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年度教学研究与改革成果 

（2020.9-2021.8） 
 

2020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7 个） 

序

号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1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物理学 数理学院 

3 教育学 教育学院 

4 英语 外国语学院 

5 地理科学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6 生物科学 生命科学学院 

7 古典文献学 人文学院 

 

教育部第二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1 项） 

 

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1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现代都市园艺产业链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与实践 
戴绍军 生命科学学院 

 

2020 年度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8 个） 

序

号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1 经济学 商学院 

2 法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3 学前教育 教育学院 

4 汉语国际教育 对外汉语学院 

5 广告学 影视传媒学院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长三角区域协同的“人工智能+教育”新工科

创新实践平台探索与实践 
张波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6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理学院 

7 化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8 会展经济与管理 旅游学院 

 

上海市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4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新时代国际一流上海教师教育体系建设 李晔 教务处 

2 中文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查清华 人文学院 

3 基于知识生产模式 III的新文科“专创融合”实践体系研究 刘江会 商学院 

4 数字化卓越艺术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朱恒夫 影视传媒学院 

 

首批上海高等教育精品教材（6 本） 

序

号 
教材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学院 应用对象 

1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 吴忠豪 教育学院 本科生 

2 英美文化思辨教程 朱振武 人文学院 本科生 

3 广告创意学 金定海 影视传媒学院 本科生 

4 给未来教师的心理学（上中下册） 卢家楣 教育学院 本科生 

5 图形设计 崔生国 美术学院 本科生 

6 审美学教程 王建疆 人文学院 研究生 

 

2021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重点课程（34 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型 所在单位 

1 现代化学与人类文明 郎万中 在线课程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 国际私法 邓杰 线下课程 哲学与法政学院 

3 电影大师研究 龚艳 线下课程 影视传媒学院 

4 UML 与设计模式 徐晓钟 线下课程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5 旅游电子商务 黄崎 线下课程 旅游学院 

6 美术论文写作 徐耘春、张锦 线下课程 美术学院 

7 诗骚精读 赵维国 线下课程 人文学院 



8 中华之礼 张自慧 线下课程 哲学与法政学院 

9 数值计算方法 田红炯 线下课程 数理学院 

10 媒介策划 聂艳梅 线下课程 影视传媒学院 

11 教育伦理案例研究 夏正江 线下课程 教育学院 

12 统计学 傅毅 线下课程 商学院 

13 中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林方婷 线下课程 数理学院 

14 中国比较文学史 纪建勋 线下课程 人文学院 

15 敦煌学 陈大为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人文学院 

16 小学语文教学设计 丁炜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教育学院 

17 髙等数学 焦裕建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数理学院 

18 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蒋宇红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外国语学院 

19 语用学概论 曹秀玲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对外汉语学院 

20 中国民族音乐 张燕丽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音乐学院 

21 运动训练学 汤利军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体育学院 

22 师范生教育评价素养 杨帆、刘金松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教育学院 

23 教师美育系列课程--钢琴教学法 张希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音乐学院 

24 科学教育 STEM项目学习 吴畏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生命科学学院 

25 遥感概论 李巍岳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26 桥梁结构试验 王英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建筑工程学院 

27 
教育与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

教育重要论述导学 
周治华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马克思主义学院 

28 美学 牟春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哲学与法政学院 

29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姜露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学前教育学院 

30 汽车动力系统 李一染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31 数据结构编程实践 潘建国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 

32 创新实践 张玉华 社会实践课程 商学院 

33 电磁学 涂泓 全英语课程 数理学院 

34 金融学 黄国妍 全英语课程 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