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新乡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立项评审结果汇总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单位 项目主持人 课题等级

1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地方医学院校教学
质量保障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院长办公室 毛兰芝 重点

2
应用型本科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探
索

护理学院 薛松梅 重点

3
以重点学科为依托 加强学生科研创新能
力的培养

药学院 闫福林 重点

4
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医患沟通技
巧课程研究与实践

社科部 王亚峰 重点

5
针对河南省卫生人才资源素质现状  创
新改革高等医学教育课程设置

高等医学教育
研究中心

雒保军 重点

6
创建基础医学类精品课程群，着力推进
教育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基础医学院 杨保胜 重点

7
高等医学院校医学相关专业医学类课程
设置的改革与实践

人事处 苗双虎 重点

8
临床医学专业后期临床教学模式改革的
探讨

一附院 翁孝刚 重点

9
地方高等医学院校学分制改革深化的实
践与研究

教务处 王淑秀 重点

10 形态学网络资源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基础医学院 千新来 重点

11 耳鼻喉科学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研究 第三临床学院 孙慧远 重点

12 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心理学系 朱金富 重点

13
新时期成人医学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成人教育学院 郑怀庆 重点

14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方向研究生教
学模式探讨

基础医学院 王庆志 重点

15 “立体化探究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基础医学院 李东亮 重点

16
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产学研合作人
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与实践

公共卫生学系 张合喜 重点

17
基于仿真技术的项目教学法在人才培养
中的应用研究

生命科学技术系 李振新 重点

18
医学检验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研究与实
践

医学检验系 王明永 重点

19 机考对大学英语教与学的反拨作用 外语系 平文江 重点

20
形态学教学新模式与大学生创新和实践
能力的培养研究

基础医学院 杨廷桐 重点

21 本科医学生导师制的研究与实践 公共卫生学系 席景砖 重点



22
立足河南、面向未来，加快医学检验特
色专业建设

医学检验系 贺志安 重点

23
重构药学专业药理学教学模式，探索独
立学院应用型药学人才培养模式

药学院 刘巨源 重点

24
启发式教学方法在临床精神医学教学中
的应用

二附院 王长虹 重点

25 基于虚拟团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究 管理学院 张帆 重点

26 应用型生物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建设研究 生命科学技术系 刘涌涛 重点

27
河南省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管理
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外语系 任如意 重点

28
临床教师课堂教学效果评价模式、评价
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第三临床学院 张延生 重点

29
高校医学生人文关怀职业特质培养的教
学方法研究与实践

护理学院 张金华 重点

30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皮肤性病学教学中
的研究与实践

一附院 田中伟 重点

31 专题讨论法在《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附院 吕凤华 一般

32 PBL教学法在神经内科实习带教中的应用 一附院 李  彤 一般

33
以疾病为轴线的PBL教学模式在实验诊断
学教学的应用

一附院 闫轶鹏 一般

34 多媒体实验室在影像教学中的初步应用 一附院 张希中 一般

35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护理学实验室建设
及教学改革

护理学院 高  凌 一般

36
医学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研
究

护理学院 李向青 一般

37
网络环境下《健康评估》新型教学模式
的构建

护理学院 李秀敏 一般

38
护理专业本科生核心能力培养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研究

护理学院 郭兰青 一般

39
护理本科毕业生社区护理实践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

护理学院 杜敏霞 一般

40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在护理本科生
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研究与实践

护理学院 桑文凤 一般

41
科研课题设计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
发展的促进研究

公共卫生学系 廖  娜 一般

42
预防医学专业环境卫生学课程教学体系
的研究与实践

公共卫生学系 徐光翠 一般

43
后现代医学文化对医学检验教育教学手
段的影响及对传统教学手段的审视

医学检验系 王  辉 一般

44 PBL教学法在临床生物化学中的应用 医学检验系 李平法 一般



45
临床医学类专业本科生生物安全防护教
育的探索与研究  

医学检验系 张晨光 一般

46
临床血液学与检验教学中思维能力的培
养

医学检验系 牛新清 一般

47
篮球投篮命中率计时计分器的研制与运
用

体育教学部 郭照德 一般

48
药物分析实验课教学与药品检验工作实
际相结合的教学改革

药学院 孙祥德 一般

49
药学专业野外教学实习基地建设和评价
研究

药学院 荆云 一般

50 药学大类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药学院 尹志奎 一般

51 药事管理学的暑期实践教学研究 药学院 卢光洲 一般

52
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及其教学效果探索性
研究

二附院 张红星 一般

53
《卫生管理运筹学》精品课程建设与探
索

管理学院 李晓斌 一般

54 医学院校卫生法学课程建设研究 管理学院 吕秋香 一般

55
构建医药特色的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的实践与探索

生命科学技术系 丰慧根 一般

56
提高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本科毕业论
文质量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生命科学技术系 周晨妍 一般

57 医学信息处理类实验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生命科学技术系 董兵超 一般

58
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医学仪器原理》
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生命科学技术系 岳小萍 一般

59
基因工程教学在网络和多媒体环境下存
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新趋势

生命科学技术系 王文锋 一般

60
生物技术专业普通生物学课程课堂教学
模式及教学方法改革研究与实践

生命科学技术系 李延兰 一般

61
电子技术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与实践

生命科学技术系 赵合运 一般

62
医学院校生物工程专业酶工程课程建设
形式的探讨

生命科学技术系 高启禹 一般

63
网络教学平台和医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探
索与实践

成人教育学院 曹坤明 一般

64
独立学院课堂教学模式及其教学效果评
价体系研究

三全学院 王洪兴 一般

65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
究

心理学系 罗艳艳 一般

66
就业指导教育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
研究与实践

心理学系 杨世昌 一般

67
E-Prime在心理学实验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研究

心理学系 闫春平 一般



68
大学英语教师职后教育模式重构的研究
和实践探索

外语系 王玉安 一般

69 英语专业语音教材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外语系 姜向军 一般

70
学分制下英语专业写作课程动态模块化
改革的研究

外语系 张瑞君 一般

71 我省高校教师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人事处 崔金奇 一般

72
医学研究生教育个性化培养模式的实践
探索

研究生处 朱武凌 一般

73 网络环境下大学语文教学的优化研究 社科部 刘国庚 一般

74
普通医学高等院校艺术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

社科部 彭  彤 一般

75
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遇
到的困难及其对策研究

社科部 李孟卿 一般

76
医学院校《形式与政策》课程多元化教
学模式的构建

社科部 刘珍玉 一般

77 PBL教学法在眼科临床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第三临床学院 刘爱琴 一般

78
河南省康复医学教育现状的调查分析与
研究

第三临床学院 潘  莹 一般

79
基于VR的虚拟人体结构自主学习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

现代教育技术
中心

葛建霞 一般

80 传统文化对医学生道德价值取向研究 基础医学院 任玉明 一般

81
基础医学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保障机制
研究与实践

基础医学院 杨志军 一般

82
法医学专业综合素质培养及实践教学体
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探讨

基础医学院 黄艳梅 一般

83
医学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改革
与实践

基础医学院 刘  燕 一般

84 研讨式教学法在机能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基础医学院 千智斌 一般

85 寄生虫活体实验教学中PBL教学模式应用 基础医学院 张海珠 一般

86
药学有机化学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

基础医学院 刘振岭 一般

87 标准化管理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基础医学院 刘恒兴 一般

88
《医学微生物学》理论教学中临床知识
的拓展应用研究

基础医学院 邓保国 一般

89 医学院校生物化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基础医学院 石如玲 一般

90
医学生物化学案例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探
索

基础医学院 王天云 一般



91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医用化学实验教学
改革

基础医学院 董 丽 一般

92
组织学总论知识数字化光镜结构和观察
法建设

基础医学院 高福莲 一般

93 互动式教学在病理生理学理论中的应用 基础医学院 黄丽君 一般

94 虚拟“标志肌”学习软件的开发 基础医学院 王  省 一般

95 免疫学双语课程的建设 基础医学院 徐春阳 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