新枝、宫凯、王琼、杨颉慧、卢晓燕、贺

承奎
重点 2016-ZSJGZD－006

5 教育康复学专业综合改革研究 特殊教育学院 李玉向
高宏、邓猛、杜志强、郭爱鸽、杨运强、孙

庆宁
重点 2016-ZSJGZD－007

6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传播学院 贾金利
范红娟、靳海涛、赵志奇、高季晨、尚文静、

何向向
重点 2016-ZSJGZD－011

7
服务于郑州市基础教育发展的初中生物学科教育教学

研究基地的建设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汪琛颖

杨玉珍、李超英、杨宗渠、高红云、张岳、

崔芳、黄想安、 雷志华、赵奇
重点 2016-ZSJGZD－012

8
基于师范生内在素质提升的通识教育（语言学）课程建

设与研究
外国语学院 白杨 马莉、韩特、康文静、赵秋盈 重点 2016-ZSJGZD－013

9
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以《C语言程序

设计》课程为案例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贾志娟 贾遂民、李晔、张玉、魏萌、张红艳、马歌 重点 2016-ZSJGZD－018

10 师范生教学改革与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教育科学学院 胡春丽
贺常平、魏文选、吴扬、王俊明、张玉杰、

田丽婉
重点 2016-ZSJGZD－024

11 经管类专业精益教学模式研究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陈西川
石玉、苗硕、徐宪红、段小力、刘晓宇、郑

家明
重点 2016-ZSJGZD－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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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于师范生内在素质提升的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与研究

——以“大学计算机”课程为例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赵龙德 贾遂民、贾志娟、孙陆鹏、刘洋 重点 2016-ZSJGZD－030

13 本科评建背景下师范生学业成就评价体系研究 评建办 申梓刚 陈光磊、李贞贞、焦君瑞、王林青、李成刚 重点 2016-ZSJGZD－035

14
新闻传播类专业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132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评建办 汪鹏 邱琳、张蕴、吕国宁、冯红岩、盛宾 重点 2016-ZSJGZD－036

15
转型发展背景下打造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食品生

物技术应用技术型人才模式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王国霞 杨玉珍、陈刚、罗青、陈丽培、刘瑞霞 一般 2016-ZSJGYB－041

16 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研究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孔令兵 王芳、王青宇、杨宪民、周立 一般 2016-ZSJGYB－043

17 适应职业化发展的新型课程体系整合研究 文学院 陈国华 刘秀芬、郭浩波、于璐、黄真、楚秋玲 一般 2016-ZSJGYB－052

18 面向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创客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初等教育学院 李焕勤
王智红、张凤瑞、赵文霞、薛微微、王言景、

李辉
一般 2016-ZSJGYB－056

19
融媒背景下传媒人才“名师工作室”制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传播学院 靳海涛 赵志奇、高季晨、陈举、王强、理帅 一般 2016-ZSJGYB－059

20 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学能力训练与标准研究 特殊教育学院 翟孟 李森、焦君瑞、吴筱玫、张新帆、杨春英 一般 2016-ZSJGYB－063

21
针对河南省中学物理热学教改现状的大学物理热学教

育改革发展探究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高金海

赵静、武相锋、万云方、李桢、张武勤、李

成刚
一般 2016-ZSJGYB－067

22 借助师范教育平台，探索“戏曲进校园”有效途径 初等教育学院 张厚萍
陈涌泉、金辉、孔会侠、陈雪姣、司真真、

朱赵伟
一般 2016-ZSJGYB－069

23 音乐师范生学科教学能力训练标准研究 音乐与舞蹈学院 白 雪 董莹、刘迪、靳风林、侯璐歌、王艳霞 一般 2016-ZSJGYB－070

24
“互联网+”背景下高等师范院校信息技术与应用类课

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初等教育学院 赵文霞 李焕琴、王智红、张凤瑞、薛微微、李辉 一般 2016-ZSJGYB－071

25 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经济专业办学特色研究 文学院 张航 樊华、王林、刘晓宇、薛潇、张蕴、汪鹏 一般 2016-ZSJGYB－087

26 基于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青年教师磨课机制研究 评建办 毛利丹 陈国维、焦君瑞、李贞贞、范国峰、王东 一般 2016-ZSJGYB－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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