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授奖成果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
等级

主要完成人

1 创新教学管理机制 推进教育教学综合改革 贵州大学 特等奖
向淑文、邓朝勇、曾湘黔、张晶、黎应飞、林
益、胡支军、张寒松

2
基于中医临床医师岗位胜任能力的中医学专业广义课程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贵阳中医学院 特等奖

田维毅、刘文、翟海英、唐东昕、田丹、王松
、刘维琴、陈蕾蕾、俞琦、陈嘉、蒲翔、冯晓
燕、姚瑾、甘杨

3 以提升岗位胜任能力为核心的麻醉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遵义医学院 特等奖
喻田、张红、苟大明、秦榜勇、王海英、梁小
丽、张超、朱昭琼、冉启华、李科

4 地方高师院校卓越教师UGSD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贵州师范大学 一等奖 穆陟晅、赵守盈、任胜洪、刘军、李纯

5 “三元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贵州民族大学 一等奖 张学立、谢治菊、黄平、任洁、韩飞

6 西部新建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贵州理工学院 一等奖
龙奋杰、顾亚丽、景亚萍、徐淑玲、崔波、梁
杰、张清江、邵芳、张振、张开智

7
基于众创空间运营服务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建设——来自贵阳
学院的实践

贵阳学院 一等奖 李灿、许抗抗、郑传捷、毛伟、龙晓红

8 新建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卓越经管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铜仁学院 一等奖
彭吉黔、杨建、陈俭、徐仕强、龙建辉、侯长
林、罗静、赵辉、翟玉胜

9
实施“五大抓手”、优化“一个机制”、构建一流本科教学体系改
革与实践

贵州财经大学 一等奖
褚光荣、蔡绍洪、缪坤和、朱杰、李娅、姜友
文、汤中伟

10 基于创新创业导向的经管类人才培养路径的探究与实践 贵州师范大学 一等奖
吕萍、陈椽、杨馥榕、刘晓婧、叶盈吟、易静
、陈贵平、张亮

11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贵州大学 一等奖 冷传莉、宁立标、李一丁、孙志煜、祝颖

12
教学团队建设引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实践——贵州大学国家级昆虫
学教学团队建设

贵州大学 一等奖

金道超、郅军锐、杨茂发、杨洪、乙天慈、邢
济春、陈祥盛、陈文龙、郭建军、李尚伟、张
长禹、戴仁怀、叶茂、肖榕、罗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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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机化学》课程内容与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实践与探索 贵州师范大学 一等奖 许亮、陈卓、李梅、尹晓刚、宋伟

14 都匀毛尖茶文化与旅游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一等奖 张文磊、陈跃华、吴海燕、刘奥东、刘道海

15
5+3+X模式下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创新——全科医学培养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贵州医科大学
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一等奖
温小军、蒋红梅、李婷、张吉、任玮、左临轩
、冯广卫、汪志勇、何映金

16 智慧临床技能教学平台与管理体系的建设 贵州医科大学 一等奖
刘健、孙发、田静文、曾小菁、郭皓、艾戎、
周红、戚璐、郝佳丽、张牡丹、邹丽丹、王庆

17 基于对贵州中医药产业需求的中药学应用型人才能力的培养和探索 贵阳中医学院 一等奖 刘文、杨武德、李玮、王建科、王祥培

18
以服务贵州贫困地区为目标的农村订单定向医学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创新与实践

遵义医学院 一等奖
李春鸣、覃晓龙、余昌胤、葛正龙、陈琦、邵
珠建、黎飞、梁斯、周万津、肖雪

19 化工原理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的改革及实践 贵州大学 一等奖
林倩、曹阳、刘荣、刘彤、高轶群、余晓清、
潘红艳

20 发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优势、培养创新型本科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贵州大学 一等奖
向嵩、万明攀、李伟、杨明、张晓燕、雷源源
、石维、马瑞

21
从卓越计划到工程认证---西部地区高校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改革与
实践

贵州大学 一等奖 赵津、李少波、安明刚、何锋、李家春

22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贵州师范学院 一等奖 杜宏博、谭韬、刘世华、任翠娟、李慧君

23 数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能力培养 贵州大学 一等奖 胡支军、彭定涛、向淑文、廖敏、陆汉川

24 通识教育与阳明思想相融合的本科通识教育体系建设 贵州大学 二等奖 张寒松、余颖、廖敏、刘凤霞、胡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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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贵州大学“五专一综”多维评估模式与教学质量保障长效机制 贵州大学 二等奖
李明、叶文勤、安世遨、刘淑芬、王代星、仲
献荣、李国良

26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与教学实践平台建设 贵州大学 二等奖 宋山梅、申鹏、谢垚凡、陈颖、罗兰、李遵白

27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导向的“1234”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与实施 贵州师范大学 二等奖 刘肇军、罗天群、罗永祥、夏小刚、李纯

28 三维能力结构五项核心环节提升教学能力的设计实施与应用推广 贵州师范大学 二等奖 罗永祥、吴晓宁、李炳乾、杨柳、许亮

29 基于云技术和网络智能化的多媒体教学中央控制系统 贵州师范大学 二等奖 周勋、杨佳、王怀宇、雷松岭、罗永祥

30 基于体演文化的旅游英语专业特色化教学实践 贵州师范大学 二等奖 陈永红、张晓松、张婧、吴佳妮

31 医学院校特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贵州医科大学 二等奖 汪志勇、黄世祥、蒋红梅、张红霞、桂晓玲

32 “双能力”导向的教学范式综合改革探索与实践 贵州财经大学 二等奖 蔡绍洪、范平花、姜友文、汤中伟、贺顺奎

33 基于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的多维协同实践育人体系的探索 贵州财经大学 二等奖
肖建宗、刘文江、何旭、卿春、胡继昌、崔军
、代丽莎、夏换

34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创新实践 贵州师范学院 二等奖 王祥、郑玉莲、娄小韵、马慧慧、申利丽

35 铜仁学院教学服务型大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铜仁学院 二等奖 侯长林、罗静、叶丹、高雪春、张杰

36 基于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与实践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二等奖 李舒波、李焕武、杨桂、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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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大学本科生学业评价体系改革与实践 贵州民族大学 二等奖 谢治菊、张学立、王林、徐佳、罗迎春

38 传承创新视野下的民间美术人才培养与实践 贵州民族大学 二等奖 陈梅、王莹莹、范昭平、潘淘洁、潘梅

39 实用性创新型民族舞蹈人才培养模式创建与实践 贵州民族大学 二等奖 唐德松、潘博、殷琪、罗成芳、苏胜林

40 短视频制作的校企共建及新闻学课程建设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 二等奖 赵室玉、唐黎

41 基于学生中心地位的“降升式”写作教学模式设计与实践 六盘水师范学院 二等奖 杨永贵、许兴阳、胡家琼

42
搭建综合训练平台、强化专业技能培养的实践与探索—遵义师范学
院“长征•秋逸杯”音乐与舞蹈专业技能大赛实施成效

遵义师范学院 二等奖 刘云松、张乔、安华文、彭维熹、高雅莉

43 多元社会思潮影响下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 安顺学院 二等奖 朱玉伟、丁俊锋、韦英、秦朗、黎进深

44 工商管理人才“卓越能力”培养体系综合改革 贵州财经大学 二等奖

肖小虹、汪劲松、刘良灿、张亚军、杨建春、
帅斌、陆竹、朱靓、王超、成玲、陈文怡、成
艳华、孔淑华

45
基于百森经验的旅游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五位一体”培养模式构建
与实践

贵州师范大学 二等奖 吴佳妮、黄平惠、张全晓、周娜娜、吴毅

46 本科生通识类课程《生命科学导论》的建设与实践 贵州大学 二等奖 刘洋、赵懿琛、吕立堂、李岩、赵德刚

47 光电信息专业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贵州大学 二等奖 江阳、唐延林、祁小四、陈跃刚、田晶

48 师范类植物生理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贵州师范大学 二等奖 罗充、冯晓英、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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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基于创新案例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教学范式改革 贵州财经大学 二等奖 魏媛、王阳、邓兵、张娟、张珈华

50 基于项目驱动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贵州师范学院 二等奖 左羽

51 以赛促教的创新驱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贵阳学院 二等奖 刘合财、陈治友、赵远英、侯颖、何翼

52 地方高校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 凯里学院 二等奖 李荣彪、贺祥、吴显春、蒋焕洲、尚海龙

53 基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贵州医科大学 二等奖
吴宁、杨明、吴家红、修江帆、吴遵秋、雷霆
雯、孙见飞、钟曦、张金娟、余彦、魏洪

54
“三全育人”理念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中的机制创立及体系
构建

贵阳中医学院 二等奖
崔瑾、杨孝芳、王兴桂、陈盼碧、冯麟、吴高
鑫、杨丹、潘雯婷

55 面向全民健康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护理人才 遵义医学院 二等奖
江智霞、张咏梅、曾芬莲、李昌秀 、郑喜兰
、周静、曾慧、王万玲

56
基于“工作场景”的贫困山区 ICT 学生程序设计能力培养改革、
创新与实践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二等奖 王力、王燕、张继燕、张明富、欧莹元

57 实验项目驱动混合教学模式构建与创新人才培养 贵州理工学院 二等奖 张开智、李海军、廖志恒、肖利平、段瑜

58 突出实践-实验教学的机器智能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贵州民族大学 二等奖 杨盛毅、李伟民、罗达灿、杨伟力、吴媛媛

59
“基础﹒实践﹒素养二三三”工程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模式设计与实
施

贵州师范大学 二等奖 黄平惠、胡圣波、廖文群、许珊、罗国宇

60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测绘工程专业建设及教学改革理论探索与
实践

贵州大学 二等奖 张俊、张鹏飞、张显云、汪泓、刘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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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汽车服务工程本科实验实训教学体系的构建 贵阳学院 二等奖 刘洁、蒋泽标、邹江河

62 地方本科院校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与实践 凯里学院 二等奖 张小梅、郭庆、尹海峰、周长敏、张泓筠

63
基于贵州煤矿山区特点的矿井通风与安全实验装置的研制与教学应
用

六盘水师范学院 二等奖 岳虎、艾德春、王春霞、汤铸、任青山

64 以对话为取向的大学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与应用 贵州大学 三等奖 安世遨

65 《信息技术学科教学概论》教材及课程建设（教材） 贵州师范大学 三等奖 唐翠芳、张仁津、张琦、罗佳、代亮

66 强化能力考核和过程考核的高校本科基础课程考核改革实践 贵州财经大学 三等奖 徐大佑、余孝军、焦建军、张国帅、文永松

67 基于“儒魂商才”人才培养目标的本科生导师制研究 贵州财经大学 三等奖
徐艺、缪坤和、谌莉萍、李文龙、汤旖璆、魏
彧

68 大学英语EGP+ESP课程整合设计与网络自主学习教学改革与实践 贵州师范学院 三等奖 余学军

69 中小学理科数字化实验应用与推广的实践研究 贵州师范学院 三等奖 王平瑞、孙成涛、刘高福、黄燕芬

70 以混合式教学法助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贵州商学院 三等奖 龚丽佳、王云、吴筑敏

71 以导师团队建设为引领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研究 安顺学院 三等奖 丁俊锋、朱玉伟、张贵强、韦英、王芳恒

72 地方本科院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铜仁学院 三等奖 李莹、杨风雷、张学飞、吴海龙、宁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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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新课改背景下贵州高师院校《教育学》实践性教学策略研究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三等奖 黄胜、勾训、罗树琳、王双宏、汪建

74 发展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三等奖 陈世军、唐世农、朱广黔、杜波、晏猛

75
西部地方高校《大学生职业规划、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教学改革
实践探索

遵义师范学院 三等奖 申健强、申利丽、曾伯平、张容、秦建勋

76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凯里学院 三等奖 范连生、刘鹤、穆伯祥、欧阳丽君、巩在峰

77 贵州省民族文化学校传承有效模式研究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三等奖 刘照惠、鲁子问、徐海斌

78
联通主义教学交互观引领下的蓝墨云班课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与实
践

六盘水师范学院 三等奖 刘晓红、张林、冉昕、杜诗珍、杨仙

79
实践导向下“三对接六互动全程化”反思型师范生培养模式探索与
创新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三等奖 杨先明、南冰、秦文光、杨丹、乔婧

80 商务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三等奖 周游、曾昌良、孙思模、蒙晓情、谷光明

81 民族地区中小学英语分目标优势教育实践探索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三等奖 何碧、鲁子问、蔡佳、刘照惠、王鸿懿

82 基于价值的大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探索与实践 凯里学院 三等奖 郭璐、张莉萍、王长清、杨政宁、李燕娥

83 生态经济学教程 贵阳学院 三等奖 肖良武、蔡锦松

84 民族地区高师院校语言学教学改革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三等奖 余成林、文静、陈洁、李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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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创新型金融专业核心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贵州商学院 三等奖 成蕴琳、张漫雪、游丽、罗莉、陈毅俊

86
基于数字化资源的反思式混合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以《经济学
》课程为例

贵州理工学院 三等奖 李静、胡薇、刘宏、王凯、周曙东

87 基于项目导向的文化产业“三创”人才培养实践模式 贵州师范学院 三等奖 王明、袁彩虹、王文、李楠楠、魏郭辉

88 面向行业、校企合作培养航空服务本科应用型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贵州民族大学 三等奖 王林、范莉娜、石朝平、马飞、张洁

89 构建国际合作办学体系、培育高水平经管人才 贵州财经大学 三等奖 赵普、杜剑、梁林红、陈毕生、黄暐

90 基于“全人教育”理念的英语专业课程建设 贵州师范大学 三等奖 刘瑾、刘春霞、文旭、钱亦斐、黎河

91 贵州大学日语专业综合教学改革与实践 贵州大学 三等奖 王晓梅、陈芳、文莹、汪洋、沈媛媛

92 《知识产权法》教学模式改革 贵州大学 三等奖 李萍

93
基于创新人格培养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改革与实
践

贵州大学 三等奖 颜茵、胡芳、向学杰、秦小娟、左贵华

94 基于翻转课堂的大学物理教学模式改革 贵州大学 三等奖
赵光菊、白光富、刘艳辉、张鹏、唐延林、王
育慷

95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实验教学改革与互联网+可视化教学平台建设 贵州大学 三等奖 施晓丽、张依裕、李辉、肖超能、赵佳福

96 动物医学《中兽医学》课程教学新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教材） 贵州大学 三等奖 汤德元、陶玉顺、曾智勇、黄涛、王彬

第 8 页，共 11 页



序号 授奖成果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
等级

主要完成人

97
建构主义理念下“三段式”在线教学模式的设计、平台开发与应用
实践

贵州师范大学 三等奖 雷松岭、罗永祥、周勋、王家玮

98 师范生教育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 贵州师范大学 三等奖 黄威荣、刘军、冉怀敏、李高祥、黄琰

99 地方高校应用型计算机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三等奖 石云辉、李泽平、郭勇、李明江、王观玉

100 MATLAB仿真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及实践 遵义师范学院 三等奖 刘衍民、曾庆雨、张转周、田俊康、刘向虎

101
基于“138”实践教学体系的生物和地理科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与实践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三等奖 陈群利、薛晓辉、张以忠、冯图、王延斌

102 布依文化融入中小学数学教育实践研究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三等奖 彭光明、孙健、熊显萍、王美娜、杨伟平

103
基于计算思维培养的“生讲生评生验”翻转课堂大学计算机课程教
学改革与实践

六盘水师范学院 三等奖 赵碧玫、陈声波、石云、管彦允、伍晓平

104 医学影像学现代教学体系建设 贵州医科大学 三等奖 周石、段庆红、余晖、蒋天鹏、王黎洲

105 法医学专业产、学、研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贵州医科大学 三等奖

黄江、王杰、夏冰、汪元河、刘玉波、万昌武
、张红玲、汪家文、王启燕、张佳佳、杨晖、
杨小蓉、乐翠云

106
以临床胜任力为导向改革中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实践能力教学模式
的应用研究

贵阳中医学院 三等奖 唐东昕、吴文宇、王艳萍、孟娜、李红日

107 注重现代信息技术的人体寄生虫学课程资源建设及应用 遵义医学院 三等奖 刘晖、晏容、刘流、周必英、江楠

108 口腔医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与创新 —“4+1”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遵义医学院 三等奖 吴家媛、陈伟、韦纪英、梁文红 、何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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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智慧型护理技能训练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改革 遵义医学院 三等奖 王胜香、谈益芬、李佳、吕岩岩、袁野

110
教学、创新、实践一体化应用于《康复护理学》课程改革的研究与
成效

贵阳中医学院 三等奖 石国凤、肖政华、李丽、张璐姣、王天兰

111 教研协同模式下中医药膳养生课程的构建与实践 贵阳中医学院 三等奖 曹峰、吴大梅、田梦源、曲慧、何俊

112 以患者为中心、医药协同的药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贵州医科大学 三等奖 沈祥春、温小军、陈妍、陶玲、刘兴赋

113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创新思维训练课程建设 贵州财经大学 三等奖 何旭、贾凤玲、李小天、李欣、何颖

114 信号处理类课程群教学体系的构建及实践 贵州大学 三等奖 宁媛、王民慧、张梅、王武、陈湘萍

115 学分制下基于网络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平台建设 贵州大学 三等奖 章杰、刘平、张波、郭剑、林川

116 以学生能力培养为导向的电路原理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 贵州理工学院 三等奖 陈燕秀、景亚萍、张均、施文洁、郭华华

117 基于工作室的地方工科人才课外培养模式 遵义师范学院 三等奖 叶振环、熊飞峤、黄川腾、唐迪、刘小雍

118 电子系统设计创新实践能力梯度递进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贵州师范大学 三等奖 刘万松、陈世国、肖文君、王义、吴冬妮

119
以培养学生工程设计能力为核心的《边坡工程》课程教学体系构建
与实践

贵州大学 三等奖 史文兵、左双英、梁风、王勇、彭雄武

120
面向区域产业集群应用工程人才需求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专业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贵州理工学院 三等奖 陈海虹、邵芳、周知进、刘锋、吴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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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BIM技术在工程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贵州民族大学 三等奖 王林均、李小勇、牟宏、钱志宽、肖俊贤

122 DCL教学方法在生物医学工程《卓越工程师》培养中的应用与实践 贵州医科大学 三等奖
曾柱、罗松、杨帆、罗军、何艳、刘红美、
王赟、陈晋、唐福州、叶远浓、张洁

123 以学科竞赛促进化工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的探索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三等奖 徐平、郭蒙、龙成梅、邹洪涛、毛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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