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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江    南    大    学 

苏高教会〔2021〕6号 

 

 

 

各有关本科高校： 

根据《关于举办首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本科）

暨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选拔赛的通知》（苏高教会

〔2020〕38 号）精神，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竞赛组委会

支持下，在省教育厅指导下，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江南大学共

同举办了首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本科）暨首届全国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选拔赛预赛。经专家组匿名网络评审、组

委会审定以及公示，共有 74 项课程作品入围决赛，现将决赛入

围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1）。首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

赛决赛定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22 日在江南大学举办，赛事安

排及相关工作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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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安排 

3 月 20日  12:00-20:00    参赛教师报到 

3 月 21日  全天           现场比赛 

3 月 22日  全天           参赛教师返程 

二、决赛地点 

江南大学第一教学楼（江南大学东门，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

道 1800号）。 

三、参赛人员 

因疫情防控需要，每项课程作品仅限主讲教师一人参加现场

决赛。 

四、材料准备 

决赛现场评审以教学创新设计汇报为主。主讲教师须使用汇

报 PPT，结合教学大纲和教学实践，全面说明整门课程的设计思

路，突出教学改革与创新，展示相关过程性支撑材料。PPT显示

比例为 4:3, office2010以上版本，要求不得出现参赛教师姓名、

课程编号及学校名称等信息。 

每项课程作品汇报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评委提问和选手回

答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汇报顺序于报到当晚采用微信群抽签的

方式产生。 

五、其他事项 

1.参赛教师报到、住宿地点：书香世家酒店（江南大学南门，

无锡市滨湖区震泽路 899 号， 0510-85175000，朱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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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1822305） 

2.本次决赛不收取报名费，现场参赛人员食宿由主办单位统

一安排，费用自理。 

3.请各参赛教师于 3月 11日前扫码填写参赛回执信息表（疫

情期间江南大学实施校门管控，大赛主办方将根据回执信息办理

访客入校手续，请务必填写准确），并扫码加入大赛决赛微信群。

现场汇报 PPT 以“课程编号+主讲教师姓名”命名，以同名邮件

主 题 于 3 月 18 日 前 发 送 至 大 赛 组 委 会 邮 箱

Jxcx2020@jiangnan.edu.cn。 

    

参赛回执信息表二维码 

 

大赛决赛微信群二维码 

 

会务联系人：聂晨曦、陆文婧   电话：0510-85913563 

大赛组委会邮箱：Jxcx2020@jiangnan.edu.cn 

 

附件：1.首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本科）决赛入围名

单 

  2.江南大学校园导向图 

 

 

mailto:Jxcx2020@jiangn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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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本科）决赛入围名单 

注：按赛道、学科依次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赛道 作品名称 学校 姓名 团队成员 

1 部属高校正高组 药物分析 中国药科大学 柳文媛 吴春勇，李博，狄斌 

2 部属高校正高组 药用植物学 中国药科大学 王旭红  

3 部属高校正高组 口语表达 南京大学 徐慨  

4 部属高校正高组 兽医临床诊断学 南京农业大学 孙卫东 何成华，陈兴祥 

5 部属高校正高组 普通物理（1） 中国矿业大学 石礼伟 王洪涛，张荣，唐军 

6 部属高校正高组 直升机飞行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仁良 陆洋，李攀 

7 部属高校正高组 地下水水文学 河海大学 束龙仓 刘波，鲁程鹏 

8 部属高校正高组 高分子：产品设计新灵感 南京理工大学 车剑飞 朱俊武，姜霖，刘杰 

9 部属高校正高组 模拟电子电路 东南大学 堵国樑 黄慧春 

10 部属高校副高组 钢结构 河海大学 伍凯 曹平周，朱召泉，韦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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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赛道 作品名称 学校 姓名 团队成员 

11 部属高校副高组 口译入门 南京理工大学 杨蔚 陆雷娜，杨帆，王新 

12 部属高校副高组 结构力学 江南大学 严心池 成虎，付李，王中华 

13 部属高校副高组 社会组织管理 中国矿业大学 刘蕾 陈静，马亚静，徐苏兰 

14 部属高校副高组 有机化学 南京理工大学 张树鹏  

15 部属高校副高组 电离层物理与电波传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志强 盛庆红，柳稼航，曾庆生 

16 部属高校副高组 思辨读写 南京农业大学 李维 胡苑艳，曹晓萱 

17 部属高校副高组 生物化学 南京大学 丁智 杨荣武 

18 部属高校中级组 旅游策划学 南京农业大学 黄颖 崔峰，刘庆友 

19 部属高校中级组 中国古典舞基训 江南大学 冯程程 符珊珊，叶凌飞，马静 

20 部属高校中级组 计算机程序设计（上） 东南大学 李骏扬 王玉荣，龙寰，祝雪芬 

21 部属高校中级组 模拟电子技术 中国矿业大学 周一恒 吴新忠，程德强，冯小龙 

22 地方高校正高组 管理信息系统 江苏科技大学 任南 苗虹，潘燕华，尹隽 

23 地方高校正高组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与预防 江苏警官学院 汤三红 陈然，刘迎，杨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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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赛道 作品名称 学校 姓名 团队成员 

24 地方高校正高组 中国古代文学 江苏师范大学 刘嘉伟  

25 地方高校正高组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淮阴师范学院 许芳红 杨颖，杜运威，葛志伟 

26 地方高校正高组 现代物理学在创新创业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 方亮 翁雨燕，董裕力，杨俊义 

27 地方高校正高组 教育学原理 扬州大学 刘佳 姜子云，王聪颖，查永军 

28 地方高校正高组 光学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吴丹 陆伟新，丁云，孙晓燕 

39 地方高校正高组 化学教学论 盐城师范学院 杨玉琴 陈宏兆 

30 地方高校正高组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南京邮电大学 黄丽亚 徐欣，杨恒新，周洪敏 

31 地方高校正高组 木家具制造工艺学 南京林业大学 熊先青 吴智慧，李荣荣，邹媛媛 

32 地方高校正高组 健康评估 南京中医药大学 孙志岭 张华，王丹文，王秋玲 

33 地方高校正高组 社会综合调查实践 苏州科技大学 范凌云 周静，魏晓芳，孙婷 

34 地方高校正高组 土力学 金陵科技学院 孙萍 王蕊，薛涛，左熹 

35 地方高校正高组 土木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常州工学院 王利文 曾雪琴，杨曙兰，丁川 

36 地方高校正高组 电力电子技术 常熟理工学院 刘燕 杨浩东，鲁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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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赛道 作品名称 学校 姓名 团队成员 

37 地方高校正高组 天气学分析基础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姚素香 祁莉，秦育婧，杜宁珠 

38 地方高校正高组 食品微生物学 南京工业大学 熊强 李莎，刘洋，朱本伟 

39 地方高校副高组 财务管理 南京财经大学 张帆 姚文韵，陈榕，胡建雄 

40 地方高校副高组 企业战略管理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王娟 石盛林，周晓剑，徐侠 

41 地方高校副高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南京师范大学 王磊 翟洪峰，王刚，王跃 

42 地方高校副高组 行为金融学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秦笑  

43 地方高校副高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江苏大学 王志刚 金丽馥，张林，李明宇 

44 地方高校副高组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南京师范大学 熊礼阳 汤国安，张书亮，任娜 

45 地方高校副高组 麻醉生理学 徐州医科大学 张洋 张咏梅，宋英，武静茹 

46 地方高校副高组 生物化学 南京医科大学 陈园园 张一鸣，李仲，袁栎 

47 地方高校副高组 大学物理 盐城师范学院 胡小艳 姜辉，李胜强 

48 地方高校副高组 广告艺术鉴赏 南京邮电大学 余洋 卢锋，王克祥，吴婧婧 

49 地方高校副高组 船舶设计原理 江苏科技大学 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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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赛道 作品名称 学校 姓名 团队成员 

50 地方高校副高组 中国教育史 南京师范大学 刘齐 张蓉，生兆欣，黄梦婉 

51 地方高校副高组 体育舞蹈专选 南京体育学院 吕园欣 李子骞，耿涛，苏梦 

52 地方高校副高组 针织服装创新设计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尹雪峰 傅菊芬，陈冬梅 

53 地方高校副高组 生物化学 徐州工程学院 董玉玮 邵颖，唐仕荣，刘恩岐 

54 地方高校副高组 通信电子线路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朱敏 朱书眉，刘允，谢敏 

55 地方高校副高组 机械制造基础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管小燕 吴爱胜，陶丽佳，李国超 

56 地方高校副高组 钢结构设计原理 苏州科技大学 姚江峰 毛晓勇，赵宝成，唐柏鉴 

57 地方高校副高组 房屋建筑学 金陵科技学院 曾庆林 孙雪，黄冬辉 

58 地方高校副高组 影像表现 南京艺术学院 尤达 沈子元，丁子佳 

59 地方高校中级组 创意写作 三江学院 周丽 陈羽，张丁心 

60 地方高校中级组 证券投资学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李磊  

61 地方高校中级组 社会保障概论 南京邮电大学 刘璐婵 张琴，金巍 

62 地方高校中级组 微观经济学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倪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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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赛道 作品名称 学校 姓名 团队成员 

63 地方高校中级组 宏观经济学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卢静 李健，黄毅，张驰 

64 地方高校中级组 生物工程项目实践创新课程 常熟理工学院 吴凌天 朱益波，徐得磊，赵美琳 

65 地方高校中级组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常州大学 吕猛  

66 地方高校中级组 模拟电子技术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杨林莉 胡明，任丽娜，王海鸿 

67 地方高校中级组 计算机原理与汇编语言 泰州学院 谢丹艳 任向民，彭海静，江敏 

68 地方高校中级组 建筑设计Ⅰ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陈宁静 王娟芬，曾庆璇，曹洋波 

69 地方高校中级组 工程化学 金陵科技学院 朱庆莉 李静，许传秀，魏超 

70 地方高校中级组 医学微生物学 南京医科大学 贾佳 于鑫焱，严沁，季旻珺 

71 地方高校中级组 人体工程学 淮阴工学院 李雯雯 李鑫，于文龙，伍玉宙 

72 地方高校中级组 视唱练耳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闫琇虹 庞宇，韩艺鹏，黄俊 

73 地方高校中级组 病理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张璐瑶 王子妤，姚琦，任宏艳 

74 地方高校中级组 高等数学 南通大学 薛莲 陆海华，杜娟，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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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书香世家酒店路线： 

【火车无锡站】 

乘坐地铁 1号线（长广溪方向），在长广溪站下车（1号口出），

步行至书香世家酒店。 

【火车无锡东站】 

乘坐地铁 2号线（梅园开元寺方向）在三阳广场站下车，站内换

乘坐地铁 1号线（长广溪方向），在长广溪站下车（1号口出），步

行至书香世家酒店。 

【无锡汽车站】 

乘坐 133路（无锡中央车站为始发站），在锦溪道（震泽路）站

下车，即到江大南门，步行至书香世家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