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医学院 2012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课题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主持人 申报单位 项目级别

1
开展高校二级院系绩效评价提升办学效益的研究

与实践
雒保军

高等医学教育研究

中心
重点

2
基础医学系列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和共享的探

索与实践
杨保胜 基础医学院 重点

3 医学形态学网络教育新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千新来 基础医学院 重点

4
“早期接触临床麻醉”用于五年制麻醉学专业临床

教学的效果研究
岳修勤 第一临床学院 重点

5
以分阶段考核为导向的临床技能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
潘 莹 第三临床学院 重点

6 树立精品意识，打造特色专业 王 辉 医学检验系 重点

7
河南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

践
张宝林 国际教育学院 重点

8 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特色专业的建设与实践 朱金富 心理学系 重点

9 大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的模式探索 吕路线 第二临床学院 重点

10 “社区实践”在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中的探索研究 田玉慧 公共卫生学系 重点



11 虚拟“人体解剖学运动系统”课堂建设 王 省 基础医学院 重点

12
诊所式法学教育在医学院校卫生法学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
韩 冬 管理学院 重点

13 精神病学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的探讨 张瑞岭 第二临床学院 重点

14 高校师资队伍人本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孟 勇 基础医学院 重点

15 医学检验教学质量工程建设策略与实践 王明永 医学检验系 重点

16
高等学校医学与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

研究与实践
吕秋香 管理学院 重点

17 我校临床医学专业见习带教模式改革初探 张慧勇 第一临床学院 重点

18
高情商实用型护理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研

究
孙 娟 护理学院 重点

19
基于项目驱动的护理核心胜任力本位教育研究与

实践
卢 颖 护理学院 重点

20
模块式教学在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吴艳芳 药学院 重点

21
以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为导向的内科学本科教学改

革初探
吴 隼 第一临床学院 一般

22 PBL 教学法在精神病学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王长虹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



23 基于加强实习生医患沟通能力的探讨 张朝辉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

24 标准化病人在精神病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王新友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

25 医学影像教学的改革与研究 赵洪增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

26
临床教师在检验医学专业实验课教学中地位和作

用调查研究
周位强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

27 影像医学分类教学的改革与研究 张海三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

28
“以问题为基础”教学模式应用于药学专业分析化

学教学的改革与探讨
袁建梅 基础医学院 一般

29 TBL 教学模式下解剖学综合实验的探索与实践 刘恒兴 基础医学院 一般

30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

《人体断层解剖学》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付升旗 基础医学院 一般

31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生物化学实验中的应用 高建芝 基础医学院 一般

32
基于网络的互动教学模式在医学免疫学教学中的

应用和实践
张国俊 基础医学院 一般

33 研究生临床应用解剖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范锡印 基础医学院 一般

34 本科生理学双语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董献红 基础医学院 一般

35
探讨在医学生理学教学中引入以团队为基础(Team

Based Learning，TBL)的教学模式
尹雅玲 基础医学院 一般



36 基于网络环境下 CPBL 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孙银平 基础医学院 一般

37
生物化学创新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索及对理论教学

的促进作用
王小引 基础医学院 一般

38 法医案例资源信息库的构建与教研互动 王克杰 基础医学院 一般

39 口腔医学个性化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邓晓慧 基础医学院 一般

40 机能学实验学研合作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杜爱林 基础医学院 一般

41
基于网络环境下基础医学教学方法与

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姚朝阳 基础医学院 一般

42 中枢神经系统教学中三维动画的制作及应用 朱振东 基础医学院 一般

43 新形势下师生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的困难与对策 冯志博 基础医学院 一般

44
基于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的医学生教育教学方法研

究与实践
张金华 护理学院 一般

45
基于护理核心胜任力的儿科护理学教学改革与实

践
朱丽丽 护理学院 一般

46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

研究与应用
桑文凤 护理学院 一般

47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护理学基础实践教学体系的

改革研究与实践
张瑞芹 护理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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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视频技术在体育教学中运用的可行性研究 阳红林 体育教学部 一般

49 医学院校专升本学生学习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靳 隽 医学检验系 一般

50 医学生“三带两感”见习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郭庆合 医学检验系 一般

51 研究性学习在医学检验专业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朱琳琳 医学检验系 一般

52
后网络时代医学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研

究和实践
戎华刚 成人教育学院 一般

53
医学院校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课程体系与教

学内容改革研究
朱森林

大学生就业指导中

心
一般

54
高等医学院校全科医学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
孙 翔 公共卫生学系 一般

55 医学院校大学生逃课现象原因及对策研究 李海斌 公共卫生学系 一般

56 毒理学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徐光翠 公共卫生学系 一般

57 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的教学改革研究 张改叶 心理学系 一般

58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在临床心理学中的

研究与实践
王玉锋 心理学系 一般

59 实验心理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杨世昌 心理学系 一般



60
医学遗传学精品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建设
杨慈清 生命科学技术系 一般

61
以教研室建设推进生物技术专业课程建设的改革

与探索
周晨妍 生命科学技术系 一般

62
生物技术专业酶工程网络示范课程建设模式的研

究与探讨
高启禹 生命科学技术系 一般

63
大学物理课程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教学模式与教

学方法的研究
刘东华 生命科学技术系 一般

64 大学生英语学习中批判性思维缺失及其干预 平文江 外国语言学系 一般

65
同伴观摩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师资培训中的作用

研究与实施
任如意 外国语言学系 一般

66 药物制剂工程与设备的组合教学方法研究 阎玺庆 药学院 一般

67 “道德与文明”课程体系创建研究 侯 鹏 社会科学部 一般

68
《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概论》“教、学、做”一体

化教学模式研究
艾凉琼 社会科学部 一般

69
基于社会医学课程教学程序设计来提高卫生事业

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研究
郭丽君 管理学院 一般

70 《C程序设计》精品课程建设研究 刘基伟 管理学院 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