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陇南师专关于 2020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评审

结果的公示

各学院、项目主持人：

2019年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经专家组评审、会评后已完成评审，

将评审结果公示如下。公示期 2002 年 6 月 21 日至 6 月 24 日，如有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教务处反映，电话：0939-3203556。

附：2020 年度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教改项目验收评审公

示表

教务处

2020 年 6 月 22 日



2020年度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教改项目验收评审公示表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验收
结果

1 JXGG201720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食品营养与卫生》课程
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一般项目 孙娜 王都留 杨小录 推荐优秀

2 JXGG201708
以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为核心的电子商务专业实践
教学探索与实践

重点项目 杜理明 石明 宋福英 推荐优秀

3 JXGG201812
《欧洲文化入门》与英语专业学生核心素养培养
的衔接教学探究

一般项目 雷佳娣 何英 姚小淑 推荐优秀

4 JXGG201704
信息化背景下“案例教学法”在高师《教育学》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重点项目 李莉环 宋彩琴 马骊 推荐优秀

5 JXGG201706
基于翻转课堂背景的《人文地理学》教学改革与
研究

重点项目 张芳芳 王凤鹏 尚清芳 王润科 叶青 同意结项

6 JXGG201703
《园林苗木繁育技术》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与实
践

重点项目 王一峰 王让军 蹇小勇 同意结项

7 JXGG201806 无机化学实验指导书的研究与建设 一般项目 燕翔 王都留 杨建东 张少飞 黄小鸿 同意结项

8 JXGG201710 全国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笔试）辅导教材 重点项目 姚鹏 宋彩琴 颉静 陈维举 贺军忠 同意结项

9 JXGG201735
“分层递进法”在我校篮球选项课教学中的实用
性

一般项目 杨平世 祁燕琴 李玉辉 罗刚 李彩芹 同意结项

10 JXGG201803
陇南红色文化有效融入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的路径与方法探究

重点项目 杜向辉 马勤学 杨垚 刘珂 同意结项

11 JXGG201721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实践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一般项目 庞世伟 蹇小勇 夏泽 同意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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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XGG201601 传统文化课程与大学美育创新研究 重点项目 崔峰 苏玲 杨珂 杨兴龙 刘琴 同意结项

13 JXGG201801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业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重点项目 李伟 潘文生 杨建东 马小飞 赵卫红 同意结项

14 JXGG201736
陇南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与《初等数论》课程有关
的数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一般项目 冉银霞 郭存柱 包蕾 同意结项

15 JXGG201707 陇南师专《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实践研究 重点项目 任娟 王惠霞 姚小淑 张露云 刘惠云 同意结项

16 JXGG201715
基于JiTT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以《计算机基础》课程为例

一般项目 张景川 刘红玉 陈江荣 同意结项

17 JXGG201805
高职专业《基础化学》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与实
践

一般项目 王都留 贾如琰 张少飞 燕翔 杨建东 同意结项

18 JXGG201702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承载国学传承重任的《大学语
文》课堂教学改革探析

重点项目 陈江英 李昊涵 南瑛 刘海燕 同意结项

19 JXGG201727
《幼儿舞蹈创编》课程中“舞蹈考级”内容的渗
透对学生舞蹈能力的有效提升

一般项目 吴文稳 余新娟 蒋玲娟 同意结项

20 JXGG201712
基于全科培养模式下通识教育人文课程研究与实
践——以《社会科学基础》为例

一般项目 唐作莉 王百岁 白莉 同意结项

21 JXGG201739
基于Arcgis软件下旅游地图课程的教学模式探讨
与实践

一般项目 折远洋 张雪萍 王润科 庞卫花 高应军 同意结项

22 JXGG201744
“实践”取向的《学前儿童美术教育》课堂教学
模式改革

一般项目 关云 宋扬 达朝辉 马旭红 张静 同意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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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JXGG201814 中高职一体化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探究 一般项目 何东林 李煜彦 王称其 樊亮 同意结项

24 JXGG201737
小学教育专业美术课程中乡土文化资源的有效整
合研究

一般项目 党亚芳 刘吉平 同意结项

25 JXGG201740
非物理专业学生《普通物理》教学模式改革与实
践

一般项目 张儒奎 李昊涵 马维红 李志鹏 同意结项

26 JXGG201807
微课在陇南师专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教学中的运
用

一般项目 徐艳萍 李宏 徐慧群 王丽君 李玉辉 同意结项

27 JXGG201734
中介语视角下的本科班大学英语写作错误的实证
研究与应对策略

一般项目 高先丽 安希贤 王惠霞 杨桂琴 唐建怀 同意结项

28 JXGG201808 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加入诗词咏唱的尝试 一般项目 武江丽 周光远 石国强 李娟霞 代苗 同意结项

29 JXGG201743
技能型人才培养形势下《茶艺基础》课程的教学
改革与实践

一般项目 杨珂 张雪萍 庞卫花 王文娟 同意结项

30 JXGG201821 教育学基础 课程思政 李莉环 宋彩琴 马骊 颉静 郜红晶 同意结项

31 JXGG201823 社会学 课程思政 刘珂 马勤学 袁滢 杜向辉 王文君 同意结项

32 JXGG201803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课程思政 杜向辉 马勤学 袁滢 刘珂 同意结项

33 JXGG201828 法学概论 课程思政 王文君 马勤学 袁滢 刘珂 同意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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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JXGG201824 西方经济学 课程思政 蒲武军 王文君 马勤学 袁滢 同意结项

35 JXGG201829 书写技能 课程思政 焦福维 王建礼 温虎林 杨波 骆富民 同意结项

36 JXGG201825 基于课堂思政的《学前教育史》对分课堂建设 课程思政 曾碧 李霞 牛桂红 马莉 苏红宇 同意结项

37 JXGG201830 学前教育学 课程思政 马莉 丁汝雄 袁滢 朱燕 同意结项

38 JXGG201822 电子商务概论 课程思政 李平荣 贺军忠 赵亮 梁珏菲 高鹏 同意结项

39 JXGG201826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 课程思政 李亚彤 赵建进 徐莉娜 安永进 闫可欣 项目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