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 岩 学 院 文 件  
岩学院教〔2022〕8 号 

 

龙岩学院关于公布 2022 年校级教育教学成果

奖获奖项目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龙岩学院关于开展 2022 年校级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

和评选工作的通知》（岩学院教字〔2021〕136 号）文件精神，

我校组织开展了 2022 年校级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经个人

申报、所在单位推荐、校外专家评审、校教学委员会审议和拟获

奖结果公示，共确定 45项获奖成果，其中特等奖 14 项、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22项。现将获奖结果予以公布（见附件）。 

本次获奖的成果是我校教师在教育教学岗位上经过多年艰

苦努力获得的创造性成果，充分体现了近年来广大教师在教书育

人、严谨笃学、教学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就，集中反映

了近年来我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特色与成效、创新与发展。希

望获奖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进一步开展教学研究和

实践，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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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更多适应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应用型人

才。 

 

附件：龙岩学院 2022年校级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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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校级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

要完成

人 

第一完

成单位 

获奖等

级 

1 
“红·土”融合：基于闽西特色文化资源的地方高校校

本课程建设与育人实践 
兰寿春 师范院 特等奖 

2 
基于平台模块化的土木与测绘工程类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改革与实践   
徐志刚 资源院 特等奖 

3 
基于产学研创一体化育人模式的新型农业人才培养改

革与实践 
邱龙新 生科院 特等奖 

4 
四位一体、面向地方文化协同 育人的广播电视学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 
綦鹏 传播院 特等奖 

5 
红色引领，地方本科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的探索与实践 
吴珍平 马院 特等奖 

6 
红土铸魂，产教深度融合，培养新型兽医人才改革与实

践 
黄翠琴 生科院 特等奖 

7 
基于产业学院“334”创新体系，培养专用机械领域应

用型人才 
陈虹微 物机院 特等奖 

8 
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

实践 
黄可权 经管院 特等奖 

9 新时代中小幼家庭教育素养提升的路径与实践 姜燕琴 师范院 特等奖 

10 
“以学生为中心”视域下分析化学“三课五法”教学体

系的建构研究与实践 
涂逢樟 化材院 特等奖 

11 
新工科导向的地方本科高校软件工程人才产教融合培

养机制创新与实践 
郭华龙 数信院 特等奖 

12 
“1+2+3”构建“四史”教育教学系统工程的探索与实

践 
杨玉凤 马院 特等奖 

13 
新工科背景下契合高端装备制造业需求的电子信息类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曾玮 物机院 特等奖 

14  基于“主课堂+”创新推动习近平新思想“三进”工作 廖雅珍 马院 特等奖 

15 服务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营销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创新 吴盛汉 经管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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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顺应新工科建设要求的《大学物理》课程内容体系重构

的研究与实践 
赖国忠 物机院 一等奖 

17 
新农科背景下深化动物科学专业应用型课程体系和教

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吴琼 生科院 一等奖 

18 基于“五育并举”的高校体育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 李长沙 体育院 一等奖 

19 
新工科视域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机械专业“三维”人

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杨元慧 物机院 一等奖 

20 
扎根红土、实践引领、校地协同：《广电综合性实务》

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 
刘涛 传播院 一等奖 

21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创

新 
刘丽红 经管院 一等奖 

22 
核心素养视域下，以学生为中心打造有效课堂，培养应

用型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洪燕萍 生科院 一等奖 

23 
产出导向法视阈下《高级商务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詹芸芸 外语院 一等奖 

24 
基于 OBE理念的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李善英 师范院 二等奖 

25 
精工强理、产教融合的应用化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探索

与实践 
赵陈浩 化材院 二等奖 

26 
课程思政背景下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与

实践 
张赐东 体育院 二等奖 

27 
以花鸟创作课程教学改革为点，大学生艺术创新能力培

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兰华生 师范院 二等奖 

28 
应用型本科院校《水文地质学》线上线下智慧混合式课

程教学模式改革 
王沙沙 资源院 二等奖 

29 
案例教学助推应用型本科高校 “金课”式课程体系建

设  
吴春富 物机院 二等奖 

30 微课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涂淑珍 数信院 二等奖 

31 
衔接新技术、对接新应用、融合新经济需求的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实践 
张璐滢 经管院 二等奖 

32 
师范认证背景下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实践教学课

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马奕 数信院 二等奖 

33 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   吴莹 外语院 二等奖 

34 《心理学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 郑先如 师范院 二等奖 

35 基于导师制的创新设计实践 刘喜明 传播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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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学师范专业“铸魂”教育 沈寿华 数信院 二等奖 

37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 OBE理念的高数课程创新教学探

索与实践 
黄婧 数信院 二等奖 

38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跨境电商新商科实验室 杨加银 经管院 二等奖 

39 
CAD/CAE校企合作的探索与实践（论文+证书+案例+企

业调研图片） 
翁剑成 物机院 二等奖 

40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郑瑞娟 化材院 二等奖 

41 
新文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外语专业跨学科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刘亚燕 外语院 二等奖 

42 
加强“党建 + 专业竞赛”模式，助推“双一流”背景

下学科建设 
姜秀榕 化材院 二等奖 

43 采矿工程实践模式改革探索   刘谦 资源院 二等奖 

44 地方传统音乐在高校音乐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于瑶 师范院 二等奖 

45 
经济管理类专业对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构建与

实施 
丁培荣 经管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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