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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桂教高教〔2013〕28号 

 

关于公布 2013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按照我厅关于开展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

目申报的工作部署，在个人申报，学校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

评审，确定 887个项目为 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项目（以下简称“教改项目”），其中 114 个项目为重点项目，

374 个项目为一般项目 A 类，372 个项目为一般项目 B 类，27

个校企合作发展理事会项目子项目为委托项目（重点项目），现

予以公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高校要充分认识实施教改项目的重要意义，把教改

项目作为本校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点工作来抓，

确保取得预期成果。 

二、我厅将对教改项目予以资助，资助经费额度分别为重

点项目 1.5万元、一般 A类 1万元、一般 B类 0.5万元，项目

学校要按申报时的承诺安排配套经费。项目资助经费将于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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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财政追加方式下达。 

三、立项项目实行学校负责制，各项目承担高校负责组织

项目的启动、实施、经费管理及项目进展情况的监督检查。需

调整项目研究计划、研究时限、项目组成员时，要按照《关于

组织申报 2013年度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的通知》

（桂教高教〔2012〕40号）要求办理。我厅将不定期组织专家

到有关高校对项目进行检查。 

 

附件：1．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名单 

      2．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委托项目 

名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13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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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3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承担学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 项目类别 

42 2013JGZ113 广西师范大学 
与高中数学课改相适应的高师数学教育核心课程

体系及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唐剑岚、周  莹、雷庆祝、程民权、韦煜明、钟仁佑、马林涛、

黄荣里、肖飞雁、卢家宽、何创雄、叶蓓蓓、彭  刚、焦彬桥、

龙开奋、马恩荣 

重点项目 

43 2013JGZ114 广西师范大学 
提升地方师范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内涵建设水平的

研究与实践——以广西师范大学为例 

钟瑞添、何星存、梁燕玲、张  坚、李群英、谭智雄、韦  冬、

曹  霞、唐晓琳、孔凡壬、邵  华、阳佳耘、王继杰、刘  莹 
重点项目 

44 2013JGZ115 广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家文科基地班主干（核心）课程

研究性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广西师范大

学文学院为试点 

杨树喆、王  瑜、刘铁群、聂春华、蔡德龙、陈雪军、欧阳灿

灿、樊中元、韩明、苏立无、张  彦、朱国佳、于  琦 
重点项目 

45 2013JGZ116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室内体育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性研究 滕智莉、鞠  星、杜  莹 重点项目 

46 2013JGA113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桂剧彩调在高师“校地联合传承模式”实践研

究 
何政荣、唐振芳、党宇娜、张黎明、马学文、过安琪、周楼胜 一般项目 A 类 

47 2013JGA114 广西师范大学 化学教师教育类新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黄  都、苏桂发、沈星灿、李舒婷、卢  昕、许燕红、潘英明 一般项目 A 类 

48 2013JGA115 广西师范大学 
充分利用高校生物园构建生态学专业实践性教学

新模式 

马姜明、梁士楚、张惠琴、武正军、李凤英、韦艳艳、杨栋林、

李富荣、覃盈盈 
一般项目 A 类 

49 2013JGA116 广西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东盟国家文化”课程开发 
刘玉梅、周晓玲、李跃平、吴红梅、蒙  岚、董思思、陈  露、

邝增乾、宁见红、陈文强、颜少兰、林  澜、沈  斌、刘玉红 
一般项目 A 类 

50 2013JGA117 广西师范大学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构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课程

与教学实践体系的研究 
王艳琼、谢  翔、陆元兆、廖慧萍、郭旭霞、宋晓蕾、赵  熠 一般项目 A 类 

51 2013JGA118 广西师范大学 
省属师范大学教师优秀群体的个案研究——以获

广西师范大学教学能手称号教师为例 
梁燕玲、杨茂庆、曹  霞、阳佳耘、郑开玲、曾美玲 一般项目 A 类 

52 2013JGA119 广西师范大学 
新课程背景下职前教师教育实习方法的改革与探

索——以历史学科为例 

邓璟生、李庆忠、刘祥学、刘晖龙、林  忠、阳志清、林建连、

唐意容、宋海玲 
一般项目 A 类 

53 2013JGA120 广西师范大学 
环境类专业本科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机制

改革研究与实践 

蒙冕武、刘庆业、陈孟林、蒋治良、李  俊、于方明、蒋艳红、

周振明、陈朝述 
一般项目 A 类 

54 2013JGB115 广西师范大学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话语创新与研究 靳书君、张  红、潘  沁、邓小玲、李翔宇、凌小萍 一般项目 B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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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承担学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 项目类别 

55 2013JGB116 广西师范大学 
泛娱乐化背景下高校影视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探究 
邓  进、胡  弦、刘  英、黄  超、孙启微、杨家明 一般项目 B 类 

56 2013JGB117 广西师范大学 教学科研相结合的近代物理实验教学模式研究 沈洪涛、孔文婕、赵子珍、王力虎、潘福东、覃立平、莫玉香 一般项目 B 类 

57 2013JGB118 广西师范大学 
泛北合作框架下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体系

的研究与实践 

彭润华、阳震青、陆奇岸、吴欣望、周劲波、陆  峰、王修志、

罗  婧、廖明岚、苏毓敏、阳  芳 
一般项目 B 类 

58 2013JGB119 广西师范大学 
高中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设计课程创新教学的研究

与实践 
林  铭、朱艺华、谭姣连、罗  刚、朱  敬、卢沛文、林晓群 一般项目 B 类 

59 2013JGB120 广西师范大学 
在高师中文专业课程中实施“小先生”制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唐子江、陈玉秋、余  昱、周剑清、岑学贵、曾建辉、赵荣新、

张伟超 
一般项目 B 类 

60 2013JGB121 广西师范大学 
网络环境下高校计算机基础系列课程探究式教学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陈宏朝、朱新华、张超英、唐汉雄、李  智、王志星、黄健民、

廖元秀、刘红翼、覃章荣、王莉娥、邓福欣 
一般项目 B 类 

61 2013JGB122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风险控制机制的职技高师项目教学研究与实

践——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例 
唐  杰、李红波、李  鲲、黎  科、陶  波、李  宁 一般项目 B 类 

62 2013JGB123 广西师范大学 图案课程本土化教学研究与实践 
郭  琼、高献敏、黄启波、贾黎威、谢一丹、吴剑珊、蔡志刚、

叶立文、谢翠雪、杨  灿 
一般项目 B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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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13 年 4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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