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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公布第二期“英文报刊教学与高职英语教学改革课题”

结题结果的通知

外语教指委 [2016]28 号

各有关高职高专院校：

经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对 2014 年获准立项的第二期“英

文报刊教学与高职英语教学改革课题”进行终期检查和验收，现同意其中的 61 项课

题结题，而且 12 项课题获评优秀课题,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

1.第二期“英文报刊教学与高职英语教学改革课题”结题名单

2.第二期“英文报刊教学与高职英语教学改革课题”优秀课题名单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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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期“英文报刊教学与高职英语教学改革课题”结题名单

序号 课题编号 学校名称
课题

负责人
课题名称 课题级别

1 GZGZ5414-02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李孟娜 英语报刊阅读提升高职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实效性研究---以 B级读写为例 重点课题

2 GZGZ5414-04 抚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田睿 以口语输出为驱动的高职英语互动教学模式研究 重点课题

3 GZGZ5414-06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郑少敏 英语报刊教学对高职大学生职场素质发展的理论构想与实践探索 重点课题

4 GZGZ5414-08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莎 英文报刊阅读对高职学生英语附带词汇习得研究 重点课题

5 GZGZ5414-09 伊春职业学院 陈丽琴 高职报刊英语合作学习生成机制与应用路径研究与实践 重点课题

6 GZGZ5414-11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张丽秀 基于网络的英文报刊教学对提高高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 重点课题

7 GZGZ5414-12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孙冬梅 利用英文报刊教学提高高职学生英语翻译能力的研究 重点课题

8 GZGZ5414-13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封海燕 多模态信息认知教-学模式下的英文报刊教学实证研究 重点课题

9 GZGZ5414-14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沙吉庆 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报刊教学方法研究 重点课题

10 GZGZ5414-15 淄博职业学院 郑蕾 以英文报刊材料为平台，促进英语报刊教师素养建构 重点课题

11 GZGZ5414-16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肖永霞 英文报刊植入专业课程教学体系实践研究 重点课题

12 GZGZ5414-17
上海市外文学会高职高专外语教学专

业委员会
陈明娟 读报比赛在提高学生英语水平中的作用研究 重点课题

13 GZGZ5414-18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侯丽琼 报刊阅读对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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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ZGZ5414-20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曹友义 研究型教学模式在英语报刊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15 GZGZ5414-21 大连海洋大学 王倩 多媒体项目教学法应用于高职高专报刊选读课的研究 一般课题

16 GZGZ5414-22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刘亚珍 报刊资源在高职英语阅读与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17 GZGZ5414-24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程云艳 英文报刊阅读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研究 一般课题

18 GZGZ5414-25 北京吉利学院 乔蓓 英文报刊教学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一般课题

19 GZGZ5414-26 滨州医学院 陈晓锐 以英语报刊阅读教学促进教师发展的研究 一般课题

20 GZGZ5414-2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金玉 英文报刊教学与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21 GZGZ5414-30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张爱惠 英文报刊阅读在高职英语专业翻译能力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22 GZGZ5414-31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闵会玲 高职英语专业英文报刊选读课程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研究 一般课题

23 GZGZ5414-34 南华工商学院 张弋 CBI理念下的高职英文报刊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24 GZGZ5414-23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陆姣 英语报刊选读课程教学考评体系的研究与构建 自筹经费

25 GZGZ5414-29 山东英才学院 傅廷真 高职电子商务类专业英文报刊教学策略研究 自筹经费

26 GZGZ5414-10 黑龙江职业学院 贾红瑜 利用英文报刊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实践研究 自筹经费

27 GZGZ5414-35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周红中 高职高专英文报刊教学模式与方法问题研究 自筹课题

28 GZGZ5414-36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范雯 培养大学生媒介素养能力的英文报刊阅读教学模式与途径研究 自筹课题

29 GZGZ5414-37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赵洪霞 英文报刊教学如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自筹课题

30 GZGZ5414-38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王丹丹 基于就业能力培养的英文报刊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 自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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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ZGZ5414-39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姚金玲 英文报刊阅读辅助高职英语教学新模式的研究 自筹经费

32 GZGZ5414-4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孙英朋 创新英语报刊教学模式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实用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自筹经费

33 GZGZ5414-41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金秀金 兼顾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英文报刊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自筹经费

34 GZGZ5414-42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朱杨琼 项目导向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报刊阅读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 自筹经费

35 GZGZ5414-43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叶卫玲 教育国际化与零课时高职英文报刊教学研究 自筹经费

36 GZGZ5414-45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杨绘荣 利用英文报刊深化高职英语学习者的词汇知识 自筹经费

37 GZGZ5414-46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丁卫军 英文报刊在高职英语课堂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自筹经费

38 GZGZ5414-47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楠楠 英语报刊教学与高职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研究 自筹经费

39 GZGZ5414-48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郝前 英文报刊选读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读报习惯与读报能力 自筹经费

40 GZGZ5414-49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彭兴艳 通过引入英语报刊教学来促进高职宾馆英语教学水平提高的研究 自筹经费

41 GZGZ5414-50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陈钢涛 英文报刊在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自筹经费

42 GZGZ5414-51 北京城市学院 张宁 《21世纪英文报》为载体的高职高专英文报刊教学选材标准研究 自筹经费

43 GZGZ5414-52 北京城市学院 祁 颖 利用英文报刊教学提高高职学生媒介素养研究 自筹经费

44 GZGZ5414-53 天津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磊 基于英语学习动力研究下的英文报刊教学模式的探讨与研究 自筹经费

45 GZGZ5414-54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祁姝一 高职英文报刊教学模式与方法研究 自筹经费

46 GZGZ5414-55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张冰 改革英文报刊教学 提升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应用研究 自筹经费

47 GZGZ5414-56 山东英才学院 闫海燕 英语报刊阅读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自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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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GZGZ5414-57 滨州医学院 袁琳
“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视阈下学生课堂展示活动有效提高英文报刊教

学的实证研究
自筹经费

49 GZGZ5414-59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王亚 英文报刊教学与高职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 自筹经费

50 GZGZ5414-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于海波 以英文报刊教学为媒介的高职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应用与实践 自筹经费

51 GZGZ5414-62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宋杨 利用英文报刊有效提高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实证研究 自筹经费

52 GZGZ5414-63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林瑾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高职英文报刊教学模式与方法研究 自筹经费

53 GZGZ5414-65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张赛妮 英文报刊教学与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相关性研究 自筹经费

54 GZGZ5414-66 湖北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姚炜 英文报刊教学如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自筹经费

55 GZGZ5414-67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王海杰 翻转课堂在高职英文报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自筹经费

56 GZGZ5414-68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吴娇 强调英文报刊教学的“输出性”与英语应用能力养成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自筹经费

57 GZGZ5414-69 张家口学院 董萍 运用英文报刊辅助培养学生阅读习惯与能力的研究 自筹经费

58 GZGZ5414-70 张家口学院 赵海卫 英文报刊教学对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实效研究 自筹经费

59 GZGZ5414-71 西安翻译学院 陈竞春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英文报刊教学与高职英语教学环境的优化 自筹经费

60 GZGZ5414-7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端丽 高职高专英文报刊多元教学模式的研究 自筹经费

61 GZGZ5414-75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肖潇 以英文报刊为依托，高职生二语写作元认知体验个案研究 自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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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期“英文报刊教学与高职英语教学改革课题”优秀课题名单

序号 课题编号 学校名称
课题

负责人
课题名称 课题级别

1 GZGZ5414-04 抚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田睿 以口语输出为驱动的高职英语互动教学模式研究 重点课题

2 GZGZ5414-09 伊春职业学院 陈丽琴 高职报刊英语合作学习生成机制与应用路径研究与实践 重点课题

3 GZGZ5414-13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封海燕 多模态信息认知教-学模式下的英文报刊教学实证研究 重点课题

4 GZGZ5414-17 上海市外文学会高职高专外语

教学专业委员会
陈明娟 读报比赛在提高学生英语水平中的作用研究 重点课题

5 GZGZ5414-20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曹友义 研究型教学模式在英语报刊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6 GZGZ5414-22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刘亚珍 报刊资源在高职英语阅读与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7 GZGZ5414-34 南华工商学院 张弋 CBI理念下的高职英文报刊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8 GZGZ5414-41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金秀金 兼顾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英文报刊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自筹经费

9 GZGZ5414-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于海波 以英文报刊教学为媒介的高职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应用与实践 自筹经费

10 GZGZ5414-62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宋杨 利用英文报刊有效提高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实证研究 自筹经费

11 GZGZ5414-67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王海杰 翻转课堂在高职英文报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自筹经费

12 GZGZ5414-75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肖潇 以英文报刊为依托，高职生二语写作元认知体验个案研究 自筹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