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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2016 年立项的优势专业 

优质课程、教改创新项目年度检查结果的通报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教学建设与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山

西师范大学优势专业项目实施方案》、《山西师范大学优质课程项目实

施方案》和《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实施方案》，学校对 2016 

年立项的优势专业、优质课程、教改创新项目进行了中期检查。通过检

查，检查组一致认为：学校的各类教学项目总体来说建设目标明确、建

设方向正确、工作推进扎实，已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效，特别是部分项

目的建设成果已落实到课堂教学中，落实到了学生培养上。同时，检查

组对各项目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设意见和建议，现将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一、优质课程 

（一）存在问题 

1.建设方案：部分课程特别是通识课程需进一步明确建设目标，细

化建设方案，使课程建设目标紧扣学校定位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2.教学大纲：个别课程教学大纲的体系存在问题，且不够详细、具

体。 



3.课堂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方面有待加强，学生参与课堂的

方式需进一步研究；教学评价方式与方法需进一步完善。  

4.教学团队：对教师的培训不足，与国内外同行交流不够；个别课

程团队缺乏稳定性。 

5.教学研究：部分课程教学研究相对薄弱，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

距甚远，对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6.科学研究：科研成果产出不足，且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效

果不明显。  

7.教学资源：部分教材建设水平不高，教材体系方面存在问题；网

络资源建设水平普遍待提升，微课、模块化课程的精细化构建不足，混

合式教学有待加强。 

（二）建设建议 

1.深化课堂教学改革。进一步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改革，

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增加学生课堂参与度和学生

在课程建设中的贡献；注重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的合理结合，

激发学生兴趣；在课程中融入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教育，培养学生的实

践创新能力；建立健全基于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课堂教

学改革模式的总结、升华和推广。 

2.加强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做好改革的过程性资料积累和整理，

争取发表高水平教研与科研论文；及时总结教学成果，把教学经验系统

化、理论化；做好教科研成果的转化，将教师的教科研成果和研究前沿

引入本科教学。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青年教师的学历层次，加强与省内外同

行专家的交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团队稳定性。 

4.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加强自编教材和资料库建设，加快教材出版，

推出高水平的特色教材；加强网络教学资源的构建，尽快利用学校网络

教学平台，把课程建设成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网络课程，建设过程中注

重资源的有效性和可用性，切实推动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2016 年立项优质课程年度检查结果 

负责人 所属学院 课程名称 得  分 

张海珠 教师教育学院 中学生物学科教学设计 90.16 

李志河 教育科学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90.16 

赵秀芳 政法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88.61 

薛冰纯 化材学院 仪器分析 88.37 

朱红康 数计学院 计算机基础 88.29 

张  潮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心理学 88.22 

张秀红 生命学院 微生物学 88.03 

段江燕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 87.67 

王  彤 体育学院 排球 87.55 

汪存友 传媒学院 非线性编辑技术 87.39 

杨红萍 教师教育学院 中学数学教学论 86.60 

吕世辰 政法学院 社会学概论 86.41 

宋  捷 外语学院 英语演讲 86.22 

李  伟 文学院 现代汉语 85.10 

苗向阳 物信学院 量子力学 84.78 

孟德腾 文学院 语言学概论 84.46 

张建强 音乐学院 山西民间音乐 84.04 

高  昆 化材学院 无机化学 83.26 

赵跃先 马克思主义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82.65 

仝建平 历史学院 古代中国与山西 82.24 

阴耀耀 美术学院 广告设计 82.22 

杨浩菊 数计学院 高等代数 81.49 

徐继承 历史学院 当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 81.41 

史其威 音乐学院 乐理与视唱练耳 80.39 



负责人 所属学院 课程名称 得  分 

金小民 美术学院 色彩—油画静物创作练习 79.24 

段伟宇 经管学院 财务管理 79.11 

张琴秀 教育科学学院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78.83 

张焕君 历史学院 国学与当代中国 77.52 

胡炜霞 历史学院 饭店前厅与客房管理 75.11 

杨 虎 物信学院 物理学的科学图式 73.15 

二、优势专业 

（一）存在问题 

1.建设方案：部分专业建设方案不够明确、具体，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与课程目标的契合度不高，专业特色不明显。 

2.师资队伍：部分专业高水平教师缺乏，师资队伍结构需进一步优

化；教师科研成果和教研成果对专业建设的支撑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3.教学建设与改革：教材建设、主干课程试题库建设和课程资源建

设稍显滞后，缺少标志性教学成果。 

4.课堂教学：基于学生能力导向的各种课堂教学方法的恰当选用和

使用能力需加强；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需进一步加强；基于学生能力提升的评价标准制定和评价实施方式

需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 

5.实践教学：对实践环节设计及实习基地建设重视程度不够，高水

平实习基地数量不足；部分毕业论文选题脱离生活和社会实践。 

6.教学管理：项目研究经费的使用需进一步科学化。 

7.专业优势及特色：专业办学特色、专业优势不够明显。 

（二）建设建议 

根据学校定位和办学目标，进一步明确、细化、具体化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提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目标的契合度；在课堂教学中融

入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教育，注重学生文化素养教育，关注学生的学习，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对专业建设



的支撑力度，提升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加强名师培养和标志性教学成

果打造；重视实践环节设计和实习基地建设；凝练课堂教学模式和专业

特色，形成办学优势；充分发挥优势专业在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方面的

带头、示范和辐射作用，以带动学校专业建设水平的整体提高。 

2016 年立项优势专业中期检查结果 

负责人 所属学院 专业名称 得  分 

张献明 化材学院 化学 89.20 

车效梅 历史学院 历史学 88.65 

延保全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88.48 

杨  虎 物信学院 物理学 86.06 

贾绘泽 政法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85.93 

芦荣胜 生命学院 生物科学 85.53 

秦  杰 外语学院 英语教育 85.05 

孙  鸣 音乐学院 音乐学 85.01 

张永清 地理学院 地理科学 84.87 

王  云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84.83 

段伟宇 经管学院 财务管理 84.36 

史建红 数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84.25 

李晓庵 美术学院 美术学 83.94 

吴彦茹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技术学 83.20 

杨吉平 书法学院 书法学 83.18 

三、教改创新项目 

（一）存在问题 

部分项目的研究目标不明确，研究方法不具体，研究设计需进一步优

化和细化；有的项目设计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有的项目需通过教学实

验来证明教改的效果；有的项目需注意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并根据反

馈信息不断调整项目实施方案；多数项目缺乏对改革过程资料的积累和



总结。 

（二）建设建议 

进一步明确、细化要研究的问题，梳理改革思路；在改革过程中要注

重通过科学的方法对改革前后的教学效果进行对比、论证和评估；认真

总结、凝练改革经验和成果，努力上升到理论高度，做好成果的推广应

用。 

2016 年立项教改创新项目中期检查结果 

负责人 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得分 

王君文 化材学院 构建“一体化多层次”实验教学体系 89.24 

刘  昂 美术学院 《人工工程学》课程教学改革 86.69 

周芬芬 教育科学学院 
对话式教学在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课程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 
86.48 

吉志强 政法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课程教学模式与教学

效果评价体系改革研究 
85.74 

樊  婧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政课课堂教学模

式研究 
85.55 

冯晓丽 体育学院 
新媒体融入高校体育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创新

研究 
85.10 

张丽红 生命学院 
案例教学法与 Seminar 教学法在生物大类创

新人才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85.02 

刘明星 音乐学院 音乐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84.98 

闫小平 体育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武术理论基础》课程教

学内容与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84.50 

武立引 外语学院 合作学习模式在综合日语课堂中的应用研究 84.45 

张少颖 食品学院 
PBL 教学法在《食品微生物实验技术》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 
84.19 

张迎春 教育科学学院 
“学习小助手”在小教专业教育学理论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 
83.62 

薛秀娟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微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创新

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

为例 

83.50 

冯金林 生命学院 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改革 83.48 



负责人 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得分 

闫建璋 教师教育学院 师范生教育实习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83.38 

周艳华 生命学院 
本-硕-一体化卓越中学生物教师课程考核评

价体系改革研究 
82.19 

冯喜珍 教育科学学院 
基于学生需求和学习规律的公共心理学教学

改革 
81.93 

陈江美 传媒学院 空乘专业形体课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 80.88 

谷亚华 教育科学学院 
公共教育学教学模式新探：“教师合作、大班

讲授、小班讨论、分组实践”应用研究 
80.64 

李  竹 物信学院 CPLD/FPGA 应用技术教学改革 80.29 

         本年度优势专业、优质课程、教改创新项目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对

各项目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设意见和建议，希望各学院领导、各项目负责

人根据此次检查过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认真梳理、合理规划，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保证项目建设按时、高质完成，形成一批教学成果，

不断将我校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向深入，不

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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