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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  
 

 
 

 

石大教发〔2020〕29 号 

 
 

 

 

 

 

各学院、直（附）属单位、相关职能部门： 

依据《石河子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石大

教发〔2018〕190 号）和《关于开展石河子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建设立项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学校开展了 2020 年度通识

教育选修课项目立项工作。本次各部门及学院申报通识教育选修

课项目共 148 项，其中重点项目 29 项，一般项目 119 项。经专

家评审，择优评选出 2020 年度石河子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项目

114 项，现就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立项项目 

2020 年度学校立项建设通识教育选修课项目共 114 项，其

中重点项目 9 项、一般项目 59 项、支持项目 46 项。立项项目名

单及项目资助经费见附件。 

关于公布2020年通识教育选修课项目
立项评审结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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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助与管理 

（一）时间要求 

以上通识教育选修课项目研究周期为 3 年，即 2020 年 9 月

至 2023 年 9 月。 

（二）资助情况 

立项项目资助经费分别为，重点项目每项 20000 元，一般项

目每项 10000 元，支持项目 5000 元。本通知下发后，经费项目

由校计财处拨付资助经费。 

项目经费支出按《石河子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石大校发〔2012〕156 号）执行。 

 

 

2．项目完成一年后，教务处或学院将组织专家对所有立项

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各项目需提交《石河子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立

项项目中期报告书》，对未能按计划进行项目研究、无阶段性研

究成果、擅自中止项目，或将经费挪作他用者，将中止项目并追

回已拨付经费，项目负责人今后不得申报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3．项目主持人原则上不允许变更，研究过程中项目成员及

研究内容如有变更，项目主持人需向教务处提出书面申请，经教

务处审批后方可变更。 

 

（三）项目管理

1．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的研究工作、经费使用、成果形式以

及中期检查和验收等全面负责，并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前提交《石

河子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建设任务书》书面材料和电子版各一

份，由学院统一提交至教务处教学研究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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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石河子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公示名单 

课题编号 学院 类别 推荐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项目类别 
资助

金额 

TXKZ2020-1 医学院 自然科学 急救医学 李桂花 重点项目 2 

TXKZ2020-2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西域美术鉴赏与体验 王志炜 重点项目 2 

TXKZ2020-3 农学院 美育类 茶文化与茶健康 白茹 重点项目 2 

TXKZ2020-4 农学院 人文社科 园林艺术 冶建明 重点项目 2 

TXKZ2020-5 政法学院 人文社科 “互联网+”时代的法律智慧 冯亚雯 重点项目 2 

TXKZ2020-6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大学生预防皮肤病 曾佳 重点项目 2 

TXKZ2020-7 理学院 自然科学 趣味物理探索 范婷 重点项目 2 

TXKZ2020-8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合唱作品鉴赏与实践 齐扩 重点项目 2 

TXKZ2020-9 理学院 自然科学 数学建模 韩志全 重点项目 2 

TXKY2020-1 医学院 自然科学 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传染病 陈雪玲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西域诗歌鉴赏 朱秋德 一般项目 1 

TXKY202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 西方经济学 王艳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自然科学 室内装饰与装修 任玉成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 外国语学院 美育类 英文经典鉴赏与创作 崔建强 一般项目 1 

TXKY2020-6 药学院 自然科学类 药物分析-家庭安全合理用药 李乐 一般项目 1 

TXKY2020-7 动物科技院 人文社科 网络创业基础（TGR1303） 刘良波 一般项目 1 

TXKY2020-8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红楼梦人物赏析 李光翠 一般项目 1 

TXKY2020-9 食品学院 人文社科 葡萄酒鉴赏与文化 刘婧琳 一般项目 1 

TXKY2020-10 文学艺术学院 人文社科 影视视听语言与审美 王党飞 一般项目 1 

TXKY2020-1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自然科学类 大数据导论 常耀辉 一般项目 1 

TXKY2020-1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自然科学类 Python 程序设计 张永才 一般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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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学院 类别 推荐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项目类别 
资助

金额 

TXKY2020-13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 市场营销学 王东红 一般项目 1 

TXKY2020-14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艺术与生活 舒梅娟 一般项目 1 

TXKY2020-15 体育学院 自然科学 健康体适能 乔明 一般项目 1 

TXKY2020-16 党委学生工作部 人文社科 幸福心理学 马勇 一般项目 1 

TXKY2020-17 体育学院 人文社科 裁判视角带你鉴赏赛事 刘禹 一般项目 1 

TXKY2020-18 文学与艺术学院 美育类 设计审美与文化 孙婷 一般项目 1 

TXKY2020-19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国画鉴赏与水墨实践 陈敏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0 文学与艺术学院 美育类 二维动画设计与赏析 刘人果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1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维吾尔族模戳印花布图案与工艺 武燕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2 经济与管理学院 创新创业类 新媒体运营与营销创新 傅杰勇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3 文学与艺术学院 美育类 绘画大师的艺术与人生 朱占忠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4 外国语学院 美育类 英文小说与电影 陈晨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5 文学与艺术学院 美育类 流行音乐伴我行 孔苑苑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6 外国语学院 美育类 英语电影视听说 孙晓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7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逍遥庄子行 于恩萍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8 宣传部 美育类 中国画赏析与实践 李军 一般项目 1 

TXKY2020-29 宣传部 美育类 书法欣赏与实践 李子 一般项目 1 

TXKY2020-30 经济与管理学院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思维与方法 刘永立 一般项目 1 

TXKY2020-31 理学院 美育类 数学文化赏析 崔淑莉 一般项目 1 

TXKY2020-32 外国语学院 美育类 英语生态电影赏析 马玲 一般项目 1 

TXKY2020-33 食品学院 美育类 中国饮食文化 刘福林 一般项目 1 

TXKY2020-34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 生活中的社会保障 姜贵红 一般项目 1 

TXKY2020-35 文学艺术学院 人文社科 中国汉字文化 王润昌 一般项目 1 

TXKY2020-36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 互联网思维下营销创新与实战 鱼明 一般项目 1 

TXKY2020-37 宣传部 人文社科 
兵团精神育人——名师思政导

航课 
卿涛 一般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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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学院 类别 推荐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项目类别 
资助

金额 

TXKY2020-38 外国语学院 人文社科 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中国文化英译 陈曦 一般项目 1 

TXKY2020-39 文学艺术学院 人文社科 理解媒介 孙秀珍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0 外国语学院 人文社科 思辨英语写作 杜莹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1 政法学院 人文社科 应用写作与技能规范 曹建萍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2 图书馆 人文社科 知识产权基础 古 田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3 外国语学院 人文社科 鸟瞰中国 魏宏君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4 农学院 自然科学 趣味森林——植物的故事 施翔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5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自然科学 高效商务办公实务 孙涛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6 机械工程学院 自然科学 材料与生活 胡雪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7 动物科技学院 自然科学 新疆特色草原旅行 张前兵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8 生命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 TGZ0601 保护生物学 黄刚 一般项目 1 

TXKY2020-49 理学院 自然科学 创新者的窘境与任务 杨玲香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0 机械工程学院 自然科学 精准农业 杨旭海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1 动物科技学院 自然科学 宠物犬鉴赏与疾病防治 蒋松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2 药学院 自然科学 家庭用药必备常识 胡艳丽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3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健康生活 预防癌症 张眉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4 医学院 自然科学 
既生虫，何生人？——高发人兽

共患寄生虫病 
姜素华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5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实用现场救护技术 何英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6 医学院 自然科学 肥胖知多少 张志威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7 医学院 自然科学 老年护理与康复 魏霞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8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卫生学 丁玉松 一般项目 1 

TXKY2020-59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健康护理 100 招 姬春 一般项目 1 

TXKZC2020-1 化学化工学院 创新创业类 绿色化工创新创业设计与实践 王安东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2 宣传部 美育类 剪纸欣赏与实践 张梅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经典音乐歌舞电影赏析 宋夕险 支持项目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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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学院 类别 推荐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项目类别 
资助

金额 

TXKZC2020-4 宣传部 美育类 篆刻赏析与实践 王怡平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5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庄子美学思想与大学生审美 俞燕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6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艺术设计欣赏与影展 白黎军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7 文学艺术学院 美育类 民族音乐审美与体验 董常睿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8 师范学院 人文社科 基础维吾尔语 申玉华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9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人文社科 建设工程法规 吴心蓉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10 外国语学院 人文社科 英文报刊鉴读与全球意识培养 宋翠平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文社科 丝路考古 王宗磊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文社科 中国文化史 季国良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13 政法学院 人文社科 司法制度 王胜华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14 图书馆 人文社科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张瑞娥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15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 招聘那些事儿 岳云云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16 文学艺术学院 人文社科 维吾尔语口语交际 王伟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文社科 法意与人生 张勇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18 外事处 人文社科 公共俄语 董天磊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19 食品学院 自然科学 解密食品添加剂 毛晓英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20 药学院 自然科学 药物的发现与发明史 张梅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21 药学院 自然科学 中药炮制学 刘雯霞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22 药学院 自然科学 针灸学与保健 王荟清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23 理学院 自然科学 微积分---雅、源、行 王淑芬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24 农学院 自然科学 观赏植物学 王雪莲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25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自然科学 节能技术与废物资源化 额热艾汗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26 动物科技学院 自然科学 猪的财富密码 聂存喜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27 机械工程学院 自然科学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张锐敏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28 机械工程学院 自然科学 创客与实践 郭天圣 支持项目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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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学院 类别 推荐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项目类别 
资助

金额 

TXKZC2020-29 药学院 自然科学 中药与养生 陈韩英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0 机械工程学院 自然科学 绿色电力 聂晶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1 食品学院 自然科学 食品营养学 万银松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2 机械工程学院 自然科学 计算机绘图与建筑设计 袁昌富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3 医学院 自然科学 法医学 陶林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4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常见疾病的应对与预防 王美艳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5 医学院 自然科学 趣味人体解剖学 陆环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6 医学院 自然科学 美丽从齿开始 张楠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7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常见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王艳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8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大学生健康与常见疾病科普 米利古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39 医学院 自然科学 无处不在-传染病 李冰洁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40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口腔科学 邱雪冰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41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常见病用药指导 王晓义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42 医学院 自然科学 
“救”从你开始 — 生活急救小

课堂 
柳小玲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43 医学院 自然科学 解密生殖与胚胎发育 王菊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44 医学院 自然科学 趣味中药 李盈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45 医学院 自然科学 儿科学 张惠荣 支持项目 0.5 

TXKZC2020-46 医学院 自然科学 肿瘤内科学 巩平 支持项目 0.5 

 

 

 

 

 
石河子大学教务处                            2020 年 7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