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成果情况 

 

南开大学 2018 年第八届国家级、天津市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推荐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成果主要完成 

单位 
成果科类 学院 获奖等级 时间 

1 

全面发展、主动成长 ——

南开大学素质教育体系的

探索与实践 

龚克、朱光磊、杨克欣、

刘立松、杨光明、蒋雅文、

白云龙、何璟炜、王成辉、

季纳新、杨岚 

南开大学 其他 南开大学 国家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2 

衔接中学-大学物理综合素

质教育新模式的探究与实

践 

李川勇、王慧田、宋峰、

余华、孙骞、陈靖、陈宗

强、刘丽飒、刘松芬 

南开大学 理学 
物理科学

学院 
国家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3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数

学文化十讲”的建设与实施 

顾沛、李军、向兵、兰莹

莹、董敏 

南开大学、高等

教育出版社 
理学 

数学科学

学院 
国家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4 
大学生科学素养培育提升

的探索与实践 

张伟刚、宋峰、刘铁根、

马秀荣、江俊峰、严铁毅、

高艺、王恺、尚佳彬、王

斌辉、刘佳 

南开大学、天津

大学、天津理工

大学 

其他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程学院 

国家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5 

全面发展、主动成长 ——

南开大学素质教育体系的

探索与实践 

龚克、朱光磊、杨克欣、

刘立松、杨光明、蒋雅文、

白云龙、何璟炜、王成辉、

季纳新、杨岚 

南开大学 其他 南开大学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6 

衔接中学-大学物理综合素

质教育新模式的探究与实

践 

李川勇、王慧田、宋峰、

余华、孙骞、陈靖、陈宗

强、刘丽飒、刘松芬 

南开大学 理学 
物理科学

学院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7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数

学文化十讲”的建设与实施 

顾沛、李军、向兵、兰莹

莹、董敏 

南开大学、高等

教育出版社 
理学 

数学科学

学院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8 
大学生科学素养培育提升

的探索与实践 

张伟刚、宋峰、刘铁根、

马秀荣、江俊峰、严铁毅、

高艺、王恺、尚佳彬、王

斌辉、刘佳 

南开大学、天津

大学、天津理工

大学 

其他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程学院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9 

基于综合实践体系的智能

等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探

索与实践 

方勇纯、刘景泰、张雪波、

孙宁、许林、周璐、王鸿

鹏、赵新 

南开大学 工学 
人工智能

学院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10 

优化教学  激励互动  引

智交流——卓越史学人才

培养模式新探索  

余新忠、江沛、王利华、

李治安、陈志强、杨栋梁、

王晓欣、刘毅、付成双、

侯杰、夏炎、谢东 

南开大学 历史学 历史学院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11 
化学类专业本科生科研与

创新能力培养探索与实践 

王佰全、李一峻、程鹏、

周其林、邱晓航、郭东升、

阮文娟、孙宏伟、杨光明 

南开大学 理学 化学学院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12 

“学有所长，教有所专”—

—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核

心的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与

实践 

李霞、唐磊、简悦、刘洁

莹、肖云、程梅、王一普、

黄跃华、韩丽娜、梁伟、

崔晓红、吴静 

南开大学 文学 
公共英语

教学部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13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的

探索与实践 

程鹏、许京军、李川勇、

余华、陈凌懿、刘方、王

佰全、郭军义、卜文俊、

杨光明、高翔 

南开大学 理学 伯苓学院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14 
环境学科创新性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与实践 

祝凌燕、孙红文、鲁金凤、

周启星、鞠美庭 、王鑫、

胡献刚、展思辉、汪磊 

南开大学 其他 

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

院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课程资源建设与推广应

用 

杨谦、阎孟伟、刘娟 南开大学 法学 

马克思主

义学院/马

列教学部 

天津市一等奖 2018年第八届 



16 

专业教育与全面发展融合

并进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与实践 

段文斌、刘凤义、孙景宇、

胡秋阳、谷云、蒋雅文、

乔晓楠、张云 

南开大学 经济学 经济学院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17 

以合唱教学为载体的高校

艺术教育模式改革探索与

实践 

孟超美、田雨、李建军、

杨岚、王天骄、杨晓晶、

高杨 

南开大学 其他 
文化素质

教学部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18 

多元协同的电子信息类

“456”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与实践 

孙桂玲、耿卫东、李国锋、

张福海、刘波、吴虹、何

明、张德贤、张晓丹、高

艺、贺文霞、康力、潘麒

羽 

南开大学 理学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程学院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19 
法学专业实训课程与案例

教材建设改革探索    

陈耀东、史学瀛、赵红、

张晶晶、郑泽善、韩良、

沈宝庆、张志坡、向波、

王强军 

南开大学 法学 法学院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20 
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英文班

建设探索与实践 

张玉利、杨坤、胡望斌、

杨俊、崔连广、杨玉武、

田莉 

南开大学 管理学 商学院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21 
创新军地联合办学模式，培

养卓越医学人才  

谭小月、张岩、岳岩、刘

文 

南开大学、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 

医学 医学院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22 

本科生微课制作与其他翻

转课堂的改革创新传统教

学模式探索 

周爱民、赵胜民、李学峰、

张骅月、宋敏、刘晓峰、

阳佳余、张增伟 

南开大学 经济学 金融学院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23 

文学经典阅读、批评方法论

与文本分析融合互动的系

列教材建设 

刘俐俐 南开大学 文学 文学院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24 
《数理逻辑》课程的教育技

术现代化的应用研究 
李娜、翟锦程、于泉涌 南开大学 哲学 哲学院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25 
全面多维的本科课程质量

评价体系探索与实践 

金柏江、吴晓华、刘妍、

郭泉君、郭晓媛、许亚楠、

索海军 

南开大学 其他 教务处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26 

为提升本科生的综合素质，

全方位建设高水平生物实

验教学中心平台 

张金红、刘方、白艳玲、

刘巍、卜文俊、赵立青、

刘燕强、朱晔荣、魏东盛、

李小菊、王宏刚、邓飞、

赵玉红、李欣、沈广爽、

石雪芹、陈容容、魏远、

徐欣欣、李烨、聂祥、衡

斌、蔺宝珠 

南开大学 理学 
生命科学

学院 
天津市二等奖 2018年第八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