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获奖批
次

获奖级别

1 公外教学改革与管理 赵国杰、李泳川 优秀奖 1989年 第一届 国家级
2 加强考试管理，促进学风建 汪茂湘、王惠英、夏庆明 优秀奖 1989年 第一届 国家级

3
理工结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汪茂湘、邓少平、刘永华、肖
玉梅、张国文

二等奖 1997年 第三届 国家级

4
南昌大学生“三制”改革的
研究与实践

潘际銮、周绍森、潘传康、汪
茂湘、肖玉梅

二等奖 2001年 第四届 国家级

5 医学网络教学的研究与应用
欧阳群玲、黄文海、周勤、曾
菲菲、张垒

二等奖 2005年 第五届 国家级

6
地方高水平大学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朱友林、张 华、余淑娴、程水
金、陈志强、王立、叶林桢、

二等奖 2014年 第七届 国家级

7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创新人
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谢明勇、刘成梅、聂少平、胡
晓波、邓泽元、陈奕、阮榕生
、刘伟、张国文、龚晓斌

二等奖 2014年 第七届 国家级

8
*数学文化类课程和创建及
在全国的推广

顾沛、李尚志、朱传喜、邹庭
荣、李艳馥、李军、赵红梅、
白晓棠、王兆军、戴瑛、兰莹

二等奖 2014年 第七届 国家级

1
地方高校创新学分实施体系
的创建与实践

张华、郑莉萍、周勤、李洋、
梁辉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2
《中国电影史》课程“史述
评传”型教学方法改革与实

沈鲁、郑智斌、寻茹茹、姜娜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3
法学“五过程渐进激励式”
教学法的探索与实践

蓝寿荣、杨峰、顾兴斌、黄娅
琴、赖华子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4
“点、线、面、体”融合的
本科教学内部质量保障
(IQA)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朱友林、张华、蔡丹、刘小勤
、叶庆华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5
基于拔尖创新人才导向的经
济学类科研社团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刘耀彬、彭迪云、何筠、时奇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6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色化教
育的实践与研究

陈信凌、郑智斌、周云倩、王
卫明、陈姮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7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互联
网+急救”素质教育服务体
系构建与应用

郑莉萍、唐丹凤、郑月慧、贾
书磊、雷恩骏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8
基于名师、名课、名团队的
大学数学教学改革的研究与

朱传喜、黄先玖、吴照奇、陈
春芳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9
基于国际工程教育理念的食
品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谢明勇、胡晓波、刘成梅、阮
征、聂少平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10
面向机电创新人才培养的研
究性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

董增文、刘继忠、李小兵、胡
瑢华、徐健宁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11
面向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块
式、层次化”单片机课程教
学改革与实践

李建民、李春泉、陈利民、梁
音、范静辉

一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12
关联慕课的学习支持系统：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
自组织

许祥云、彭静雯、乐会进、匡
维、李力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13
高校设计基础与绘画基础的
实践教学创新

吴国荣、胡红忠、吕盼、邱保
金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14
输出为导向的“双向文化”
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与实践

欧阳友珍、谢晓青、朱娅蓉、
黄剑、赖祎华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15
“五分四化一提高”教学法
的提出及推广应用

汪祥、吴金辉、蔡用、司华斌
、赵洋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16
基于自主学习式物理实验教
学的创新运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方利广、郑军、赵勇、韩道福
、王慧琴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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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科研训练体系与理工结合创
新人才培养实践

陈义旺、胡昱、吕小兰、谈利
承、吴芳英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18
以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的理
工医科大学物课程教学改革
与实践

刘崧、钟双英、韩道福、王洪
、胡爱荣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19
以提升素质和强化能力为导
向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改革与实践

胡兆吉、涂文锋、龚兰、李洋
、陈燕山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20
基于课群的计算机基础教育
体系探索与实践

饶泓、陈炼、秦澎涛、胡倩如
、王昊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21
基于“科研训练+学科竞赛
”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王允圃、刘玉环、阮榕生、巫
小丹、彭红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22
中国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
盟慕课《无所不在--传染病
》的建设与实践

孙水林、徐健宁、龚兰、宋莉
、刘翠芸

二等奖 2016年 第15批 省级

23
地方高校卓越工程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与实践

张  华、周  勤、陈杨华、刘
晓强、黄玉水

一等奖 2014年 第15批 省级

24
“课程建设与社团服务并行
共赢”的《现场急救》通识
课程创新与实践

郑莉萍、郑月慧、唐丹凤、刘
征宇、孙  惦

一等奖 2014年 第14批 省级

25
教师授课质量多主体全方位
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朱友林、张  华、钟祥存、刘
小勤、蔡  丹

一等奖 2014年 第14批 省级

26
地方综合性大学经济学本科
专业“三型”人才培养的立
交桥模式构建与实践

刘耀彬、彭迪云、郑亨清、陈
斐、王玉帅

一等奖 2014年 第14批 省级

27
地方高校体育竞技拔尖人才
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郁庆定、江广金、唐  艺、王
道杰、周明星

一等奖 2014年 第14批 省级

28
“大科学”背景下大学生生
命科学素质教育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余  潮、夏  斌、葛  刚、刘
以珍、蔡奇英

二等奖 2014年 第14批 省级

29
管理学课程“垂直一体、全
时全息”型教学方法改革与

戴志敏、何  筠、杨戈宁、郭
露、况学文

二等奖 2014年 第14批 省级

30
有机化学学科大学生创新实
验平台的构建与实践

陈义旺、胡  昱、戴延凤、吕
小兰、郭  瑛

二等奖 2014年 第14批 省级

31
《围手术期医学》的教学改
革与实践

雷恩骏、赵为禄、罗佛全、闵
佳、赵黎丽

二等奖 2014年 第14批 省级

32
“项目驱动”在Visual
FoxPro 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谢  军、李  文、黄水源、刘
捷、郑超美

二等奖 2014年 第14批 省级

33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实践
教学改革

陈信凌、王卫明、郑智斌、卢
洁萍、仲  杰

二等奖 2014年 第14批 省级

34
地方综合性大学文化建设支
撑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周文斌、张华、郭航、陈志强
、刘继荣

一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35
临床实习模式构建的研究与
实践

张剑、余坤生、周娟、江晓平
、汪武峰

一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36
地方高校机械类创新人才培
养平台创建与实践

张华、刘莹、徐健宁、刘国平
、朱政强

一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37
基于能力培养的工商管理专
业课程建设与实践教学

何筠、陈洪玮、戴淑燕、苏海
涛、郭朝晖

一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38
可持续大学英语教学效能改
革

刘婷、黄耀华、王丽娟、陈夜
雨、项歆妮

一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39
临床医学学科团队化研究生
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吕农华、张焜和、谢勇、朱萱
、陈幼祥

一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40
基于科研项目带动的研究生
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讨

谢明勇、邓泽元、王远兴、聂
少平、田颍刚

一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41
生理学案例教学与医学生综
合、创新能力培养探索

梁尚栋、李桂林、徐昌水、徐
文苑、高云

二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42
课程超市：导师指导下高校
学生自主选课的教学新模式

陈志强、张振亭、李云豪 二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43
五步训练法在提高学生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中的研究

何朝珠、周湖燕、李鸿艳、周
彩云、袁俊

二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44
国家特色专业“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

闫洪、胡志、周新、曾效舒、
艾凡荣

二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45
“移动学习”在高校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

罗建河、罗良针、程结晶、杨
琳、周云倩

二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46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以学科
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模式

袁平华、陈夜雨、孙晓燕、米
保富、廖兰

二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47
《食品化学》精品课程立体
化教材建设

谢明勇、胡晓波、聂少平、赵
燕、万茵

二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48
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培
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程晓曙、苏海、吴清华、吴延
庆、洪葵

二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49
综合性大学医学研究生培养
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龚洪翰、曾献军、王进华、何
来昌、姜建

二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50
Piaget建构主义教育理念指
导下的任务型研究生英语教
学模式

王正琪、梁琦秋、吴娟、罗敏
莉、黄洪玲

二等奖 2012年 第13批 省级

51
地方综合性大学“1131”多
元化培养拔尖人才的探索与

朱友林、辛  勇、曹文华、李
飞强、周  新

一等奖 2010年 第12批 省级

52
《食品化学》精品课程建设
的探索与实践

谢明勇、胡晓波、阮  征、张
国文、高金燕

一等奖 2010年 第12批 省级

53
二语习得中Peer Teaching
学习的实践与研究

张林华、赵林彤、祝小军、谢
林根、张  吉

二等奖 2010年 第12批 省级

54
面向工程的过程装备与控制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胡兆吉、龚  兰、涂文锋、李
鸣、谭志宏

二等奖 2010年 第12批 省级

55
地方“211”高校开放式科
研基地对本科创新人才培养
的研究与实践

张  华、贾剑平、徐健宁、毛
志伟、刘继忠

二等奖 2010年 第12批 省级

56
精品课程资源共享与利用研
究

廖晓明、韩  艺、刘圣中、文
卫勇、丁东洋

二等奖 2010年 第12批 省级

57
医学影像学课程体系构建与
实践

龚洪翰、曾献军、何来昌、彭
德昌、何玉麟

二等奖 2010年 第12批 省级

58
高校与学会携手改革大学生
艾滋病防控教育方式的理论
与实践

傅颖媛、胡  青、曾小平、况
南珍、宋矿余

二等奖 2010年 第12批 省级

59
关于高校信息安全教育模式
的探索及实践

周南润、刘  晔、龚黎华 二等奖 2010年 第12批 省级

60
软件工程探索性、开放性教
学的创新与实践

卢晓勇、李建民、朱俊炎、欧
阳皓、揭  敏

二等奖 2010年 第12批 省级

61
基于资源整合共享的实验室
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
与实践

朱友林、辛  勇、蔡  丹、陈
明华、洪胜华

一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62
关于高等数学教学方法、教
改模式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研

朱传喜、徐义红、曹文华 一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63
基于WEB的精品课程系统平
台研究开发与实践

辛  勇、曹文华、李  洋、朱
传喜、余淑娴

一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64
临床医学试题软件开发与题
库建设

龚洪翰、高国兰、魏云峰、李
致勋、何来昌

一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65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及其教材建设研究

杨选辉、龚花萍、熊国经、曾
群、孙  斌

二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66
计算机应用基础上机操作考
试系统

朱小刚、余志伟、管志明、王
翔、郭  群

二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67
机械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途径的探索与实践

刘  莹、饶锡新、黄兴元、李
小兵、石志新

二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68
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特色专
业的建设和实践

闫  洪、周六如、罗丽萍、张
如华、孙  玲

二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69
强化学院教学管理，提高学
院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质量

洪一江、辜清、张国文、吴小
平、王军花

二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70
体验教育中学习者自主能力
培养与教师教学管理的行动

王丽娟、陈夜雨、祝小军、黄
霞、邓琳娜

二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71
大学英语演讲与辩论能力培
养与实践

蒋  平、周  敏、徐雪梅、张
淮海、吴红燕

二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72
基于人性化大学生舞蹈比赛
指导体系的研究

李  蕾、万道明、徐  曼、吴
巍巍

二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73
“设计大基础”下的教学模
式创新研究及实践

潜铁宇、熊兴福、张夜莺、孟
永刚、万莉

二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74
高校影视艺术教育理论创新
与实践教学研究

胡  辛、肖玉梅、何  静、邓
煜、李云凤

二等奖 2008年 第11批 省级

75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与实践

周文斌、 辛 勇、 余淑娴、曹
文华、钟贞山

一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76
工程训练立体化教学体系的
构建与实践

罗丽萍、郭烈恩、京玉海、徐
明发、王官明

一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77 软件工程套件教学实践
卢晓勇、刘晓强、胡文松、朱
俊炎、周翔

一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78
创新性人体组织学与胚胎学
教学体系建立与实践

石小玉、张垒、周莹、邓胜昌
、施斌

一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79
英语本科论文系统规范与质
量监控

蒋平、刘天伦、姚倩、郑军荣
、张淮海

一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80
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

扶名福、黄耀华、曹鼎新、周
新、龚兰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81 高校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辛勇、余淑娴、黎欠水、谈振
新、廖清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82
《C程序设计》双语教学研
究与实践

饶泓、陈炼、肖美华、周光斌
、刘捷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83
《医学细胞生物学》课件的
制作与应用

李刚、唐珉、宫京闽、蔡伟、
冯微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84
《系统动力学》教学改革与
实践

贾仁安、涂国平、邓群钊、徐
兵、何宜庆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85 工程力学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宋固全、兰志文、熊拥军、梁
洪、吴萍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86
本科生导师工作机制创新研
究

廖晓明、黎欠水、文卫勇、徐
光兵、章海欧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87
《刑事诉讼法》教学改革研
究

刘本燕、涂书田、胡祥福、何
军兵、涂新中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88
在课外竞赛引导下的新闻传
播类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研

陈信凌、陈志强、曾光、黎欠
水、李飞强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89
交互式、听说读写一体化研
究生英语教学

王正琪、官志红、邹春荣、朱
娅蓉、杨玲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90
应用心理学专业“课堂、校
内、校外”三维一体实践实
习教学模式构建

陈建华、罗良针、黎光明、杨
琳、高美才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91
创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程的
互动型教学构建应用型日语
人才培养体系

刘婷、涂志琴、邱荣菊、朱玉
梅、姚琴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92
新世纪“四型”国际经贸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欧阳有旺、谌贻庆、程春梅、
陶春峰、白云涛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93
电工电子教学改革实践与研
究

汪庆年、戴伟华、胡奕涛、邹
道胜、吕金甫

二等奖 2006年 第10批 省级

94
“一个中心，四个支点”建
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陈建华、欧番、杨琳、高美才
、黄雅婷

一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95 数学建模教育与实践
马新生、陈涛、黄耀华、陈钰
菊、廖川荣

一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96
《断层解剖学》课程建设探
索

段菊如、熊俊平、鲁纯纠、李
耀斌、方桦

一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97 医学网络教学的研究与应用
欧阳群玲、黄文海、周勤、曾
菲菲、张垒

一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98
高校影视教育中创新意识和
动手能力的培养

胡辛、肖玉梅、黄耀华、何静
、邓煜

一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99
探索高等数学教学新模式培
养大学生创造思维能力

朱传喜、徐义红、曹文华 二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100
综合性大学本科化学专业新
型培养模式探索

王德友、周新木、张宁、曾晓
平、余淑娴

二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101
CT、MRI多媒体教学软件的
研制

肖新兰、习卫民、黄筱琴 二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102
“实践培能”心电图教学新
模式

苏海、汪兴富、陈静 二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103
医学影像诊断学教学模式改
革

龚洪翰、曾献军、肖香佐、何
来昌、周莉

二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104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指导规范
刘莹、江雄心、肖根楠、张文
钰、李小兵

二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105
结合《机械原理》和《机械
设计》课程教学开展机械创
新设计活动的实践

黄兴元、杨湘杰、毛志伟、黄
懿琼、许春水

二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106
应用语言学理论，提升大学
生英语认知能力

欧阳美和、徐剑英、承云、李
果正、易明珍

二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107
营造语言学习环境，创新英
语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熊焕平、于红冈、陈小林、曹
文华、徐海燕

二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108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三进”工作模式
的探讨

胡伯项、杜奋根、刘涛、尹利
民、熊晓娥

二等奖 2004年 第9批 省级

109
“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研
究与实践

陈建华、肖玉梅、洪恩强、郭
航、熊建辉

二等奖 2002年 第8批 省级

110 军事教学课件的研制与应用
黄月胜、应琦、姜舒强、刘兴
权、裘卫

二等奖 2002年 第8批 省级

111
理工科专业外语教学的改革
与实践

陈恳、徐敏、徐龙权 二等奖 2002年 第8批 省级

112
基于网络的《机械设计》多
媒体系统研制和应用

刘莹、黄兴云、戴莉莉、况踔
、徐铭政

二等奖 2002年 第8批 省级

113
医学影像诊断学多媒体教学
光盘

龚洪翰、王敏、秋春梅、纪玉
梅、王敏君

二等奖 2002年 第8批 省级

114
《近代光学测试技术》课程
改革与实践

刘南生、傅继武、元美玲、唐
小迅、叶素萍

二等奖 2002年 第8批 省级

115
《免疫学基础与病厚生物学
》

周宪民、严涛、何士勤、胡宁
燕、应国红

二等奖 2002年 第8批 省级

116
基于多媒体与网络环境下的
高等医学教学中自主性学习
模式研究

郑小燕、周勤、汪燕南、徐建
太、方桦

二等奖 2002年 第8批 省级

117 高校影视教育研究与实践 胡辛、肖玉梅、何静 二等奖 2002年 第8批 省级

118
基础课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的教学研究

丁成华、汤希孟、齐南、孙晓
刚、马超英

二等奖 2002年 第8批 省级

119
南昌大学“三制”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潘际銮、周绍森、潘传康、汪
茂湘、肖玉梅

一等奖 2000年 第7批 省级

120
“五段式教学法”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学中的应用与研

卢忠萍、赵碧云、曾昭汰、刘
长安、崔力民

一等奖 2000年 第7批 省级

121
电子技术教学课程教学改革
的探索与实践

王港元、谢云、卢晓红、陈桉
、赖青梧

一等奖 2000年 第7批 省级

122
外科学总论教学改革实践研
究

戴闽、李太原、张红艳、李文
芳、谢小平

一等奖 2000年 第7批 省级

123
“理工实验班”教学改革的
研究与实践

肖玉梅、周声柱、李水弟、陈
恳、廖清

一等奖 2000年 第7批 省级

124
大学生文华素质教育中的《
大学语文》教学改革

孙立平、肖玉梅、汪少华、孟
广明、胡建次

二等奖 2000年 第7批 省级

125 探索素质教育的新途径 郑晓江 二等奖 2000年 第7批 省级

126
地方医学院校研究室的建设
与探索

刘志刚、朱清仙、刘玉琳、龚
十妹、刘秋如

二等奖 2000年 第7批 省级

127
面向21世纪新闻人才培养研
究与实践

刘仁圣、陈信凌、邓长荪 三等奖 2000年 第7批 省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