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课题编号 推荐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主持人 立项类别

2022WYZD001 常熟理工学院 新文科背景下英语师范生素养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张良林/胡志红 重点

2022WYZD002 东南大学 多元开放的公共外语基层教学组织创新实践路径研究 郭锋萍/陈美华 重点

2022WYZD003 江南大学 教育生态视域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仵欣欣 重点

2022WYZD004 江苏理工学院 课程思政视阈下高级英语混合教学模式及有效性研究 赵秀莲/张鑫 重点

2022WYZD005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构建融合传统文化的大学英语生态课堂体系研究 郭俊/李静涵 重点

2022WYZD006 南京工业大学 新文课背景下《综合日语》教学范式改革研究 杨洪俊 重点

2022WYZD007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文化自信融入高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研究 马嵘 重点

2022WYZD008 南京林业大学 基于英语学科竞赛的大学生思辨能力研究 杨喜刚 重点

2022WYZD009 南京审计大学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类专业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以南京审计大

学英语专业（涉外审计）为例
江振春/梁君 重点

2022WYZD010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英语教师教育研究 黄文/陈庆娟 重点

2022WYZD011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大学英语课程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教学模式研究 袁园 重点

2022WYZD012 南京邮电大学 “英语+ICT”新文科特色国家一流专业建设教改研究 陈琳/吴建 重点

2022WYZD013 苏州大学 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叶建敏/张卓 重点

2022WYZD01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公共英语“课程思政”多元立体化教学实践研究 赵芝英/王艳丽 重点

2022年江苏高校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外语教学改革”专项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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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WYZD015 宿迁学院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方法研究 沈刚 重点

2022WYZD016 徐州工程学院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外语教学育人路径与实践探究 张秀萍/汤敏 重点

2022WYZD017 盐城工学院 产教深度融合下地方高校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研究 吴斌/王奇 重点

2022WYZD018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英语专业写作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现状研究 周亮亮/范能维 重点

2022WYZD019 中国矿业大学 全球治理背景下大学外语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研究 张新祥/徐剑 重点

2022WYZD020 中国药科大学
思政视阈下外语专业医药人文素养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
究

赵光慧/万中艳 重点

2022WYYB001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英语课程创新研究 刘友全 一般

2022WYYB002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高职公共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研究 陈凯/涂艳群 一般

2022WYYB003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核心素养视阈下高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 吴艳 一般

2022WYYB004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2021版英语课标学科核心素养，高职公共英语实施课程

思政的教学实践研究
李桂红/屈赛英 一般

2022WYYB005 河海大学 外语类专业跨学科建设“区域国别学”方法与路径研究 黄齐东/陈敏 一般

2022WYYB006 淮阴工学院 课程思政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与地方文化元素融合研究 杨苏/闫静 一般

2022WYYB007 淮阴工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翻译类课程混式教学模式实践与效果研究 左广明/郁敏 一般

2022WYYB008 江南大学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大学英语“教考分离”模式的反拨效应研究 刘丹丹 一般

2022WYYB009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在外语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融入--中国传统节日

文化融入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实践研究
臧海芳 一般

2022WYYB010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职业教育公共英语课程标准核心素养背景下公共英语课程思
政教学

许洁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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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WYYB011 江苏大学 综合型本科院校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实践现状与问题分析 蔡姗姗/卢木林 一般

2022WYYB012 江苏海洋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在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融入研究-以“中

华思想文化术语库”为依据
焦优平 一般

2022WYYB013 江苏海洋大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效实践模式研究 易祯 一般

2022WYYB014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公共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实践研究 季红鑫 一般

2022WYYB015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课程思政在医学英语教育中的实施路径研究 朱婧/李晨 一般

2022WYYB016 江苏警官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与警务英语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 沈莉莉 一般

2022WYYB017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课程思政视阈下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与效果研究 仲雨婷/万石建 一般

2022WYYB018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研究 孙亚冲/俞慧中 一般

2022WYYB019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立德树人视域下课程思政元素融入高职大学英语教学的路径
研究

辛悦 一般

2022WYYB020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公共外语教学中课程思政育人方法实践与成效提升 朱红艳 一般

2022WYYB021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视阈下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陆晓华/顾卫华 一般

2022WYYB022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技能大赛的高职英语1+X课证融通教学改革路径探究 沈其亮/黄懿 一般

2022WYYB023 金陵科技学院
基于BOPPPS教学模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元素有效性融入

研究——以《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为例
赵凤英/何文斌 一般

2022WYYB024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课程思政在外语专业师范生师德养成中的作用研究 李秀/糜艳庆 一般

2022WYYB025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基于新课程标准的高本“3+2”分段培养项目高职英语课程设

计研究
潘敏 一般

2022WYYB026 南京传媒学院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校外语听说类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

何艳萍/李存颉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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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WYYB027 南京工程学院 混合式教学与大学外语教学改革 赵海晶 一般

2022WYYB028 南京工业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在外语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融入 陈皓/朱明晖 一般

2022WYYB029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办高校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以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大学英语教研室为例
杨丽敏/郭潇 一般

2022WYYB030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职业本科公共英语教师的自主性专业发展研究 李晖/严峻 一般

2022WYYB03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民航英语微课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 陈向俊 一般

2022WYYB03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课程思政视阈下外语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究 孙晓云/窦莹 一般

2022WYYB033 南京理工大学 融合校本特色的外语教学课程思政资源库建设与应用 杨蔚 一般

2022WYYB034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应用型本科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的实践路径研究 李小兰 一般

2022WYYB035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社科英语课程思政的目标体系与实施路径研究 丁笑君 一般

2022WYYB036 南京农业大学 人工智能驱动的二语写作过程与效果研究 杨艳霞/裴正薇 一般

2022WYYB037 南京师范大学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师认知发展个案研究 范瑜 一般

2022WYYB038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新时期高校英语论文答辩中教师语用身份建构策略研究 刘钰茗 一般

2022WYYB039 南京晓庄学院 协同视域下“学-赛-训”互促育人模式研究 汪璧辉/韩建 一般

2022WYYB040 南京晓庄学院 课程思政视阈下《商务英语视听说》混合教学模式研究 戴俊红/游晓玲 一般

2022WYYB041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大班环境下高职公共英语信息化教学实践研究——以南京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潘香萍/李晨 一般

2022WYYB042 南京医科大学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医科院校九年本硕博一贯制临床专业大学
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

李娜/饶辉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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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WYYB043 南京中医药大学 基于语类理论的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研究 汤蕾/刘凯 一般

2022WYYB044 南通大学 低碳视域下基于云计算的高校日语专业微课设计研究 龙臻 一般

2022WYYB045 苏州城市学院 基于外语教材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内容建设与资源开发研究 徐欣烨/孙镱晗 一般

2022WYYB046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公共英语教学目标实施路径研究——就业导向的体

系化活页式教材开发
黄兴/王焕科 一般

2022WYYB047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语言体认观视域下高职英语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以跨境电商专业公共英语课程为例

孟涛 一般

2022WYYB048 苏州科技大学 课程思政在新时代日语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研究 徐平/綦亮 一般

2022WYYB049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大学英语”课程混合模式下互动机制研究 费珺/徐晓晴 一般

2022WYYB050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课标背景下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思政融合路径研究 王显辉/侯晓静 一般

2022WYYB051 宿迁学院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刘彬/蔡金秋 一般

2022WYYB052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文化回应的公共外语教学中课程思政育人实践研究 苗坤 一般

2022WYYB053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张珣/龚艳薇 一般

2022WYYB054 徐州医科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在医学院校外语思政教学中的融入研究 朱春梅/张企松 一般

2022WYYB055 盐城工学院 高质量发展视阈下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新生态机制构建研究 薛玉秀 一般

2022WYYB056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新课标高职英语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研究 徐正东/刘家华 一般

2022WYYB057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课程思政育人方法实践与成效提升研究 蔡专林 一般

2022WYYB058 中国矿业大学 基于iWrite英语专业学生写作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翟柯宇/黄莹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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