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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表

学位授予单位
（盖章）

名称：周口师范学院

代码：10478

申请专业学位
名称及级别:教育 硕士

代码：0451



 

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年3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名

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学位

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

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2016年

12月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

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

、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专业学位领域（方向）参考《专业学位类别（领

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中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的领域（方

向）填写，填写数量由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

领域（方向）数量来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

2016年12月31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

账目的经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

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封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

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

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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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专业学位简介

I-1  专业学位简介

一、基本条件
教师教育专业是周口师范学院优势专业，教育管理及学科教学两个领域四个方向形成了职称、学历、年龄结构合
理，共43人的学科队伍，获批省厅级以上各类项目81项，资助金额共451.10万元，出版学术专著35部，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215篇，获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19项，发明专利2项，研究生教育实习基地10个，专业期刊50余种
，专业图书11.6万册，微格教室12间，具备开展教育硕士培养的条件。
二、办学定位及发展历程
 我校教育硕士以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中小学教师为目标，以
满足周口基础教育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周口市基础教育整体水平为目的。
我校教师教育专业2002年开始本科招生，形成了以省级重点学科、省级特色专业、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为支撑
的学科梯队，2013年开始应用数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郑州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三、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
⒈河南省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据统计，河南省义务阶段教育专任教师77.50万人，高中13.54万人，高中阶段研
究生学历教师占比8.06%。《河南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和
“高中教师本硕一体化分段培养模式”。据此，河南省将有大量中小学教师需要接受硕士学位教育。
⒉周口市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据统计，周口市义务教育专任教师8.7万人，高中1.5万人，高中研究生学历教师
占比3.33%，远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根据《河南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
养计划”和《周口市教育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中教师学位化”的要求，周口市内将有大量
教师需要接受硕士学位教育。
⒊河南省教育硕士培育点区域分布不均衡。河南省现有6所高校具有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资格, 其中豫北
2所，豫南1所，豫西1所，豫中2所，豫东0所，每年招生规模600人左右。
此外，我校教师教育专业毕业生每年1500余人，40%以上学生倾向于攻读教育硕士。
所以，我校作为豫东南唯一一所高校，迫切需要教育硕士学位授权，以支撑地方基础教育的发展。
四、与行业或职业发展的衔接
⒈教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结合“国培计划”、“卓越教师培育计划”的实施，建立“教育服务—教
学体验—教学参入”的实践教学体系。
⒉与地方教育机构开展多层次、多维度合作。与周口市、漯河市政府构建“河南省教师教育联动发展共同体
”，与周口市政府合作共建“河南省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形成政府、高校、中小学三位一体合作机制，促进
了教师教育专业学生专业发展。
五、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教师教育专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五年来，培养本科生3591人，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300余项。毕业生就
业率92%以上，学校先后被授予“河南省高等教育质量社会满意院校”等称号，毕业生获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
，省级骨干教师、市级教学名师近百人次，周口地区的中学校长、教师、教学名师60%以上皆为我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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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专业学位领域（方向）按照各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I-2  专业学位领域（方向）与特色（不分领域或方向的专业学位可不填）

专业学位领域
（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方向）、特色与优势（限200字）

教育管理

研究领域：中小学教育管理（含学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特色优势：该领域有河南省教师教育训练中心1个，省级心理健康教育中心1个，河南省教
学团队1个，省级精品课程1门和省级资源共享课程2门，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7人
，兼职硕士生5人，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4人。在实践教学方面：校地合作教研开展已近
10年，教研合作基地6个，河南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1个。

学科教学(语文)

研究领域：语文课程论基础知识理论；语文教学实践研究；语文教学范例研究。
特色优势：该学科方向有河南省特色专业1个，河南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河南省教育
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培育基地1个，省级资源共享课程1门，校级特色课程11门，河南省教
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2人。在实践教学方面：构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实践平台，创建
“周口市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在实验学校实施“周派名师工程”项目。

学科教学（数学）

研究领域：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研究；教学技能发展研究与实践；中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
与实践。
    特色优势：该学科方向有河南省特色专业1个，河南省高等学校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
，河南省精品课程1门，校级教学团队1个，省级教学名师1人，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才1人
，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3人。在实践教学方面：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的
教育理念，构建“（4-X）+X”人才分类培养模式，发挥了学生的特长。

学科教学（思想政治
教育）

研究领域：思想政治学科课程理论研究；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学思想品
德教育与学生管理工作创新研究。
特色优势：该学科方向有省级重点学科1个，硕士点培育学科1个，省级特色专业1个，省
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河南省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课程1门，省级资源共享课程1门
，获国家级、省级优质课奖教师5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人，河南省骨干教师、优秀
教师4人，硕士导师5人，硕士研究生10人（与郑州大学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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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行业经历”是指在相关行业从事工作3个月以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行业经历”是指1年及以上海外学习及工

作经历，单次时长大于3个月。

2.“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截至2016年12月31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

担任导师/博导人员。

 

 

注：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Ⅱ  师资队伍

Ⅱ-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合
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1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行业经
历教师

正高级 17 0 0 4 4 6 3 0 6 6 13

副高级 12 2 8 1 1 0 0 0 6 6 7

中级 4 2 2 0 0 0 0 0 4 0 2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33 4 10 5 5 6 3 0 16 12 22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有海外经历教师人数（比例）

19人  （ 57.58％） 1人  （ 3.03％） 1人  （ 3.03％）

Ⅱ-2  行业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
务

人数合
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1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以上 博士学位教

师
硕士学位教

师

正高级 2 0 0 0 2 0 0 0 1 0

副高级 7 0 0 0 3 2 2 0 0 0

中 级 1 0 0 1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10 0 0 1 5 2 2 0 1 0



4

Ⅱ-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李清臣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0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教育厅学

术技术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西北师范
大学、课程与教
学论、200907

招生领
域

(方向)
教育管理 所在院系 教育科学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李清臣（1966-），教育学博士，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理事，河南
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专家，省教育厅优秀教育管理人才，中原名师培育工程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省级文明教师，省级教学团队带头人，省级精品课程和省高等学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负责人。主讲
教学论、课程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教育学等课程，从事课程与教学基
本理论、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师教育等研究，出版学术专著4部，在《教育科学研究》等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近6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省厅级项目19项，获河南省基础教育类优秀教学成
果特等奖1项、省厅级奖18项。
拟承担教育管理研究生导师。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困境与超越：专业学习共同体下的
学习文化构建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P34-38、引用12次 2013-02 独著

“以生为本”理念下的课堂互动研
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
学版）、P105-107、引用6次 2015-02 独著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教学论》创新
与探索

河南省基础教育类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014-06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城乡教育一体化背景下农村学
校发展困境及治理研究

201407
-

201809
18

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 攻关项目 农村教师群体生存与发展研究

201307
-

201712
12

河南省教育科学重大招标 攻关课题 河南省县域教育改革与发展创
新路径研究

201510
-

201809
1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教学论 360 本科生

201209-201612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54 国培学员、中小
学校长

201209-201612 新课程论 360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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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海生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2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教育厅学

术技术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学士 河南大学
、学校教育、

198807

招生领
域

(方向)
教育管理 所在院系 教育科学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刘海生（1964-），教育学学士，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周口
市教育管理学会理事，河南省中小幼儿园教师教育专家。主讲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职业道德、班级管
理与班主任工作技能、学校管理学、教育学，从事教师教育，学校管理基本理论与实践等研究，出版
学术专著2部，在《教学与管理》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参与“基于教学切片诊断的教师培
训模式实践研究”等省厅级项目8项，获市厅级奖励5项。
拟承担教育管理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课堂教学：有“情”才有效 中国教育学刊、P197-200 2015-02 独著

庄严教育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应有之
义 教学与管理、P65-67 2015-01 独著

困境与出路: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
部学校生存发展的思考 教育研究与实验、P38-40 2012-02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 一般项目 基于教学切片诊断的教师培训
模式实践研究

2016-06
-

2017-04
2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教育学 540 本科生

201209-201612 学校管理学 150 中小学校长

201209-201612 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职业道德 540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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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徐艳伟 性
别 女 年龄

（岁） 37 专业技术职
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中青年骨

干教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硕士 河南大学
、教育学原理、

200507

招生领
域

(方向)
教育管理 所在院系 教育科学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徐艳伟（1979-），教育学硕士，副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省级文明教师，省级教学团队“课程与教
学论”主要成员（第二），省级精品课程和省高等学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教学论”课程主要成
员（第三），校级级精品课程“教学系统设计”课程负责人。主讲小学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科研方
法、教师职业道德、SPSS等课程，从事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测量与评价等研究，出版专著1部，在《贵
州民族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6篇，主持“中小学教师教学研究能力培养研究”等省厅级项目
15项，获市厅级奖励12项。
拟承担教育管理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农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现状与建
议 中国成人教育、P197-200 2015-04 独著

中小学教师集体备课存在的问题及
其建议 教育评论、P65-67、引用8次 2015-01 独著

中小学教师参与教科研常见的问题
及建议 教学与管理、P38-40 2015-05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大招标
项目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合理
布局问题研究

2015-05
-

2017-12
10

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 一般项目 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能力的评价体系构建

2015-06
-

2017-12
0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共同体框架下的立体化校本教
研模式实践研究

2015-08
-

2017-06
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小学教育统计与测量 540 本科生

201209-201612 教育科学方法 150 本科生、中小学
校长

201209-201612 教师职业道德 540 本科生



7

姓名 丁恩全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9 专业技术职
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中青年骨

干教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华中科技
大学、历史语言
学、2009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学科教学（语文） 所在院系 文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丁恩全（1977-），文学博士，副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韩愈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古代文学学会
常务理事，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我校校级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带头人。主讲中国古代文学、中
国古代散文史、韩愈研究、唐诗选讲等课程，从事文学文献学、文章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1项、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1项。在《
文学遗产》、《文献》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拟担任学科教学（语文）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陈衍的《史记》文章学研究 文学遗产、P139-148 2014-05 独著

汪师韩“孙樵伪作说”驳正 文献、P184-192 2015-05 独著

论晚清何家琪以性情展现为中心的
文章学 苏州大学学报、P155-161 2016-12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晚清民国文章学转型研究
2016-06

-
2019-07

2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中国古代文学 540 本科生

201209-201612 韩愈研究 72 本科生

201209-201412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36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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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苑青松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5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中青年骨

干教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湖南师范
大学、课程与教
学论、2011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学科教学（语文） 所在院系 文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苑青松（1971-），教育学博士，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委员会理事，河
南省教育学会语文教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讲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中学语文教学
设计、中小学语文教师专业发展、卓越教师培育等课程，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论、教育史研
究。出版学术专著4部，在《高等教育研究》、《江苏教育》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多篇文章被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持省部级项目3项，教育厅人文重大项目1项。
拟担任学科教学（语文）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文化体与地方课程开发 教育评论、P80-86、引用5次 2012-01 独著

20世纪初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特质
及其现代意义 江苏高教、P134-135、引用1次 2013-04 独著

生长公式：小学生习作兴趣培养的
基本架构

小学教学研究、P29-31、引用
1次 2012-02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全国民族教育委托课题 一般项目 民族教育育人规律研究:以少数
民族预科生为研究对象

201409
-

201707
6

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
究项目 重大项目

国际阅读测试与基础教育阅读
体系构建研究

201705
-

201907
10

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
重点项目

“周派名师工程”四大基础性
课程构建研究

201406
-

201707
3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600 本科生

201209-201612 中小学语文教学设计 180 国培学员

201409-201612 卓越教师培育 72 卓越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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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秀红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3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中青年骨

干教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硕士 华中科技
大学、语言学、

2006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学科教学（语文） 所在院系 文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李秀红（1973-），语言学硕士，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周口市优秀青年社
科专家，周口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主讲教师口语、普通话口语等课程，从
事汉语方言学、普通话、口才学等研究，出版学术专著4部，在《方言》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主持参与“周口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等省厅级项目19项，获省厅级奖励5项。
拟担任学科教学（语文）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河南沈丘方言的舌尖后介音 方言、P201-204 2016-05 独著

沈丘方言妻族称谓詈骂语的语义演
变及其成因 求索、P174-176 2015-07 独著

语言功能视角下民族民众对民族语
言的责任和取向研究 贵州民族研究、P141-143 2015-11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
项目 周口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

2016-06
-

2018-07
2

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项目 一般
项目

基于教师资格全国统考的河南
省高校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

2016-12
-

2017-12
0.8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教师口语 180 本科生

201209-201612 普通话口语 320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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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吴景珠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9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教育厅学

术技术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郑州大学
、基础数学、

200607

招生领
域

(方向)
学科教学（数学） 所在院系 数学与统计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吴景珠（1967-），理学博士，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
术带头人，河南省数学学会会员，河南省精品课程“常微分方程”负责人。主讲常微分方程、数值分
析等课程，主要从事微分方程及其数值解研究。在Mathematical Methods in the Applied Sciences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完成省厅级项目4项。
拟担任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Integrable
couplingsoffractional L-

hierarchy and itsHamiltonian
structures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the
Applied Sciences、P3925-

3931、他引2次
2016-06 第一作者、通讯

作者

Generalizedbilinear
differential operators
application ina (3+1)-

dimensional generalized shallow
water equation

Advance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2015-06 第一作者、通讯

作者

Composite penalty method of a
low order

anisotropicnonconforming finite
element for the Stokes problem

Appl. Math. J. Chinese
Univ. 2013-04 第一作者、通讯

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近
五
年
主
讲
课
程
情
况
（
限
3
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409-201612 数学分析

180 本科生 201502-201612 常微分方程

168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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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广军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3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兼职硕士生导师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硕士 西北师范
大学、

基础数学、
201001

招生领
域

(方向)
学科教学（数学） 所在院系 数学与统计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刘广军(1963-)，理学硕士，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河南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负责
人，河南省数学与应用数学特色专业负责人，河南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河南省教育教学专家，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理事，河南省金融工程学会理事。主讲图论、高等数学、数学教学论、数
学课堂教学技能训练，主要从事数学教育、图论及其应用等研究。主编教材3部，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
拟担任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Robust fault detection of
Markovian jump systems with

different system modes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2013-10 第二作者

一类高阶多维核共振条件下多点边
值问题的可解性 郑州大学学报、 P19-22 2013-12 第一作者、通讯

作者

几类特殊图的laplacian谱唯一性为
题研究

河南省第二届自然科学优秀学
术论文二等奖 2013-1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一般项目 中学数学课程评价和教学方法
改进研究

2016-01
-

2017-06
0.8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09-201612 图论 174 本科生

201409-201612 数学教学论 180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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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赵汇涛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9 专业技术职
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中青年骨

干教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昆明理工
大学、基础数学

、201407

招生领
域

(方向)
学科教学（数学） 所在院系 数学与统计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赵汇涛(1977-)，工学博士，副教授，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周口师范学院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讲数学
分析、文献选讲等课程，主要从事动力系统分支理论与混沌、生物数学、工程力学等领域研究。五年
来，主持省厅级项目3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SCI源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18篇。
拟担任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Hopf Bifurcation and Hidden
Attractors of a Delay-Coupled

Duffing Oscillator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P1550162

2015-12 第一作者、通讯
作者

Global Hopf bifurcation
analysis of an Susceptible-
infective -removed epidemic
model incorporatingmedia
coverage with time delay

Journal Of Biological
Dynamics 2016-11 第一作者、通讯

作者

Hidden Attractors and Dynamics
of a General Autonomous van der

Pol–Duffing Oscillator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

P1450080、他引14次
2014-06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一
般项目 动力系统分支理论及其应用

201606
-

201807
4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09-201612 数学分析 360 本科生

201409-201612 文献选讲 60 硕士研究生

201502-201612 微分方程定性理论 72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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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苑申成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7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兼职硕士生导师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华东师范
大学，思想政治
教育，2014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学科教学（思想政治
教育）

所在院系 政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苑申成(1970-),法学博士，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 周口市党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兼
职教授，省级重点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成员。主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形势与政策，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理论成果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学术专著3部，主持完
成省部级科研课题3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社会主义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
。
拟担任学科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研究、P47-51、他引
10次 2012-01 通讯作者

科学发展观系列成果的逻辑建构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P40-
45 2012-01 通讯作者

中国共产党反对平等思想研究
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省教育
厅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自助

出版
2016-12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河南省教育厅基础研究项目 重大项
目

中国共产党反对平均主义思想
研究

201609
-

201809
9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1-201606 形势与政策 108 本科生

201201-2016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02 本科生

201201-201606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120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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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贾滕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5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教育厅学

术技术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华中师范
大学、

历史学、2010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学科教学（思想政治
教育）

所在院系 政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贾滕（1971-），历史学博士，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
术带头人，河南省老子研究会理事。主讲中国现代化专题、近代史等课程，从事传统村落文化研究
，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中国青年研究》《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省部级1项。获河南省哲学社科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项。
拟担任学科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建国初期的乡村干群关系 安徽史学、P78-84 2013-01 独著

当代农村大学生群体阶层突破研究
——以豫东黄淮平原M村为个案

中国青年研究、P10-14，他引
2次 2013-10 独著

《科场条例》对完善现代考试立法
的启示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P27-34 2014-05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近代以来传统农区村落文化共
同体研究

201406
-

201712
2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09-201501 中国现代化专题讲座 36 硕士研究生

201209-201612 近代史 160 本科生

201409-201612 党史与问题专题研究 72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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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3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姓名 张浩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5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教育厅学

术技术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广西师范
大学、思想政治
教育、201107

招生领
域

(方向)

学科教学（思想政治
教育）

所在院系 政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张浩（1971-），法学博士，副教授，兼职硕士导师，河南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
术带头人，周口师范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校级精品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主持人，校级
教学团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带头人。主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形势与政策等课程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农村文化等研究，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中国青年研究》等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近2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2项，市厅级一般项目3项，获省厅级
奖励5项。
拟担任学科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指导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主体视角下农村青年社会流动问题
与对策 中国青年研究、P15-19 2013-10 独著

趋向复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的积极策略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P167-169 2014-01 独著

回归主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趋
向 学术论坛、P130-133 2014-08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微”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沟
通机制创新研究

2013-06
-

2017-06
18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540 本科生

201209-201612 形势与政策 540 本科生

201409-201612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 36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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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  代表性行业教师（限填10人，医学相关专业学位限填20人）

序
号 姓名 年龄

（岁）

培养领
域（方
向）

专业技
术职务

工作单位及
职务

工作年
限（年
）

主要情况简介（教师基本情况、从业经历、代表
性行业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填200字）

1 刘成章 46 教育管
理 正高级

周口市郸城
一高党委书
记、校长

25

刘成章（1970-），大学本科，博士学位
，中学特级教师。河南省特级教师，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中级心理咨询师
，中国教育学会会员，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
人，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教育管理人才。在《
教书育人校长参考》《中小学校长》《学校
党建与思想教育》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0余篇
，获河南省教育干部培训暨学习管理科研成
果二等奖1项。
拟担任教育管理硕士生指导工作。

2 冯玉霞 42 教育管
理 中级

周口市中原
路小学/副

校长
23

冯玉霞（1974-），大学本科，小学高级教
师。周口师范学院“国培计划”特约讲师
，周口师范学院“双导师”校外指导教师
；主持并参与《小学语文有效课堂的行动策
略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编写了《与朝阳
同诵》《向着明亮那方》等校本课程。
拟担任教育管理硕士生指导工作。

3 李纪龙 56 教育管
理 副高级 周口文昌小

学/校长 37

李纪龙（1960-），大学本科，副高，小学
特级教师。市首届社会科学专家、拔尖人才
，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省教育管理专家、省
家庭教育专家。核心期刊发表文章36篇，出
版专著2部，合著、编著和主编书目12部
，作过100多场家庭教育和道德讲堂，曾走
进周口市电视直播室畅谈家庭教育的策略和
方法。《一心探寻育人之道》郑州大学出版
社出版发行，并荣获省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
拟担任教育管理硕士生指导工作。

4 朱秋英 50
学科教
学（语
文）

正高级
周口市商水
县第二高级

中学
31

朱秋英（1966-），大学本科，中学特级教
师，硕士生导师。周口市特约教研员，首届
中原名师，河南省中小学教育教学专家，省
骨干教师、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市学
术技术带头人。出版教育类专著2部，主持
河南省教育厅“十五”科研规划课题1项、
省级科研课题1项、中国基础教育语文教学
研究会“十二五”科研规划课题1项。
拟担任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生指导工作。

5 杨克顺 47
学科教
学（语
文）

副高级
周口市项城
市教师进修

学校
27

杨克顺（1969-），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
师。河南省首批教育专家，河南省中等职业
学校教学名师，河南省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
专家组成员，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出版中小学教育类专著7部，主持教育厅
项目1项，获河南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1项，获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教师奖1项。
拟担任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生指导工作。

6 高海峰 57
学科教
学（语
文）

副高级
周口市西华
县第三高级
中学/校长

33

高海峰（1959-），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
师。河南省教育专家，河南省优秀教育管理
人才，河南省首批中小学幼儿教师教育专家
，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出版中小学教育类专
著1部，主持教育厅基础教育类项目1项，在
《语文建设》等期刊杂志发表文章20余篇
，获河南省教育干部培训暨学校科研管理科
研成果一等奖1项。
拟担任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生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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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2.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限填20人，其他专业限填10人。

7 王伟 52
学科教
学（数
学）

副高级 周口市第十
九中学 29

王伟（1964-），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师
。周口市教学名师，河南省教师教育专家
，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数学学会会员
，河南省特级教师协会理事。参编教材2部
，主持参与厅级以上课题4项，获省厅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1项，优质课程获省级二等奖
1项。
拟担任学科教学（数学）硕士生指导工作。

8 杨伟东 48

学科教
学（思
想政治
教育）

副高级 河南省基础
教育教研室 28

杨伟东（1968-），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
师。中学政治教研员，河南省骨干教师、教
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专家指导组成员，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学科
专家指导组成员。
拟担任学科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指
导工作。

9 高远征 53

学科教
学（思
想政治
教育）

副高级 周口市淮阳
中学/校长 30

高远征（1963-），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
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中小学德育课
教师，河南省骨干教师，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2006年全国师德标兵。
拟担任学科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指
导工作。

10 孙训友 50

学科教
学（思
想政治
教育）

副高级 周口市淮阳
中学 29

孙训友（1966-），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
师。河南省级骨干教师，连续三届被评定为
“淮阳县科技拔尖人才”，河南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周口市人民政府综合表彰为优秀
教师。
拟担任学科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指
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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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申请本专业学位博士点的须填写本专业学位硕士点基本情况。

3.“学位授予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招生

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还应统计全国GCT考试录取的在职攻

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Ⅲ  人才培养

Ⅲ-1  相关学科专业基本情况（限填5项）

学科专业名称
（授学位级别）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040107-小学教
育 学士 96 96 97 97 99 98 100 97 98 98

071101-心理学
学士 47 46 43 43 47 46 66 65 76 73

050101-汉语言
文学 学士 256 254 210 206 287 280 244 240 282 278

070101-数学与
应用数学 学士 193 193 187 182 149 148 173 173 158 151

030503-思想政
治教育 学士 100 100 69 69 104 100 92 92 90 90

Ⅲ-2  现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情况

 基本情况：教师教育专业为我校传统优势专业，共有心理学、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思想政治教育、基础数
学等本科专业，在校生4800人左右。
开设时间、毕业生人数及届数：心理学专业2004年开始本科招生，共计9届，毕业人数640人；小学教育专业
2006年开始本科招生，共计7届，毕业人数1098;汉语言文学专业2002年开始本科招生，共计11届，毕业人数
2671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2年开始本科招生，共计11届，毕业人数925人；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于2003年开
始本科招生，共计10届，毕业人数855人。
建设成效：我校教师教育专业经过43年的发展，已取得不小的成效：省级重点学科1个，省级特色专业3个，省级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个，省级教学团队1个，省级精品课程2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4门，省级教师教育训练中
心1个，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个，省级心理健康教育中心1个。省级教学名师、教育系统先进个人6人
,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2人,省厅级学术技术带头人8人,省级中青年骨干教师5人,教育厅优秀管理人才1人。其中
，应用数学、思想政治教育是我校与郑州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的2个学科，已有19人获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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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课程类型”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Ⅲ-3  目前开设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特色课程（限填5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课程特色简介（介绍本课程师资配置、授课方式、特色亮

点及授课效果等情况，限100字）

1 教学论 专业必修课 李清臣、徐艳
伟、吴艳玲

师资配置：由教育管理方向博士、教授授课；授课
方式：采取讲授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特色亮点
：该课程为省级精品课程和资源共享课程。授课效
果：学生掌握教学论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及价值
观念，具备教学设计和评价能力，反映良好。

2 语文板书教学艺术 专业选修课 苑青松、熊加
全、樊义红

师资配置：由语文课程与教学方向博士、教授授课
；授课方式：采取讲授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特色
亮点：该课程为河南省网络精品课程和资源共享课
程。授课效果：学生掌握语文板书设计的规律，具
备设计能力，反映良好。

3 周口作家群研究 专业选修课 任动、高恒忠
、张鹭

师资配置：由周口地域文化研究专家、教授授课
；授课方式：采取讲授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特色
亮点：立足于本土，了解地域文学的创作及成就。
授课效果：学生了解地域文化特色、强化了服务地
方文化建设的意识，反映良好。

4 数学分析 专业必修课
任立顺、赵汇
涛、邢秀芝、

薛春香

师资配置：由数学专业教授、博士授课。授课方式
：理论讲授与自主讨论。特色亮点：构建模块化教
学模型，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把理论渗透到解决
实际问题当中。教学效果：在国家级数学竞赛中多
次获得一等奖。

5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
论 专业必修课 苑申成、宋慧

敏、赵建杰

师资配置：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授、博士授课。
授课方式：采用理论讲授、课堂讨论和教学观摩方
式。特色亮点：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研究成果直
接运用于教学。授课效果：掌握基本原理，能具体
分析问题，输送的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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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Ⅲ-4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奖（限填10项）

序
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新形势下教师教育类学生职业

素养提升的研究与实践 马金岭、李清臣 2012

2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张苏峰、宋慧敏 2012

3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教学论

”创新与探索 李清臣、吴艳玲 2013

4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基于基础教育新课程需要的思
想政治学科教学论课程改革研

究与实践
宋慧敏 2014

5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从分离到融合：地方师范院校

“TPC”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 刘洁挥 2016

6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地域文化教育在教学中的实践

研究
俞海洛、刘洁挥、
王剑、李治中 2016

7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分类培养模式下高师生数学课

堂教学技能训练的实践与探索 刘广军、任立顺 2014

8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周派名师理论与实践研究 苑青松 2014

9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课程改

革与研究 刘洁挥 2016

10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河南省卓越教师培育三.三制

模式研究 苑青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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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本单位相关学科专业学生在学期间取得的成果，如参加竞赛获奖、参加重要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科研成果、

创新创业成果、获得科研奖励或其他荣誉称号等。

Ⅲ-5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1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学生姓名 学科专业及学位类别
（入学年月/毕业年月） 时间 成果简介（限100字）

1
高教社杯”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
王  如 070101-数学与应用数学

学士 2012-09/2016-07 2015-12 国家级竞赛，本科组二等奖。

2

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第三届模拟联
合国大会“MPC杰

出代表”

赵钗均 030503-思想政治教育
学士 2014-09/2018-07 2016-04

2016年政法学院出席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第三届模拟联合国大
会赵钗均作为新华社代表获得
“MPC杰出代表”。

3
邮储银行如何拓
展校园客户并保
持其忠诚度

刘卓迪、
尹馨悦、
姚翔、王

静

040107-小学教育 学士
2014-09/2018-07 2015-12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邮政银
行杯中国互联网协会第八届全
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
赛全国总决赛。

4

“红星闪闪”寻
访队在人民网全
国大学生纪念抗
战胜利70周年寻

访活动

李孟涵等 030503-思想政治教育
学士 2014-09/2018-07 2015-12  国家级奖励，优秀团队奖，全

国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5 全国大学生数学
竞赛 张晓雅 070101-数学与应用数学

学士 2014-09/2018-07 2016-11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6 河南省师范毕业
生教学技能大赛

代志豪、
张一博、
侯文丽

040107-小学教育 学士
2012-09/2016-07 2012-11

省级竞赛， 我校教师教育专业
学生连续五年在河南省师范毕
业生教学技能大赛取得优异成
绩，共19人获一等奖，24人获
二等奖，14人获三等奖。

7
河南省翻译竞赛
笔译类英语非专

业组

张琳玲、
郭清莉、
黄青青

040107-小学教育 学士
2012-09/2016-07 2014-01

省级竞赛，我校教师教育专业
学生连续五年在河南省翻译竞
赛笔译类英语非专业组取得优
异成绩，16人获一等奖，21人
获二等奖。

8
《关于周口区域
文化资源的调查
整理研究》等

尹思弈、
赵琳琳等

040107-小学教育 学士
2012-09/2016-07 2013-05

校为培养学生科研创新精神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设
立了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
，重点资助学术思想新颖、立
论根据充足、方案合理、技术
路线可行的项目。五年内，教
师教育专业共有尹思弈等70名
同学获得立项。

9

An SEIV
Epidemic Model
for Childhood
Diseases with

Partial
Permanent

Immunity等硕士
学位论文

白  梅、
闫洁、陈
雪丽

0701-数学 硕士 2013-
09/2016-07 2015-01

3篇系列硕士学位论文分别研究
了具有部分持久免疫的SEIV儿
童传染病模型、具有Allee效应
的离散食饵-捕食系统、用
Euler方法将连续的寄生虫-宿
主模型离散化等内容。

10 文集工程 可佳丽等 050101-汉语言文学 学
士 2013-09/2016-07 2014-06

文学院举办“文集工程”活动
，已结集48集，选拔学生优秀
文学作品，切实提高了写作教
学质量与学生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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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

4.“成果简介”限填写学生在成果中的具体贡献。团队成果完成人应填写团队负责人姓名，并在简介中说明团队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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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技术规范、行业标准、

高水平教学案例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Ⅳ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Ⅳ-1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1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100字）

1 周派名师工程”理论与
实践研究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论文 苑青松

2012年至今，“周派名师工程”协会
与川汇区教育局下辖学校、西华黄泛
区农场中学签订了合作协议，现正开
展相关实验工作。

2 作家进校园 高水平教学案例 任动

2012年至今，周口市中小学校开展作
家进校园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
，是周口地域文学校本课程开发的典
型案例，也是周口市中小学校本课程
教研实施的成果之一。

3 河南省县域教育改革与
发展创新路径研究 咨询报告 李清臣

2012年至今，以李清臣为负责人，通
过走访调研郸城、扶沟、西华等周边
县，并进行大量的研讨论证，形成成
果，拟于2017为省政府提供决策。

4 基于视频切片分析的教
师培训模式实践研究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论文 刘海生

2014年至今，刘海生在国培学员班、
校长培训班、文昌中学、文昌小学、
中原路小学教师培训中提炼一种教师
培训模式，受到中小学教师的欢迎。

5 共同体框架下的立体化
校本教研模式实践研究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论文 徐艳伟

2014年至今，与文昌中学、文昌小学
、中原路小学合作教研，提炼了该成
果，并在合作学校推广。

6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移动
通信网络的基带云中心

选址系统
发明专利 朱思峰 该成果运用于周口师范学院等多家网

络平台管理系统。

7 5G基站云计算弹性资源
智能调度系统V1.0 发明专利 朱思峰 该成果运用于周口师范学院等多家网

络平台管理系统。

8 5G基站云计算资源智能
分配系统V1.0 发明专利 朱思峰 该成果运用于周口师范学院等多家网

络平台管理系统。

9 周口地域文化十二讲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教材

俞海洛、王剑、
高恒忠

 该成果为周口师范学院新生入学教育
地域文化讲座指定教材。2015年获河
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

10
从分离到融合：地方师
范院校TPC人才培养模式

的实践研究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论文 刘洁挥 该成果在周口师范学院教师教育专业

推广应用，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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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仅限申请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Ⅳ-2 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2-1 艺术创作设计获奖（限填5项）

序号 获奖作品/节目名
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时间 相关说明（限100字）

（如：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Ⅳ-2-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5项）

序号 展演作品/节目名
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与地点 相关说明（限100字）

（如：本单位主要参与人及其贡献等）

Ⅳ-2-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专业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限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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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  实践教学

IV-3-1  实践教学基地情况（限填10项）

序号 实践基地名
称 合作单位 地点 建立年月 年均接受

学生数
人均实践
时（月） 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限填200字）

1 周口市文昌
中学

周口师
范学

周口
市川
汇区

2015-05 8 6

周口市电化教育先进单位、周口市人
才工作先进单位。校内教室多媒体化
，有大型阶梯教室、图书馆。有教职
工208人，国家优质课教师1人，省优
质课教师4人，省特级教师1人，省教
学技能大赛获奖教师5人。承担周口
师范学院教师教育毕业生教育见习、
实习实训工作，配备指导教师15人。

2 周口市第一
高级中学

周口师
范学院

周口
市川
汇区

2014-05 10 6

 河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在校学生
5360人，教职工386人，专职教师
321人，硕士研究生学历者4人。其中
国家级骨干教师5人，特级教师9人
，中高级教师136人，省级教育教学
专家、学科带头人23人。承担周口师
范学院硕士学位教育见习、实习实训
工作，配备指导教师8人。

3 郸城县第一
高级中学

周口师
范学院

周口
市郸
城县

2014-10 8 6

河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现有教职工
496人，其中国家级骨干教师2人，全
国模范教师3人，特级教师8人，博士
1人，硕士28人，省级学科带头人和
骨干教师26人，高级教师112人，一
级教师198人，在校生9000余人。承
担周口师范学院硕士学位教育见习、
实习实训工作，配备指导教师8人。

4 淮阳中学 周口师
范学院

周口
市淮
阳县

2014-05 8 6

河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在校生1万
多人，教职员工249人，专任教师
207人，教辅人员42人。其中特级教
师3人，高级教师52人，一级教师
66人，省级学科带头人4人，省级骨
干教师27人，市级骨干教师25人，省
优秀教师5人，市优秀教师66人。承
担周口师范学院硕士学位教育见习、
实习实训工作，配备指导教师10人。

5 周口市文昌
小学

周口师
范学院

周口
市川
汇区

2015-09 8 6

周口市教育局的直属学校，占地
60000平方米， 教学班36人。现有教
师117人，特级教师3人，省级学术带
头人4人，省级骨干教师26人，中学
高级教师7人，小学高级教师65人。
承担周口师范学院教师教育毕业生教
育见习、实习实训工作，配备指导教
师20人。

6 项城市第一
高级中学

周口师
范学院

周口
市项
城市

2013-05 8 6

河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现有120个
教学班,学生13000余人，教职工
480人，其中特级教师8人,国家级骨
干教师4人，高级教师72人，市科技
拔尖人才9人。承担周口师范学院硕
士学位教育见习、实习实训工作，配
备指导教师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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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填2016年12月31日前已经与本单位签署合作协议的与本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相关的实习、实训、实践基地。

2.“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填写基地情况与条件，开展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指导教师配备情况等。

7 周口市第七
中学

周口师
范学院

周口
市川
汇区

2013-05 6 6

周口市重点中学，教学设施先进，教
学设备齐全。教职工126人，其中具
有研究生学历1人，高级职称教师
87人，省级骨干教师、名师、学科带
头人5人。承担周口师范学院教师教
育毕业生教育见习、实习实训工作
，配备指导教师20人。

8 鹿邑县第三
高级中学

周口师
范学院

河南
省鹿
邑县

2016-12 10 6

周口市现代化示范性完全中学，共
87个教学班，在校生8000余人，有教
职工260余人，其中特级教师1人，高
级教师40人，一级教师90人，省市级
骨干教师65人。承担周口师范学院教
师教育毕业生教育见习、实习实训工
作，配备指导教师10人。

9 项城市第二
高级中学

周口师
范学院

周口
市项
城市

2016-11 10 6

周口市现代化示范性中学，在校生
8000多人，教职工286人，其中国家
级骨干教师2人，省级学科带头人3人
，省级骨干教师15人，特级教师3人
，高级教师50人，在职研究生15人
，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100%。承担周
口师范学院教师教育毕业生教育见习
、实习实训工作，配备指导教师10人
。

10 周口市第十
九中学

周口师
范学院

周口
市川
汇区

2016-10 10 6

周口市教育局直属学校， 共54个教
学班，4500多名学生，共有教职工
300名，专职教师296人，省级学科带
头人10人，省级骨干教师15人，市级
骨干教师 20人。承担周口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毕业生教育见习、实习实训
工作，配备指导教师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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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2 近五年代表性专业实践活动与成果（限填10项）

序号 活动或成果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科专业 活动或成果简介（限200字）

1 周派名师工程 苑青松 050101-汉语言文学
本科专业

2012年以来，以周口市为中心建立了10个
“周派名师工程”驻校工作室，选拔10名青
苗教师，建立1个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语文教
育研究中心，责任人与同行专业及行业教师
开展赋形语文的课型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
课堂实验。出版专著1部，并荣获教育厅特等
奖；学术论文3篇，获批教育厅高校重大、人
文社科各1项，获批教育厅教改项目3项，其
中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2项；荣获教育厅
级教学成果奖2项。

2

“U-S”（“高
校-中小学校

”）联合培养小
学卓越教师的新

模式

田学岭 040107-小学教育 本
科专业

2015年，学校与周口市文昌小学、中原路小
学签订了校地联合培养小学卓越教师协议。
为了提高合作实效，提升合作水平，学校特
聘请河南大学魏宏聚为特聘教授，作为联合
培养小学卓越教师项目首席专家，以文昌小
学、中原路小学为试点学校，形成了以课堂
教学效果改进和教师专业发展为导向，以课
堂教学录像视频为依托，课堂教学切片为研
究方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横向合作研究。

3
基于教学切片的
课堂研究与教师
专业发展研究

李清臣 040107-小学教育 本
科专业

2014-2016年教育科学学院校地合作研究《基
于教学切片的课堂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为主题项目活动，开展23次活动，其中
16次专题研讨活动，26场专题讲座，听了
21节课，召开大型总结会3次，其中2015年
9月在《中国教育报》进行专题报道。参与骨
干教师56人次，邀请了3位省级教学名师和
1名校外首席专家河南大学博士导师魏宏聚。

4 河南省师范生技
能大奖赛

胡进才、宋
慧敏、赵子

龙

040107-小学教育 本
科专业

河南省教育厅举办的河南省高等学校师范教
育专业毕业生教学技能大赛，旨在推动中国
教育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师范专
业的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对教师职后的培训等
。华文杯全国师范学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主办。旨在为各地师范
学生提供交流和联系的平台，提高师范生教
学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获河南省师范生教学
技能大赛一等奖19人次；获华文杯全国师范
学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特等奖3人次，一等
奖13人次。

5
国家统计局周口
调查队产学研项

目
吴景珠 070101-数学与应用数

学 本科专业

为提升国家统计局周口调查队进一步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加快周口师范学院转
型发展步伐，充分发挥周口师范学院人才、
教育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优势，构建高校
与地方政府部门共赢的校政合作关系，双方
在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与交流、等方面建
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国家统计局周口调查
队每年出资12万元建立合作发展基金，周口
师范学院为调查队提供人才及数据分析。



28

注：1.限填本单位组织或开展的专业实践活动，或本单位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果。如：原创教学案例，自建案例库，创新

实践教学形式，创业教育活动、职业能力培训等。

2.“负责人”填写组织或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责任教师、行业专家，或取得专业实践成果的主要教师。 

6
思想政治教育社
会实践与职业能

力培养

刘洁辉、崔
静

030503-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专业

周口师范学院品牌项目“红星闪闪”实践团
队。2015年以来，“红星闪闪”团队先后开
展了“寻访老兵”、“井冈情中国梦”大型
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
远大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周口师范
学院特色项目“模拟联合国”。自2010年以
来，作为豫东地区首家“模联”，在激发学
习潜能、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荣获“2015年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
团队”、“河南省百佳社会实践团队”等荣
誉称号。

7
河南省农村中小
学教师顶岗置换

计划
丁恩全 050101-汉语言文学

本科专业

2012年以来，周口师范学院教师教育专业派
出了近千名本科师范毕业生进行了“国培计
划”顶岗实习。涉及到90多所农村中小学。
顶岗实习期间，毕业生能够自强、自立、自
信，虚心向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学习教学方法
，学习班级管理经验，走上三尺讲台，在教
学实践中锻炼了自己的教学技能，增长了自
己的才干，提高了自身综合素质。

8
周口师范学院教
师教育专业“双
技月”活动

贾滕 030503-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专业

2012年以来，周口师范学院为锻炼学生的普
通话口语表达技能、书写技能（简称“双技
”），全面提高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素质和
综合能力，培养“应用型、地方性、师范性
”人才，对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双技训练活
动，称为“双技训练月”。

9

周口市教师教育
改革创新实验区
“卓越教师”培

训计划

高恒忠 050101-汉语言文学
本科专业

2013年以来，基于对“卓越教师”教育教学
实践能力的培养，采取“点”“面”结合的
方式，积极拓展“卓越教师”实践能力的培
养范围。“点”是建立学生自主学习（训练
）基础上的基本技能形成，“面”是指通过
成立专门机构，组建稳定的指导教师队伍
，建立考核激励机制，举办各类竞赛活动
，如教学技能大赛、“三笔字”大赛、课件
制作大赛、教学设计大赛、优质课大赛、说
课大赛、科研论文大赛等活动，促进“点
”、“面”结合，提高训练实效。

10 豫东区教师教育
联动发展共同体 贾滕 030503-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专业

2017年，周口师范学院牵头，与周口市、漯
河市等地联合成立豫东片区教师教育联动发
展共同体。以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小教全科
培养计划、农硕计划及各高等师范院校现有
师范生培养项目为平台，联合联动建立一批
针对性强、特色突出的师范生教育实习实践
基地，探索形成灵活多样的师范生培养模式
，推动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建立中原名师、
特级教师流动站，推动生成一批教师教育课
程改革成果，建立一支数量充足、学科齐全
、结构合理、体系完备的“双导师制”教师
队伍。



29

注：本表限填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或全国性行业科研奖励，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奖项，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

励的，不重复填写。

IV-4  近五年科研情况

IV-4-1  近五年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29 266.5 81 451.1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11 213 36 139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
（项） 0.5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

（万元） 2.46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万元） 2.46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7

出版专著数 35 师均出版专著数 1.1

近五年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总篇数 215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6.52

IV-4-2  近五年获得的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10项）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河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一等 周口地域文化十二讲 俞海洛、王剑、高恒忠 2015

2 河南省自然科学
学术奖 一等

Self-consistent sources
and conservation laws for

a super Broer-Kaup-
Kupershmidt equation

hierarchy

魏含玉 2015

3 河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二等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诉求与国际

视野 苏  宇 2015

4 河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三等 高校德育工作的复杂性探析 张浩 2012

5 河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三等 乡村秩序重构及灾害应对 贾滕 2013

6 河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三等 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阐释 孙红震 2015

7 河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优秀奖 中国红色革命歌曲语言艺术研

究 张  鹭 2012

8
河南省教育厅人
文社科研究成果

奖
特等 语文：言语生命的赋形 苑青松 2014

9 河南省教育厅科
技成果奖 一等

Controlled synchronization
of discrete-time chaotic

systems under
communication constraints

刘  伟 2016

10 河南省教育厅科
技成果奖 一等 移动通信网络的资源智能优化

方法及关键技术研究 朱思峰 2015



30

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IV-4-3 近五年承担的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
账经费
（万元）

1 14BZS113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13-06-2016-07 贾滕 20

2 BIA140105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14-07-2019-09 刘湘玉 18

3 BHA140086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14-07-2018-09 李清臣 18

4 13BKS076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13-06-2017-07 张浩 18

5 16BZW043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16-06-2019-09 丁恩全 20

6 13FZW011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后期资助项
目 2013-08-2015-11 丁恩全 18

7 14CYY055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14-06-2016-12 熊加全 20

8 1160154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青年基金 2016-08-2019-12 李纳 19

9 U120461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联合基金 2013-08-2015-11 朱思峰 30

10 1154717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应急管理项
目 2016-01-2016-12 魏含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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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

力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IV-4-4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实践类教材（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 作者 时  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  注（限100字）

1 陈衍的《史记》文
章学研究

丁恩
全 2014-05 文学遗产  CSSCI

2 汪师韩“孙樵古文
伪作”说驳正

丁恩
全 2015-03 文献 CSSCI

3 河南沈丘方言的舌
尖后介音

李秀
红 2016-05 方言 CSSCI

4

Integrable
couplings of
fractional L-

hierarchy And its
Hamiltonian
structures

吴景
珠 2016-06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the
Appled Sciences

SCI源刊

5

Hopf Bifurcation
and Hidden

Attractors of a
Delay-Coupled

Duffing
Oscillator

赵汇
涛 2015-0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

SCI源刊

6

GENERALIZED
FRACTIONAL TRACE

VARIATIONAL
IDENTITY AND A
NEW FRACTIONAL
INTEGRABLE
COUPLINGS OF

SOLITON HIERARCHY

魏含
玉 2014-02 Acta Mathematica

Scientia SCI源刊

7 课堂教学有“情
”才有效

刘海
生 2015-05 中国教育学刊 CSSCI

8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建设水平的

科学化维度

苑申
成 2012-02 高教探索 CSSCI

9 文学的民族认同特
性及其文学性生成

樊义
红 2016-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国内二十五家重点出版社之一

10 周口地域文化十二
讲

俞海
洛、
王剑
、高
恒忠

2014-05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5年河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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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培训考试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等。

IV-5  近五年相关学科专业毕业生质量简介（限600字）

     教师教育专业是周口师范学院优势专业，已有43年的办学历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注重学生全面发
展。形成了“立足基础教育、强化实践教学、提升道德素养”的人才培养思路，构建集“理论教育、技能教育和
岗位教育”于一体的 “全程实践教育模式”，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五年来，共培养本科生3591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在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中获得国家二等奖6人次
；省级一等奖36人次；省级二等奖69人次。在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4人次；二等奖17人次；三等奖
20人次。在河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获得省级一等奖19人；省级二等奖24人；省级三等奖14人。在河南省翻
译竞赛笔译类英语非专业组取得优异成绩，16人获一等奖，21人获二等奖。结项完成了79项大学生创新课题，在
校生考取各类资格证人数占比15%，研究生录取率18.2%，特岗、招教录取率48.3%。
    毕业生就业率92%以上，学校先后被授予“河南省高等教育质量社会满意院校”、“河南省高等教育就业质
量最佳示范院校”等称号，毕业生思想道德素质满意率90%以上，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满意率90%以上，综合素质
满意率92%以上。毕业生获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省级骨干教师、市级教学名师近百人次，周口地区的中学校
长、教师、教学名师60%以上皆为我校毕业生。涌现出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最美乡村女校长”李灵、“践
行焦裕禄精神的好校长”张伟等杰出教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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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6  支撑条件

IV-6-1  本专业学位点图书资料情况（限300字）

教育类专业期刊：《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课程？教材？教法》、《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
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教育》、《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教育科学研究》、《思
想教育研究》、《心理科学》、《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数学
杂志》、《数学进展》、《数学的实践与认识》、《数学物理学报》、《数学年刊》等50余种。
专业图书：116500册。
电子图书：39000册。
光盘：234张。
数字资源：中国知网、万方学位论文、超星图书馆、万文期刊数据库、书生电子图书、汉籍数字图书馆、师范教
育专题数据库、就业创业数字图书馆数据库、数图中外文电子图书等。

IV-6-2  其他支撑条件简况（限600字）

硬件设施：微格教室12个，联合培养基地39个（研究生培养基地10个），专业实验室2个，数字化资源丰富，其
他基础设施配套齐全。
拟开设课程体系：以开放性教学理念为本，内容方面理论知识和教学知识并重，课程设置突出技能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建构依据以学生为主体，学做并举，知行合一的培养理念，构建“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三个平台为
通识教育平台、专业知识平台、实践技能平台，每个平台设置若干课程模块，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
教学投入：主要包括外聘教师费用、“双师型”专职教师自培养费用、实践教学及成果奖励费用、硕士生导师指
导费用、实践基地建设费用以及改善办学条件和平台建设费用，预计三年总投入经费总额为  100万元。
学习保障：指导教师科研能力强、责任心强，课程培养体系制定合理，学术讲座、学术论坛等专业平台建设完备
，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创新创业激励制度、奖助制度、校地合作等组织环境。
奖助学金：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周口师范学院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等。
机构建设：设有综合办公室、党务办公室、教务办公室、科研办公室，能够承担研究生招生、培养、学籍管理、
学科建设、学位管理等管理工作。有学术委员会、教学督导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能够完成研究生教育的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风建设等教学工作。
制度建设：拟定了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导师遴选及管理制度、研究生质量管理体系。专职行政人员配置
：专职行政人员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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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同意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本
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