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学  校 项目名称 申请人 项目批准号

1 北京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解析 仝  华 09JDSZK001

2 清华大学
提升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与吸引力的基本思路
和方法研究

吴  倬 09JDSZK002

3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案例教学研究 刘建军 09JDSZK003

4 中央财经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难点与突破 韩小谦 09JDSZK004

5 首都师范大学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研究 李松林 09JDSZK005

6 北京工业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教学要点及课程间相互
关系研究

钱伟量 09JDSZK006

7 南开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方法研究 徐  曼 09JDSZK007

8 南开大学
基于Web2.0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教学模式
研究

傅佩缮 09JDSZK008

9 天津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型互动式教学模式的探
索

孙兰英 09JDSZK009

10 河北经贸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有效转化的研究

郭  建 09JDSZK010

11 大连理工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共建共享平台的研
制与开发

杨慧民 09JDSZK011

12 大连理工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教学案例

洪晓楠 09JDSZK012

13 东北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教学疑难问题研究 邱秀华 09JDSZK013

14 东北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与中学
有效衔接研究

赵兴宏 09JDSZK014

15 辽宁商贸职业学院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方法的
系统与创新研究

孙  林 09JDSZK015

16 吉林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冯尚春 09JDSZK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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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吉林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学导式”课型
群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董丁戈 09JDSZK017

18 东北师范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研
究

郭凤志 09JDSZK018

19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
设相互支撑关系研究

齐晓安 09JDSZK019

20 长春理工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张淑东 09JDSZK020

21 长春中医药大学
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OTPR”四步教学法
理论与实践研究

徐永军 09JDSZK021

22 哈尔滨工程大学
引入“团体辅导法”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课”教育教学效果研究

姜相志 09JDSZK022

23 华东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有效转化 陈锡喜 09JDSZK023

24 上海理工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案例教学研究 陈大文 09JDSZK024

25 上海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教学有效性研究

张丹华 09JDSZK025

26 上海海洋大学
以系统工程学视角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方案研究

黄晞建 09JDSZK026

27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教学的资源整合研究 赵  勇 09JDSZK027

28 第二军医大学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积极应对西方思潮影响，促
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

王  健 09JDSZK028

29 浙江万里学院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疑难问题
研究

姜彦君 09JDSZK029

30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
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 陈育钦 09JDSZK030

31 南昌航空大学
红色资源开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运用
研究

李康平 09JDSZK031

32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唐桂莲 09JDSZK032

33 山东师范大学
研究、互动、体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
整合创新研究

任者春 09JDSZK033

34 郑州大学
挑战与应对：新要求下“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
创新研究

余  丽 09JDSZK034

35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
设支撑关系研究

罗建平 09JDSZK035

36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查广云 09JDSZK036



37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质量标准体系研究 黄长义 09JDSZK037

38 华中师范大学
数字技术条件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
学方法研究

屠静芬 09JDSZK038

39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特点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
学体系研究

闵建杰 09JDSZK039

40 湖南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教学研究与教学设计

柳礼泉 09JDSZK040

41 南华大学
基于“05新方案”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热点难
点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周晓阳 09JDSZK041

42 南华大学 “形势与政策”网络课程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李晓衡 09JDSZK042

43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体系与基本内容 彭月英 09JDSZK043

44 华南理工大学
任课教师视域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基于广州地区高校的实证研究

尹建华 09JDSZK044

45 华南师范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话式教学的实验研究 王学风 09JDSZK045

46 广东海洋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方法一体化长效机
制创新研究

宋玉忠 09JDSZK046

47 深圳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案例情景
教学模式实验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罗  石 09JDSZK047

48 南方医科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教学逻辑的研究与运用 罗海滢 09JDSZK048

49 广东药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研究 吕  志 09JDSZK049

50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研究 王安平 09JDSZK050

51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疑难问题研究 倪志安 09JDSZK051

52 四川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专题
教学模式探索

陈文泽 09JDSZK052

53 云南师范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12358教学法”及其实践教
学模式研究

钱明辉 09JDSZK053

54 云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基于云南师范
大学的实证分析

罗  文 09JDSZK054

55 西藏大学 新时期西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探讨 巴  桑 09JDSZK055

5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与“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间相互关
系及教学衔接研究

李仙娥 09JDSZK056



57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评估及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王晓方 09JDSZK057

58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现状调查
与研究

李建生 09JDSZK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