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师范大学 1989-2014 年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人 获奖类型 获奖等级 获奖年份 

1 “U-G-S”教师教育新模式的探索 刘益春 高夯 董玉琦 饶从满 李广 省级 特等奖 2014 

2 
思想政治理论课集成式改革创新，提高教学实效性的理论

研究与实践 
郭凤志 张澍军 齐晓安 阎志才 王立仁 省级 一等奖 2014 

3 “学研产”复合型影视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王稼之 王以宁 关大我 尹爱青 敖柏 省级 一等奖 2014 

4 文史哲复合型教师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及实践 
王确 周巩固 胡海波 刘雨 张文东 高玉

秋 王春雨 
省级 一等奖 2014 

5 
依托国家级实验中心，构建生物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教

学体系 
王丽 邢福 魏民 刘多 周义发 陈珊 省级 一等奖 2014 

6 
“五段一体式”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商学院实践教学

改革研究 
吕康银 吴国萍 房国忠 盖国凤 胡静波 省级 一等奖 2014 

7 生态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王德利 杨允菲 邢福 杨海军 郭继勋 

穆春生 
省级 一等奖 2014 

8 国家公费师范生“双轨—八模块”培养体系 
范猛 郝明宇 李言明 王子刚 李清 郭

建华 
省级 二等奖 2014 

9 高师物理课程教学手段现代化的实践与研究 郑泰玉 孙迎春 于海波 王庆勇 徐明奇 省级 二等奖 2014 

10 《高等代数》课程改革和建设 张庆成 陈良云 扶先辉 张永正 省级 二等奖 2014 

11 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平台的理论构建与实施 
李刚 张守伟 郭宇杰 张岩 高军 张维

民 
省级 二等奖 2014 

12 教科书研究方法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 
孔凡哲 史宁中 张胜利 崔英梅 史亮 

朱晓东 
省级 二等奖 2014 



13 微生物学精品课程建设 陈珊 刘东波 李凡 夏红梅 巴雷 省级 三等奖 2014 

14 
一体化集约型化学基础实验 BB 辅助教学平台的建设与应

用实践 
贺庆林 刘丽 刘成站 赵玉龙 周仕东 省级 三等奖 2014 

15 
物理专业基础课程——光学工程 PPBL 教学模式的实践探

索 
李金环 戴瑞 陆子凤 贾艳 省级 三等奖 2014 

16 实验心理学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张明 康静梅 王凌云 省级 三等奖 2014 

17 
大学理论类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以环境管理学为

例 
曹勇宏 省级 三等奖 2014 

18 
应对基础教育新数学课程的高师院校数学教育学课程改

革研究 
李淑文 孙连举 王晓辉 李清 郭民 省级 三等奖 2014 

19 基于教师专业合作的大学区教研模式研究 
邓涛 孔凡琴 房健 唐泽静 牛利华 唐

丽芳 
省级 三等奖 2014 

20 教师教育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史宁中 刘益春 高 夯 董玉琦 饶从满

邹雪辉  
省级 特等奖 2009 

21 教育概论精品课程的系统建设与教学改革研究  柳海民 于伟 杨兆山 周 霖 王 澍  省级 一等奖 2009 

22 区域经济地理学课程的创立与发展  陈才 丁四保 王荣成 李宁 赵伟  省级 一等奖 2009 

23 培养具有研究能力的中学生物教师的探索与实践  王丽 黄百渠 张丽萍 孙晖 陈珊 杨允

菲  
省级 一等奖 2009 

24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韩秋红、庞立生、胡海波、王艳华  省级 一等奖 2009 

25 大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平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杨晓慧 郝 运 高 夯 董玉琦 陈万超  省级 一等奖 2009 

2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与

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  
田克勤 孙堂厚 康秀云 李彩华 黄桂英 省级 一等奖 2009 

27 培养创新型优秀中学教师的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刘益春 刘玉学 刘春光 赵立竹 陈 莉 省级 二等奖 2009 



28 
高师公共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马云鹏 曲铁华 孔凡哲 吕立杰 路海

东  
省级 二等奖 2009 

29 
高师英语专业精读课传统法语交际法融合教学模式创新

与实践  

张绍杰 王启燕 仇云龙 高瑛 修树新  
省级 二等奖 2009 

30 高师艺术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实施  尹爱青 付宏政 金顺爱 刘炼 张黎红  省级 三等奖 2009 

31 基于优秀教师培养的化学实验课程改革  许 林 郑长龙 孙闻东 贺庆林 朱东升 省级 三等奖 2009 

32 影视艺术专业联合创作课程的建设与创新  王稼之 王以宁、关大我 黄永春 郑 军 省级 三等奖 2009 

33 
国家级精品课程"世界古代史"教学内容扩充与教学手段

创新  

周巩固 王晋新 王邵励 宫秀华 徐家

玲  
省级 三等奖 2009 

34 高师电类专业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张雪明 王连明 徐明奇 岳丽娟 夏彬  省级 三等奖 2009 

35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系列教材（教材）  李雁翎,吕英华,王文永,周东岱,潘伟  省级 三等奖 2009 

36 适应"能力型"软件人才培养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探索 钟绍春 解月光 王文永 潘 伟 郑晓娟 省级 三等奖 2009 

37 多功能、专业化、开放式教师继续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史宁中 张贵新 侯国范 祝捷 李全 省级 特等奖 2005 

38 立足东北辐射全国的新型生物学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 郝水 张丽萍 黄百渠 王丽 孙晖 省级 特等奖 2005 

39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建设理论与实践 马云鹏 张向葵 曲铁华 陈旭远 赵宏义 省级 一等奖 2005 

40 
生物学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研究与

实验 
张丽萍 陈珊 孙晖 魏民 王丽 省级 一等奖 2005 

41 
非环境专业学生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研究与实

践 
盛连喜 王宁 丁蕴铮 袁星 徐建玲 省级 一等奖 2005 

42 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尹爱青 金顺爱 张慧 省级 一等奖 2005 

43 创新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模式及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实 孙建华 李刚 曲霞 贾桂芹 李寅 省级 二等奖 2005 



践研究 

44 历史基地的建设与人才培养 周巩固 韩东育 梁茂信 赵轶峰、董小川 省级 二等奖 2005 

45 《Visual Foxpro 应用基础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教材） 李雁翎 省级 二等奖 2005 

46 
地理科学专业区域地理课程体系重构与教学内容改革实

践 
杨青山 刘继生 丁四宝 徐效坡 韩杰 省级 三等奖 2005 

47 高师物理教学论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孟昭辉 省级 三等奖 2005 

48 高等教育信息化研究与实践 赵蔚 王以宁 彭立 徐万胥 省级 三等奖 2005 

49 能力型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钟绍春 王文永 解月光 李雁翎 渊伟 省级 三等奖 2005 

50 数学建模课程、教材建设与竞赛组织培训和指导 李佐峰  白玉山 范猛 涂良川 省级 三等奖 2005 

51 《生物地理学》（教材） 殷秀琴 侯威岭 省级 三等奖 2005 

52 
面向基础教育，实施“优师工程”，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改革研究与实践  
赵毅 唐吉庚 柳海民 刘继生 杨柏林  省级 特等奖 2001 

53 思想政治教育主干课：邓小平理论教学  
田克勤、柏维春、赵连章、刘彤、孙堂

厚  
省级 一等奖 2001 

54 高师院校教育学专业改革的典型范例  
柳海民 、张向葵、王景英、赵宏义、陈

旭远  
省级 一等奖 2001 

55 高师本科数学专业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的改革与实践  高夯 王仁发 梁希泉 赵洁 盛中平  省级 一等奖 2001 

56 
历史学专业本科基础课“世界通史”多媒体教学手段的研

究与实践  
马世力 钟绍春 于群 周巩固 王文永  省级 一等奖 2001 

57 生物学科新型考试体系的建立及实践  王丽 邹明谦 陈珊 段晓刚 魏民  省级 二等奖 2001 

58 高师体育教育专业“问导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宫本庄 杨霆 姜立嘉 陈钢 宛祝平  省级 二等奖 2001 



59 运用电脑教育技术实现中文专业教学模式的转型和重构  金振邦 李炳海 张恩普 刘雨 周奇文  省级 二等奖 2001 

60 面向二十一世纪信息管理学科群建设研究与实践  杨沛超 徐跃权 初景利  省级 三等奖 2001 

61 《土壤地理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学策略研究与实践  许林书  省级 三等奖 2001 

62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结构及其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尹爱青 韩再恩 王日昌 刘峡  省级 三等奖 2001 

63 植物学五步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陆静梅 肖洪兴 张常钟 曾宪录 谢航  省级 三等奖 2001 

64 面向高师院校的数学物理方法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束仁贵  省级 三等奖 2001 

65 高师化学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路与实践  褚莹 黄如丹 郭黎平 黄宗浩 刘群  省级 三等奖 2001 

66 高师系列化爱国主义教育探索  刘和忠 杨丽 陈海英 候国范 刘宗林  省级 一等奖 1997 

67 高师英专交际英语教学实验研究  杨忠 刘伯祥 隋铭才 孔德惠 杨玉晨  省级 一等奖 1997 

68 
建设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培养植物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

高质量研究生  
郝水 何孟元 黄百渠 邢苗 张传善  省级 一等奖 1997 

69 全方位改革高师音乐教学法课程，强化培养教学能力  尹爱青 聂英  省级 二等奖 1997 

70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  汪继福 阎志才 张玉田 吴绍禹  省级 二等奖 1997 

71 “结构式体育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刘庆祥 宛祝平 孙建华 张术学  

杨志强  
省级 二等奖 1997 

72 改革高师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为基础教育服务  韩长明 唐恩辉 白建英 张娟 顾达天  省级 二等奖 1997 

73 面向 21 世纪，培养高质量的中学师资  
侯国范 刘继生 刘宗谊 李天鹅 杨永

清  
省级 二等奖 1997 

74 高等数学教学论学科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周学海  省级 三等奖 1997 



75 资料室为教学服务现代化管理模式  高莎丽 全华  省级 三等奖 1997 

76 面向 21 世纪写作教学体系的整体建构  刘雨 杜莲茹 何明 刘世剑 金振邦  省级 三等奖 1997 

77 古汉语教学的新体系建构  刘乃叔  省级 三等奖 1997 

78 “中国教育史”基础课的建设和改革  吴玉琦 易慧清 王凌皓 曲铁华  省级 三等奖 1997 

79 世界上古中古史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  林志纯 朱寰 王永本 于庆和 郝际陶  省级 一等奖 1993 

80 高师美术专业画室教学法  戴成有  省级 二等奖 1993 

81 四段式系列化教育实践活动  富维岳 贾非 陈旭远 于伟 李红霞  省级 二等奖 1993 

82 高师政教专业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郑如心 刘景富、  省级 二等奖 1993 

83 
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把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贯穿教学

始终  
郑德荣 黄景芳 李鸿文 宋春  省级 二等奖 1993 

84 高师中文专业教学法课和教育实习整体同步改革  陈永芳 刘莉萱 李晓明 王军 谷云义  省级 二等奖 1993 

85 改进和加强硕士研究生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研究  
解恩泽 赵树智 张玉田 王宗孟  

滕福星  
省级 二等奖 1993 

86 中学物理教学法课程教学建设  战永杰 谢利民 顾达天 孟朝辉 孙新  省级 二等奖 1993 

87 生物地理学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  陈鹏 侯威岭 殷秀琴 孙帆 仲伟彦  省级 二等奖 1993 

88 
根据需要、立足自身、培养基础坚实、有发展前途的优秀

硕士毕业生  
王锡绂 刘秉正 金万修 邢旭 王志兴  省级 二等奖 1993 

89 创建偏微分方程控制论新学科  陈任昭 高夯 赵友  省级 二等奖 1993 

90 政治学课程建设系列化  邵德门  省级  不分等 1989 



91 在地质学基础课教学中加强“三基”内容，培养学生能力 吕金福  省级 级 1989 

92 高师中文专业教育实习系统工程  于亚中 陈永芳  省级 1989 

93 化学专业基础实验教学系统改革  吴子生 刘宝殿 张河哲  省级 1989 

94 高师本科教学管理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高明全 侯国范 穆士杰  省级 1989 

95 外语教学法研究生的培养路子  王武军  省级 1989 

96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课程改革和建设  郑德荣  省级 1989 

97 我是这样改革共同课心理学教学的  张德  省级 1989 

98 高师理论物理课程的改革与实验仪器的研制  王志兴  省级 1989 

99 复变函数论课程教改实验——“引导式教学法”  肖荫庵  省级 1989 

100 图书情报专业数学课程建设  孙清兰  省级 1989 

101 高师院校声乐教学改革与实践  王英眉  省级 1989 

102 思想教育课教学规律与特点的研究  龚乐进  省级 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