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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3 年教学研究项目的通知 

华师行字【2013】331 号 

各学院： 

在教师申请学院推荐的基础上，经学校教学委员会评审、公

示，学校审核决定批准“ 外国文学课程体系的科学构建与教学实

践研究” 等 47 个项目为 2013 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 师范生

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等 20 个项目推荐申报湖北

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目。现将项目名单予以公布。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之

规定，对获批立项项目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校级教研项目由所

在学院资助不少于 1 万元的研究经费；学校对获准推荐申报省级

教学研究立项的 20 个项目资助 2 万元研究经费。对于有重大研

究价值的项目，学校将加大资助力度。 

各学院应高度重视项目的研究工作，加强指导，规范管理。

各项目组严格按照《华中师范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进行项目研究，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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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一览表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院  系 项目 
主持人 项目组成员 

201301 社会实践型专业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管理学院 戴胜利 姚锐敏、张清华、卢旭、田鹏 
201302 大数据时代网络教学课堂模式创新研究 管理学院 丁  悦 费军、谌虹、李崇明 
201303 免费师范生特殊教育专业能力的培养研究 教育学院 雷江华 孙玉梅、朱楠、彭兴蓬 
201304 混合式教学视野下高等师范院校家庭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教育学院 吴  航 蔡迎旗、张莉、王雯、卢良涛 
201305 “ 案例教学” 与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和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探讨 经济学院 周维第 梅德平、王治、张思全、魏伟 
201306 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 经济学院 谢家国 王兰、吴琼、王钊、董莉军 
201307 多学科视域下的通史教学：历史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教学模式的探索 历史文化学院 冯玉荣 吴琦、邢来顺、尤学工、彭慧 

201308 
培养开放型、与国际接轨的新型人才：从中美两国比较的角度探讨我国
高校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历史文化学院 江满情 刘伟、邢来顺、孙泽学、许小青 

201309 
校办社工机构协同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社会学院 张大维 
向德平、万仁德、杨生勇、殷妙仲、祝平燕、
高玉玲、曾永泉、郑永君、余域 

201310 信息化环境下师生教学适应性研究 外国语学院 向宗平 
高晓芳、童扬芬、洪松、高苏、马晶、陈馨、
陈林苗、郭月仙、杜宇、黄璐、黄波、张明、
陶玲 

201311 基于校园网络平台的大学英语写作有效反馈模式研究 外国语学院 高  苏 张隆胜、陈琳、张琴、陈林苗  
201312 大学英语实践课程建构的研究 外国语学院 朱梅华 张隆胜、杨畅、江娟、罗怡 
201313 高校文科学生自主学习探索-- “ 翻转课堂” 在文学批评课程中的运用 文学院 徐  敏 韩军、胡亚敏、魏天无、万娜 

201314 
外国文学课程体系的科学构建与教学实践研究 

文学院 聂珍钊 
杨建、苏晖、刘渊、杜娟、刘兮、王树福、
丹兰图·叶卡、郑杰 

201315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宪法教学模式研究 法学院 王  勤 曹高辉、孙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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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院  系 项目 
主持人 项目组成员 

201316 法学专业双语教学的课程建设研究 法学院 陈志英 常健、肖登辉 
201317 思政专业基础课和非思政专业公共政治课中的生态文明教育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龙静云 李宏伟、张凤华、梅萍、杨丽珍 
201318 信息化背景下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拓展与深化 教务处 朱长江 曹  阳、郑伦楚、叶  飞、程  凯 
201319 新媒体环境下视觉传达专业创意课程体系与模式构建 美术学院 庄  黎 辛艺华、艾欢、李刚、吴珺 

201320 《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通识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美术学院 娄  宇 
孙超、王金瞾、李玲妹、谢立君、李素芬、
何鑫 

201321 《体育心理学》国际化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体育学院 王  斌 王长生、罗小兵、张明、李勤 
201322 湖北省大学生体质健康信息管理及教改研究 体育学院 王长生 曹东平、王敬华、于  新、王一民、郭宝科 
201323 体育教师职业技能职前教育实践性课程开发与设计 体育学院 郭  敏 黄爱峰、胡庆山、周祖宝、陈志杰 
201324 高校音乐专业技能课教学考试网络管理系统 音乐学院 贺新春 王明安、梁译元 
201325 民族声乐教学与民歌传承研究—以湖北荆州地区马山歌为例 音乐学院 杨秋海 臧艺兵、孙静梅、周希正 

201326 网络环境下的化学教师教育创新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化学学院 张文华 
万坚、王后雄、郭能、李佳、王世存、曾艳、
邓阳 

201327 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培养模式与评价体系研究 化学学院 王世存 万坚、王后雄、张文华、曾艳、李佳、周竹 
201328 网络教学空间下离散数学精品课程建设研究 计算机学院 金  聪 郭京蕾、赵尔敦、赵甫哲、张  伟 
201329 基于 CDIO 风格的《面向对象软件工程》教学模式研究 计算机学院 叶俊民 王敬华、张清国、周伟、李蓉、陈曙、杨艳 

201330 国际化生物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王玉凤 
邱保胜、杨旭、李睿、杨红、熊丽、罗勤、
张遗川 

201331 信息化环境下的生物学实验与实践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刘凯于 
张秀红、崔鸿、杨红、李娟、邓梅峰、刘家
武、李云云、李佳涛 

201332 师范生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彭双阶 
何穗、朱长江、徐章韬、胡典顺、殷希群、
郭希连、周远方、孔峰、裴光亚、彭树德 

201333 信息化环境下金融数学课程“ 多元化立体教学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郭思培 何穗、陈应保、左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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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院  系 项目 
主持人 项目组成员 

201334 基于网络的小组协作学习模式探究 心理学院 龚少英 刘思耘、李晔、熊俊梅 

201335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学科沉浸式全英文教学模式研究 心理学院 刘思耘 
龚少英、李晔、洪建中、范炤、熊俊梅、程
晓荣 

201336 省级经管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创新性实验平台建设研究 信息管理学院 张大斌 王伟军、李延晖、卢新元、余河东 
201337 在线课程教学模式研究——以“ 信息经济学” 课程为例 信息管理学院 桂学文 娄策群、杨小溪、万枞、夏收 
201338 创新型预科汉语教学模式的实证性研究及新教材编写 国院交流学院 万  莹 李汛、肖任飞、李孝娴、周毕吉 
201339 面向留学生英文授课的《中国文化》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 国院交流学院 王薇佳 付海宴、戚学英、刘熊、罗剑 
201340 基于试点学院建设目标的物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守印 吴少平、唐一文、黄致新、黄光明、吴建成 
201341 全英文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吴少平 刘守印、程筠、裴骅 

201342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本科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研究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宁国勤 
左明章、杨九民、陈迪、黄勃、谭政、田元、
范炀、赵肖雄 

201343 高校混合式学习的影响因素及策略研究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蒋  玲 
杨九民、黄磊、李文昊、王忠华、杨琳、万
枞 

201344 以“ 形成性考核” 方式带动—“ 广告学概论” 课程的情景式教学 新闻传播学院 陈俊峰 涂凌琳、胡瑛 
201345 GPDI 地理实验（实习）教学法研究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喻光明 吴宜进、陈实、张海林 
201346 基于多目标的高师自然地理自然野外实习路线优化与重构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揭  毅 黄建武、刘目兴、王宏志、张雪松 

201347 
案例教学模式在混合式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师范教育类课程教学
为例 

教师教育学院 李  娟 
崔鸿、刘家武、张秀红、朱家华、王玉洁、
李小凤 

 

附件二：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年推荐申报省级教学研究项目一览表 

项  目  名  称 院  系 项目 
主持人 项目组成员 

免费师范生特殊教育专业能力的培养研究 教育学院 雷江华 孙玉梅、朱楠、彭兴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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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开放型、与国际接轨的新型人才：从中美两国比较的角度探讨我国高校历史学人才培养模
式的理论与实践 

历史文化学院 
江满情 刘伟、邢来顺、孙泽学、许小青 

信息化环境下师生教学适应性研究 

外国院学院 

向宗平 
高晓芳、童扬芬、洪松、高苏、
马晶、陈馨、陈林苗、郭月仙、
杜宇、黄璐、黄波、张明、陶玲 

高校文科学生自主学习探索-- “ 翻转课堂” 在文学批评课程中的运用 文学院 徐  敏 韩军、胡亚敏、魏天无、万娜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宪法教学模式研究 法学院 王  勤 曹高辉、孙大雄 

思政专业基础课和非思政专业公共政治课中的生态文明教育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龙静云 李宏伟、张凤华、梅萍、杨丽珍 
信息化背景下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拓展与深化 教务处 朱长江  

《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通识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美术学院 

娄  宇 
孙超、王金瞾、李玲妹、谢立君、
李素芬、何鑫 

湖北省大学生体质健康信息管理及教改研究 
体育学院 

王长生 
曹东平、王敬华、于  新、王一
民、郭宝科 

体育教师职业技能职前教育实践性课程开发与设计 
体育学院 

郭  敏 
黄爱峰、胡庆山、周祖宝、陈志
杰 

民族声乐教学与民歌传承研究—以湖北荆州地区马山歌为例 音乐学院 杨秋海 臧艺兵、孙静梅、周希正 

网络环境下的化学教师教育创新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化学学院 

张文华 
万坚、王后雄、郭能、李佳、王
世存、曾艳、邓阳 

国际化生物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王玉凤 
邱保胜、杨旭、李睿、杨红、熊
丽、罗勤、张遗川 

师范生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彭双阶 
何穗、朱长江、徐章韬、胡典顺、
殷希群、郭希连、周远方、孔峰、
裴光亚、彭树德 

基于网络的小组协作学习模式探究 心理学院 龚少英 刘思耘、李晔、熊俊梅 

创新型预科汉语教学模式的实证性研究及新教材编写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万  莹 李汛、肖任飞、李孝娴、周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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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试点学院建设目标的物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守印 
吴少平、唐一文、黄致新、黄光
明、吴建成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本科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研究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宁国勤 
左明章、杨九民、陈迪、黄勃、
谭政、田元、范炀、赵肖雄 

高校混合式学习的影响因素及策略研究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蒋  玲 
杨九民、黄磊、李文昊、王忠华、
杨琳、万枞 

GPDI 地理实验（实习）教学法研究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喻光明 吴宜进、陈实、张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