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9-2016.8期间的获奖情况如下： 

 
 

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名单（2016.4） 

序号 
获奖年

份 
课程名称 学院 

课程负责人

姓名 
课程类型

(本/专) 

所属一级

学科 

1 2016 语文教学课例研究 教育学院 王荣生 本科 教育学 

2 2016 中国现当代史 人文学院 高红霞 本科 历史学 

3 2016 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教育学院 吴念阳 本科 理学 

4 2016 Android 应用程序设计 信机学院 李鲁群 本科 理学 

5 2016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哲学与法政

学院 
马英娟 本科 法学 

 
 
 
 

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名单（2016.4） 
 

序号 课程名称 学院 课程负责人姓名 

1 

逻辑电路与 FPGA应用 

Logic Circuit & FPGA 

Application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杨敏 

 

 

 

通过验收的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名单 

（2013 年立项）（2016.4） 
 

序号 课程名称 学院 课程负责人姓名 

1 
国家公园规划与管理 

National Park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旅游学院 朱璇 



2016 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2016.5） 
 

序号 课程名称 单位 课程负责人姓名 

1 
都市卓越教师“核心素养”模型建

构研究 
校办 柯勤飞 

2 植物学实验教学模式改革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曹建国 

3 
广告专业“产学交互”教学模式再

创新 
人文与传播学院 郑  欢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年度校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2016.4）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单位） 

第一完

成人职

称 

单位 
获奖等

第 

1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

究》国内一流课程资源 

王荣生、丁  炜、高  晶、吴忠

豪、于  龙、李  重、李海林、

薛法根、岳乃红 

教授 教育 特等奖 

2 
面向教师教育的英语语音课程拓

展与创新实践 

卜友红、蔡龙权、宋学东、庄木

齐、钱敦炜 
教授 外语 一等奖 

3 

迎接中国城市文明新时代，构建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史教学体系与

模式 

陈  恒、洪庆明、陆伟芳、李孝

聪、张忠祥、钟  翀、蔡  萌、

李尚君、李文硕、康  凯 

教授 人文 一等奖 

4 
上海师范大学法律硕士实践教学

基地规范化建设 

蒋传光、胡志民、程兰兰、韩思

阳 
教授 法政 一等奖 

5 心理咨询与治疗系列课程建设 

李  丹、李正云、沈勇强、刘世

宏、樊  琪、岑国桢、周  圆、

刘俊升、蔡  丹、崔丽莹 

教授 教育 一等奖 

6 
生物科学实验示范中心创新改革

实践 

李利珍、王全喜、陈  军、李新

国、曹建国 
教授 生环 一等奖 

7 
移动互联网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  
李鲁群、马  燕、张  波 教授 信机 一等奖 

8 中国史教学方法探索与改革 

苏智良、高红霞、姚潇鸫、陈大

为、刘  江、董大学、姚  霏、

邵  雍、薛理禹 

教授 人文 一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单位） 

第一完

成人职

称 

单位 
获奖等

第 

9 

本科生双语教学“D-TBL”模式：

经济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前沿教

改 

陶  庆、沈  芳、王礼鑫 教授 法政 一等奖 

10 
本科荣誉课程的设计、开发与卓

越教师的培养 

夏正江、吕杰昕、梅珍兰、于  龙、

陈焕章、王维臣、王海澜、杨  帆、

钟文芳 

教授 教育 一等奖 

11 商科全英文教研模式改革与创新 

赵红军、杨宝华、李  慧、黄国

妍、张元庆、胡春燕、王  绮、

李  刚、林  燕、鲍晓晔 

教授 商 一等奖 

12 
大学 MOOC课程与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创新研究 

蔡宝来、吴  艳、张诗雅、曾  艳、

杨  帆、陈  勇、王  健 
教授 教育 二等奖 

13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及强化学生高

技术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 

方祖华、徐  颖、张云侠、黄建

民、袁秀平、张春丽、朱  俊、

严  岩、柳  晖、杨燕勤 

研究员 信机 二等奖 

14 

课程教学大纲与教学规范化建设

——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

学 

高耀明、叶颖 教授 教育 二等奖 

15 
初等教育儿童文学课程建设及创

新实践 
李学斌、惠  中、王青松 副教授 教育 二等奖 

16 
降低统计性歧视视角的“四维一

体”大金融本科教学改革实践 

茆训诚、孙红梅、张  震、李  刚、

崔百胜、黄  虹、赵金实、刘红

梅、黄  静、郭照蕊 

教授 商 二等奖 

17 影视综合创作实践（教材及运用） 
齐  青、顾伟丽、赵国庆、李冬

梅、栾  刚 
教授 人文 二等奖 

18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型教

学模式”探索与实践——以“概

论课”为例 

石书臣、汪青松、李  亮、张  娜、

马振江 
教授 马院 二等奖 

19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跨文化系列课

程建设与英才培养 

王澧华、石慧敏、张  黎、王小

平、江  莉、沈之杰 
教授 对外 二等奖 

20 
课程案例教学体系建设的开发与

实践 

王周伟、李  慧、黄建中、张  毅、

崔百胜 
副教授 商 二等奖 

21 
能力为本，实践导向，卓越发展

——卓越教师职前培养改革 

夏惠贤、丁  炜、李  燕、钟文

芳、何慧华、高  敬、沈嘉祺、

李  霞 

教授 教育 二等奖 

22 《汉语白话史》教材 徐时仪 教授 人文 二等奖 

23 
公共英语主题-任务教学模式探

究 

原苏荣、陆玲妹、田  荔、叶  倩、

明  宏、王军英 
教授 外语 二等奖 

24 
面向人才需求的中德高等教育汽

车服务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互认合

张玉萍、李一染、张春丽、王  娟、

陈  莹 
教授 信机 二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单位） 

第一完

成人职

称 

单位 
获奖等

第 

作改革 

25 
基于国际化平台的应用型创新人

才培养新模式探索 

张宇鑫、陈春霞、王增忠、赵世

峰、钟黎安 
教授 建工 二等奖 

26 
电子信息类专业工程与创新人才

培养探索与实践 

张自强、朱品昌、叶  宏、李传

江、周小平、倪继峰 
教授 信机 二等奖 

27 
面向建设工程行业人才需求，开

发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赵兴祥、王增忠、陈兴海、张春

霞、张新华、杨凌志、李淑华、

徐之舟、粟  庆、孙  霙 

副教授 建工 二等奖 

28 
十年，广告专业开放与课程群优

化 

郑  欢、王  昭、张  磊、吴冰

冰、金定海 
教授 人文 二等奖 

29 
英汉互译课程教学、实践与科研

一体化建设 

朱伊革、卢  敏、王惠萍、金  辉、

刘  霁 
教授 外语 二等奖 

30 
观赏园艺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与

实践 
陈佳瀛、邵  琳、李新国、戴  洪 副教授 生环 三等奖 

31 
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出版学专业

实践教学机制创新与探索 

陈丽菲、王月琴、周伟良、钱晓

文、王秋林、陆  臻、李  静 
教授 人文 三等奖 

32 
基于集体备课的大学英语教材二

次开发 

陈庆勋、胡俊杰、王丽敏、陈  赢、

王一清、颜晓晔、张  斌、黄  颖 
教授 外语 三等奖 

33 
一核多向：高校学生骨干培养模

式的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 

戴  冰、史佳华、杨康贤、陈晓

虹、万  瑾、颜  彦、徐  渊 
副教授 

人文 

团委 
三等奖 

34 
舞蹈师资人才教学与实践应用能

力的培养 

高娟敏、苗小龙、李晓激、王雨

坤、金  彦、黄  娟、迟  红、

邱彩芳 

副教授 音乐 三等奖 

35 
化工专业本科生工程设计能力培

养思考与实践 

郎万中、吴建民、刘  泓、徐文

艳、修乃云 
副教授 生环 三等奖 

36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信息素养

与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究 

李顺宝、马  燕、严丽军、金  辉、

张小波、吴晶雯、彭敏军 
副教授 数理 三等奖 

37 
《数字档案馆》课程实验教学改

革 
吕元智、梁孟华、朱  颖 教授 人文 三等奖 

38 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实践与创新 马英娟、李泠烨、韩思阳 教授 法政 三等奖 

39 
版画教学中对视觉维度的研究与

应用 
苏岩声、马亚平 教授 美术 三等奖 

40 
“版块制”教学组织模式的创新

实验 

王翔宇、赵炳翔、邱乙哲、许迪

声 
副教授 谢晋 三等奖 

41 
全面、持续、高效地提高艺术类

大学生文化素养的教学方法 
戏剧理论教研团队 教授 谢晋 三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单位） 

第一完

成人职

称 

单位 
获奖等

第 

42 
美术教学与创作互动的多学科共

建模式 
翟  勇、王剑锋、李储会、陈  研 教授 美术 三等奖 

43 
文化传承与经典研读课程体系建

构 

詹  丹、查清华、池  洁、马里

扬 
教授 人文 三等奖 

44 
基于科研创新与教学相结合的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 

张永明、阎  宁、宋佳秀、孙伟

华 
教授 生环 三等奖 

（注：根据获奖等第，按照第一完成人姓名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