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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扛牢政治责任，抓住疫情防控契机，全面开展网络教学，努

力补足信息化教学建设短板，把网络教学工作抓实、抓细、

抓落地，我校举办了线上教学优秀课程评选活动。经各学院

初评推荐、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推荐材料进行终评，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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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68 门线上教学优秀课程，其中特等奖 15 门、一等奖 20

门、二等奖 28门。现予以通报表扬，详见附件。 

为了激励广大教师提高线上教学质量，经学校研究决

定，对以上优秀给予表彰和奖励。奖励标准为：被评为

“河南省本科教育线上优秀课程”一等奖的课程负责人每

人奖励课时 150节，二等奖的课程负责人每人奖励课时

130 节，三等奖的课程负责人每人奖励课时 110节，且不

再参评学校线上教学优秀课程评选；获得学校线上教学优

秀课程特等奖的课程负责人每人奖励课时 100节、一等奖

的课程负责人每人奖励课时 80节，二等奖的课程负责人每

人奖励课时 50节。 

希望受到表扬的教师再接再厉，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与个性化学习，充分利用线

上优质课程资源开展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和方式方法创新，

示范引领课程改革创新，促进课堂教学与信息化的深度融

合，切实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学质量。 

 

附件：黄淮学院线上教学优秀课程评选结果 

 

 

2020 年 7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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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黄淮学院线上教学优秀课程评选结果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负  

责人 
评选结果 团队成员 

1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化工工艺学 王世兵 特等奖 魏雨、张景迅、于沛、李荣强 

2 国际教育学院 软件项目管理 邱栋 特等奖 李福荣、朱献文、吴海涛、张太宇 

3 经济管理学院 审计案例 张莹莹 特等奖 李吉、李静、宋瑞、王笑凡 

4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风味化学 王改玲 特等奖 李大红、王明成、胡莉、鲁珍 

5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导论 杨杰伟 特等奖 冯栋梁、张建华、何文胜、李军舰 

6 艺术设计学院 《滨水景观设计》 易玲 特等奖 无 

7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分析化学 马金金 特等奖 张峰、张军丽、魏雨、沈红旗 

8 文化与传媒学院 Studying Film 电影研究 韩露 特等奖 任奇伟、刘文琦 

9 建筑工程学院 项目投资与融资 李小娟 特等奖 李勇、商丽、张瑞敏 

10 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史 李臻 特等奖 郭学智、邹霞、李婷、刘艳晴 

11 音乐学院 钢琴基础二 李立 特等奖 张静、李田甜、吴妍、刘艳晴 

12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C 语言程序设计 行舒乐 特等奖 闫卓、张丽珍、王银玲、高海宁 

13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建模 苗秀金 特等奖 张振坤、刘保仓、王春岩、李秋英 

14 信息工程学院 路由与交换 宋三华 特等奖 姚汝贤、王晓涓、刘会超、刘直良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 张文静 特等奖 秦小霞、秦秀莲、王占可、刘秀华 

16 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 II 刘允 一等奖 刘政元、张倩 

17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测量 王汉雄 一等奖 赵晓东、鲁旭 

18 文化与传媒学院 文案策划与创意 司雯雯 一等奖 无 

19 经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概论 赵巧 一等奖 李留青、葛文静、张驰、曾贺奇 

20 艺术设计学院 《书法与篆刻》 李楠 一等奖 无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刘秀华 一等奖 刘双、张文静、秦秀莲、李秀平 

22 经济管理学院 高级财务会计 李吉 一等奖 无 

23 外国语学院 翻译项目管理 杨慧娟 一等奖 陈海英、孙一博、殿白恩 

24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生物分离工程 李思强 一等奖 李云、王春弘、谌馥佳、李恩中 

25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 刘直良 一等奖 姚汝贤、王晓涓、宋三华、王继营 

26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光伏电站检测与运维 张亮 一等奖 叶苗、李建功 

27 智能制造学院 EDA 技术应用 李平 一等奖 王东云、石鹏、平燕娜、席志鹏 

28 体育学院 体育教师职业技能 张建华 一等奖 赖学鸿、肖亚康、侯二松 

29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化学反应工程 魏 雨 一等奖 张景迅、王世兵、于沛 

30 医学院 基础护理（二） 王静 一等奖 唐艳华、丁晶晶、谢书红、董永欣 



 

 - 4 - 

31 国际教育学院 综合英语Ⅱ 朱飞 一等奖 王静、燕芳、冯成一、赵东亚 

32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现代食品发酵技术 鲁珍 一等奖 李大红、王明成、胡莉、魏姜勉 

33 数学与统计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陈敏 一等奖 高风昕、庞留勇、王宝珍、王慧敏 

34 智能制造学院 工程力学 胡乾坤 一等奖 白文峰、肖伟中、刘勇军、刘巧燕 

35 艺术设计学院 《国画创作》 栗东旭 一等奖 王志飞 

36 数学与统计学院 高等数学 周红玲 二等奖 刘保仓、陈莹、王慧敏、王春岩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张潇 二等奖 刘双、刘秀华、张文静、秦秀莲 

38 医学院 中医护理学 谷云鹏 二等奖 张静 

39 体育学院 体育保健学 王会凤 二等奖 王玉清、李慧阁、李春意、李军舰 

40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口译 李晨 二等奖 邹姝丽、孙秀丽、贾黎丽、彭云 

41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生物化学 胡莉 二等奖 李大红 

42 建筑工程学院 土力学 商拥辉 二等奖 贺子光、方前程、齐平、李中原 

43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游新雨 二等奖 刘会丽、闫凤美、王胜强、柳准 

44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新能源转换与控制技术 王银玲 二等奖 宋俊、于磊、王启、张丽珍 

45 智能制造学院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 石鹏 二等奖 李平、王东云 

46 建筑工程学院 理论力学 王昌盛 二等奖 方前程、李远略、展猛 

47 数学与统计学院 高等数学 夏银红 二等奖 王慧敏、唐雄、陈莹、罗成广 

48 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 王萌 二等奖 杨珂、薛晓娟 

49 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综合实践 王继营 二等奖 王晓涓、宋三华、刘直良、李景富 

50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金融学 屈晶 二等奖 尤利平、秦静 

51 文化与传媒学院 播音主持与创作基础 杨华源 二等奖 无 

52 文化与传媒学院 新媒体与网络传播 刘萌 二等奖 刘枫 

53 智能制造学院 电子设计与应用 郑洪宇 二等奖 郭娜 

54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 王胜强 二等奖 闫凤美、游新雨 

55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汽车理论 张艳山 二等奖 肖伟中、行舒乐、闫守成、朱清山 

56 艺术设计学院 《办公空间专题设计》 林龙 二等奖 魏琳、何军旗、许文茹、尹中伟 

57 医学院 基础护理（一） 温利文 二等奖 郑慧敏、鲁峰、胡俊霞 

58 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 李秀平 二等奖 陈继伟、刘秀华 

59 音乐学院 声乐基础二 周凡斌 二等奖 龙莉莉、邹霞、甘洁、章迪 

60 国际教育学院 大学英语Ⅱ 徐燕 二等奖 杨莉、张科、刘岩、贺博博 

61 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 II 王玉华 二等奖 王新芳、黄素华 

62 体育学院 运动生理学 李慧阁 二等奖 王会凤、董谆、郝放、赖学鸿 

63 音乐学院 声乐表演二 甘洁 二等奖 龙莉莉、邹霞、周凡斌、章迪 

黄淮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0年 7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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