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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大学语文（第二版） 适用学制 3年制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专业代码

及名称
yw｜语文

编写

人员数
14

审核机构 湖北省教育厅
审核通过

时间
2020-12

著作权所

有者

余荣宝 武雪慧 余洪涛

李玉鸽 张 燕 丰晓流

教学实践

起始时间
2016-10-01

申报方式 单 册
内含

分册数
1

（分册）

册次
书号 版次 出版时间 初版时间 印数 发行量

大学语文

（第二版）

978-7-

04-048

515-8

第2版第3次 2017-09-01 2016-10-01 30371 26119

教

材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20-11-01

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

（配套资源）

国家级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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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简介

1.教材简介（800 字以内）

本教材是我校大学语文课程近二十年教学改革实践探索的结晶，也是

2020 年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大学语文”和学堂在线“中国语文”（国

际版）慕课的配套教材。

（1）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同步推进。多年来，学院坚持“立德树人、

以用立业”办学理念，重视学生全面发展。2001 年，启动大学语文教改之

旅。2007 年，第一部《中国语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十年，随

着内涵建设不断深入，教材改革不断推陈出新。2013 年，更名为《大学语

文》，扩大了选文范围，改进了编写体例。2016 年，由余荣宝、武雪慧主

编的《大学语文》以全新面貌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 年，《大学语

文》第二版问世，同年，配套数字课程由高教社出版并投入使用。

（2）教材建设与课程团队一起成长。以“语文教育专家+教科研骨干

+一线优秀教师”为基本架构，组建了一支专业实力雄厚、年龄结构合理、

团结协作高效、求真务实严谨的大学语文课程团队。课程负责人余荣宝教

授作为全国高职文化教育类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语文协作组组长，长期从事

大学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术造诣高，教材主编经历丰富，课堂教学技

巧精湛。团队秉承“大学特质、语文本位、开放理念”的建设思路，以强

化语文能力，提升人文素养，润泽职业人生为目标，人文性与工具性并重、

审美性与思想性兼顾、系统化与颗粒化设计统筹，促使教材更加契合高职

生特点，更好服务学生的成长成才。五年来，团队成员在国家级、省级教

师教学能力大赛中多次斩获大奖（详见附五第三条）。2020 年成功申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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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大学语文“1234”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也被评

为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3）教材建设与课程建设与时俱进。围绕纸质教材，团队积极开展

数字资源、在线开放课程等配套资源建设。2016 年，大学语文在线开放课

程被立项湖北省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项目；2018 年在智慧职教 MOOC 学

院第一次开课，并通过省级验收。2020 年，大学语文被立项为国家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同时，建成“中国语文”国际版慕课，通过学堂在线面向

海外学习者弘扬中国文化。

2.教材设计思路与内容编排（1000 字以内）

秉持现代职教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以纸质教材为基础，以信息化教

学改革为契机，以数字资源为重点，系统建设《大学语文》新形态一体化

教材。教材设置阅读鉴赏、语言表达、实用写作三大模块。阅读鉴赏模块

九个人文主题单元，精选 63 篇文学作品，从观照人类自身，了解人性根

基，到观照天地自然，理解生命真谛，帮助学生精神成人；语言表达、实

用写作模块按能力主题，分为八个单元，每个知识内容设案例评析、知识

要点、实战训练三部分，既培养学生通识能力，又服务专业岗位能力。同

步开发数字课程，打破纸质教材篇幅的限制，对知识内容进一步拓展延伸。

（1）功能定位：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

教材以培养学生语文能力，提升人文素养为目标，在夯实学生基本语

文能力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特点。在编写体例上，将教学内容分

为阅读鉴赏、语言表达和实用写作三大模块，阅读鉴赏模块以九大人文主

题为总纲，分别为“德行天下”“家国故里”“生命之歌”“守望理想”

“心灵智慧”“情感探微”“寄兴山水”“眺望爱情”“人性探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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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性；语言表达和实用写作模块把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训练相结合，

重在工具性。各有其明确的功能而又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培养学生语文能

力与人文素养的作用，充分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致力于培养德技

并修、知行合一的新型人才。

（2）内容选取：审美性与思想性兼顾

教材在选取文学作品和教学案例时，坚持“求真、向善、崇美”。教

材以人文主题为脉络，在内容选取时重视语文的审美性，从体裁、内容、

风格、技巧等多个层次整体考虑，引导学生发现美、感悟美、鉴赏美，从

而不断地去创造美。同时，内容选取还充分地考虑到大学语文的育人功能，

突出大学语文思想性，将人文精神和理想信念内蕴于优秀、生动的篇章中。

（3）框架设计：系统化与颗粒化统筹

《大学语文》新形态一体化教材是融合纸质教材与数字课程为一体的

教材体系，以现代教育理念为前提、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对纸质教材

与数字课程进行系统化设计，形成逻辑清晰、层级合理的整体框架。在系

统化设计的基础上，我们对知识点进行了切分、选取与重构，实现了资源

的颗粒化，资源的知识内容小而全，表现形式多而新，既有电子教材、电

子文献，也有动画、微课、PPT、题库等，始终强调资源内在教学思想、

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等的有机整合，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学习

需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3.教材特色与创新（1000 字以内）

（1）教材内容创新：主题为纲，落实思政

教材建设以高职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语文》为起点，采用

传统的时代为纲的架构，从 2013 年出版的《大学语文》开始，我们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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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以人文主题为纲的体例，随着课程建设的推进，对先前的教材进一步

改造与升级，根据现代高职生的特点和需求，充分挖掘大学语文课程中的

思政元素，在 2017 年《大学语文》教材中根据立德树人的目标细化确定

了“德行天下”“家国故里”“生命之歌”“守望理想”“心灵智慧”“情

感探微”“寄兴山水”“眺望爱情”“人性探究”九大人文主题，从而培

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和健全的人格，落实课程思政。

（2）开发模式创新：三元融合，协同发展

教材开发采用“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团队建设”三元融合的开发模

式，让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建设与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相契合，让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与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相促进。2016 年 10 月《大学语

文》纸质教材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 年 10 月在线开放课程在智慧

职教平台上线测试，2017 年 11 月教师团队获得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

能力大赛二等奖， 2019 年 6 月另一组教师团队获得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2020 年教师团队成功申报校级教学成果奖、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教师团队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推动新形态一体化教材、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新形态一体化教材、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促进

了教师团队学术水平、理论修养、创新协助能力的不断提升。

（3）技术手段创新：立体交互，服务教学

《大学语文》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弥补了传统纸质教材在培养学生的个

性特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方面的不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教

与学提供多种方法与途径，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体现了教学

并重的新型教育模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交互性、自主性等特点。为

了强化优质教学资源的应用，我校于 2017 年出台了《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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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学空间建设的实施意见》，团队教师依托职教云平台，建设了内容

丰富、个性鲜明的个人教学空间，做到“教师人人有空间、学生人人用空

间”，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壁垒，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把教学内容、教

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资源整合在一起, 完成一条龙式的课程设计，以

此满足学生多层次的学习需求、教师多样化的教学需要，整体提升高职语

文课堂教学质量，真正打造高职语文金课。

4.教材实践应用及推广效果（1000 字以内）

（1）教材应用量大面广，共享度高。

自 2001 年启动课程建设以来，团队建设的大学语文系列教材，销售

总量超过 35 万册，其中，余荣宝主编的《大学语文》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销售共计 2,6119 册，主要用户包括襄阳职业技术学院、襄阳汽车职业技

术学院等高校，以及部分社会学习者。另外，教材配套的大学语文在线开

放课程上线运行以来，目前开课已完成九个周期，先后有来自 1400 所院

校、单位的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参与学习，选课人数达到 2,6603 人。SPOC

选课总人数 6,5296 人。师生论坛互动活跃，累计互动次数 39,1798 次，

累计日志总数 912,0408 次。

（2）助推课程教学改革，效果显著

一方面，新形态一体化教材为模块化教学改革提供基础。教材的三大

模块各设一个牵头人，负责协作研讨模块化教学方法与策略的改革，促进

模块化教学取得新成效。另一方面，新形态一体化教材为信息化教学改革

提供助力。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实现了“纸质教材、数字资源、课堂教学”

的有机统一，助力课程团队开展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近五年，教材配套的

大学语文在线开放课程先后被立项为省级、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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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团队建成校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获得省、市级相关课题 8项，团队成

员在信息化教学大赛中硕果累累，3人获教学能力大赛国赛团队二等奖，4

人获省赛一等奖，2 人获教学竞赛省赛二等奖。

（3）服务社会人才培养，好评度高

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大学语文课程依托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发挥教

学资源优势，面向社会开展课程服务，通过多种渠道形成优质教材开放为

社会服务的公共服务文化品牌。首先，课程与正大、海天等多个合作企业

对接，以提升员工语文素养为目标，送教入企。另外，针对海外学习者需

求，团队在“大学语文”在线开放课程基础上，进行了选取、重构与丰富，

建成双语国际版在线开放课程《中国语文》，是高职院校首批面向国际开

设的在线开放课程。

（4）引领教材建设方向，辐射性强

紧跟职业教育发展，以教材为依托，结合教学实践，形成了一批具有

职业教育特色及实践育人价值的标志性成果，打造本地“三教改革”示范，

并通过培训、竞赛指导等多种方式将成果推广分享到襄阳技师学院、谷城

职教中心等学校。同时，作为全国高职文化教育类在线开放课程联盟首批

成员，第一主编余荣宝教授任联盟副理事长、语文协作组组长，多次在湖

北、湖南、重庆等地举办的国培、省培项目上做教材编写、课程改革主题

报告，对其他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产生了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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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写人员情况

主编

姓 名
余荣宝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0602197311152032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副院长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正高

专业领域 中国古代文学 电话 13871699551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3 年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17 年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8 年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余荣宝教授长期承担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任务，近五年平均

教学工作量 160 节/学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经验。主持并

参与学院多项教学改革，通过亲身教学实践，带领大学语文教

学团队积极开展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课堂深受学生欢迎，

教学考核平均分为 96.8 分，连续三年被评为“学生最喜爱的教

师”。担任襄阳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兼职从事文艺理论研

究。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十数年来，主编或参编教材、案例集、论文集 10本。2006

年，副主编《经典文学鉴赏》教材一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 年，参编《中国语文》湖北高职“十一五”规划教材，复

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 年，主编《学生安全教育（警示）读

本》，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 年，主编《课程整体设计方

案优秀案例集》，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 年，副主编《大

学语文》教材，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5 年，主编《高

职教学方法改革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5

年，主编《阅读与写作》，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6 年，

主编《大学语文》（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目前已

完成第三版改版工作。

主要研究

成果

2018 年，应邀担任全国高职文化教育类在线开放课程联盟

副理事长、语文协作组组长。主编《大学语文》《阅读与写作》

《高职教学方法改革研究论文集》等教材和专著 4 部；指导建

设 8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 2 个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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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适应中国制造 2025 高职制造类专业人才

培养要素优化研究”、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方案开发研究”、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高职

生源结构多元化形势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湖北省职

业教育研究课题“‘3+2’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教学管理与评

价研究”等，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基于创客空间

平台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等；公开发表教学研究类

论文二十余篇。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组织团队开展教材定位、教材体例、编写细则的研讨，制

订教材建设方案，明确进度及分工。

2.组织完成教材的统稿与审稿工作。

3.牵头教材配套的数字资源建设工作，组织团队完成资源的

设计、审核与录制任务。

4.牵头第一编“阅读鉴赏”编写与修订工作。

5.及时组织教材的修订工作，目前大学语文第三版修订已完

成，教材内容的与时俱进，确保了教材的先进性。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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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姓 名
武雪慧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20601197510197624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公共课部主任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副高

专业领域 中国古代文学 电话 13687280308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8 年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17.11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高职组二等奖

2007.8 湖北省语文文字工作先进个人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主要承担《大学语文》、《教师口语》、《演讲与口才》

等教学任务，近五年平均教学工作量 160 节/学年，具有较丰富

的教学经验。同时作为学校公共课部负责人，专注于高职公共

基础课的课程建设与研究。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1.2007.8 参编湖北高职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语文》（复

旦大学出版社）。

2. 2016 年 10 月，《大学语文》新形态一体化教材第一版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并投入使用，担任教材第二主编。

主要研究

成果

从教 24 年，主持或参与完成省、市级教科研课题 14 项，

其中“众创视域下高职创新创业教育路径研究与实践”项目获

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发表专业论文 10 余篇。2017

年参加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获高职组二等奖。2020 年

主持大学语文项目获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配合第一主编组织开展大学语文教材整体架构及体例的

研讨与确定，明确分工组织实施。

2.配合第一主编完成教材的组稿与审定工作。

3.牵头第二编“语言表达”的编写与修订工作。撰写第二

编第十章“日常沟通技能”。

4.配合第一主编完成教材配套数字资源的整体设计，并组

织实施资源的制作与审核工作。

5.配合第一主编及时组织教材版本修订工作，更新教材内

容。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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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

姓 名
余洪涛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0602197503032051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副高

专业领域 文学理论 电话 13986311138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从教二十年来，一直承担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任务，主要从

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积极参加企业实践锻炼，应邀为原汉丹

厂等大型企事业单位文员培训公文写作知识。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1.参编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社交礼仪》，南京大学

出社版。

2.主编《大学语文》教材，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3.副主编《大学语文》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0

月出版

主要研究

成果

主持省级课题《在高职院校中职教育中实施成功教育的研

究与实践》1 项。参与省级课题研究 6项。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参与团队组建，研讨确定教材编写理念、编写体例等建

设方案。

2.参与数字资源建设，具体负责质量审核工作。利用数字

化资源积极开展信息化教学实践，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改革。

3.具体负责阅读鉴赏模块“眺望爱情”单元的编写与修订

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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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

姓 名
李玉鸽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220104196804231592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群众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副高

专业领域 中国当代文学 电话 13871688991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2001 年至今，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主要讲授《大学

语文》《儿童文学》《写作》等课程。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1.主编《经典文学鉴赏》《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等

教材 3 部。

2.参编《高等语文》《新编大学语文》《中国语文》《学

前儿童文学》《大学语文》6部。

主要研究

成果

发表儿童文学、写作教学、文学教育、地方文化研究论文

近 30篇，主持完成湖北省“十五”规划课题——“当代儿童文

学与儿童素质教育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高职院

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与策略研究”，主持在研

中国职业教学学会 2019 年度课题——“以学生为中心，高职大

学语文课程改革实践研究”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编写教材第一编第七章“寄兴山水”、第九章“人性探

究”；参与教材策划、篇目选定与审稿

2.参与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制作以及教学应用等工作，设计 7

个微课及音频稿共 30多个，参与录制微课 2 个。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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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

姓 名
张燕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20604197606021526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民主促进会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中级

专业领域 中国古代文学 电话 1327710952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2005 年-至今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主要承担高职大学

语文课程教学工作。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1.参编《应用文写作》，2015 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2016 年，参编余荣宝、武雪慧主编，高教社版《大学语

文》，副主编。

主要研究

成果

省、校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主持、参与 5 项校级、省级科

研课题研究，撰写教学研究论文 10余篇。2017 年学校第一届教

学空间比赛二等奖；2017 年参加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高职组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获二等奖；2019 年参加湖北省高

职院校教学能力大赛，获一等奖。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参与教材大纲、课外阅读推荐书目研讨。

2.编写本教材第二编语言表达第十二章第一节演讲的表达

艺术；第二节即兴演讲的技巧；第三节竞聘演讲的技巧；第四

节演讲稿的写作。

3.参与整本教材的审核校对。

4.参与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制作以及教学应用等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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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

姓 名
丰晓流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0601196302020635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正高

专业领域 汉语言文学 电话 13317276389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1986.6——2000.7 在湖北襄阳农业学校从事语文教学工

作。2000.9 至今，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从事语文教学工作。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1.2006 年参与《应用文写作教程》（中国言实出版社）的

编写工作，负责第二章“事务文书”和第七章“日常应用文”

的编写。

2.2009 年主编《人际沟通技巧》（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共 14万字。

3.2016 年，参编余荣宝、武雪慧主编，高教社版《大学语

文》，副主编。

主要研究

成果

在《文学教育》《语文教学与研究》《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电影文学》《新闻爱好者》《电影评介》《时代文学》

《扬州大学学报》《教师教育研究》等杂志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五十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负责本教材“应用文写作”部分的主编工作，负责统稿、

校对以及第十五章“事务文书”写作和第十六章“行政公文”

写作的编写工作。

2.参与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制作以及教学应用等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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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

姓 名
滕静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22228197012153629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民盟盟员 民族 汉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副高

专业领域 中国古代文学 电话 1597100047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自 1993 年参加工作以来，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工作。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1.副主编《中专语文》，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月。

2.副主编《应用文写作》，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3.参编《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9 月。

主要研究

成果

主持或参与 13项省市级课题。

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核心多篇。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负责编写教材以下内容：第二编第十一章《职场沟通技

巧》第一节面试口才、第二节职场交谈、第三节商务口才；第

十三章朗诵与主持第一节朗读、朗诵的技巧，第二节主持话语

技巧。

2.参与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制作以及教学应用等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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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

姓 名
张平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20603197806072022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中级

专业领域 中国当代文学 电话 1330867345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5 年获得“创新杯”湖北省文化基础课“说课

程”语文组一等奖。

2018 年被评为“湖北省 2018 年普通高考优秀评卷

员”

2019 年获得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一等

奖。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工作19年，从事学生教育管理工作6年，

多次荣获学院“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称号。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1.参编《社交礼仪》校本教材，南京大学出版社。

2.参编《大学语文》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0

月版。

主要研究

成果

主持校级《传统语文教学与信息化语文教学的优势与互补》

课题，并参与省级《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改

革的实践研究》等课题研究。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负责编写本教材第十七章网络信息写作第一节消息与通

讯、第二节微信文案创作、第三节个人微博写作技巧。

2.参与微课等数字化资源制作，积极参与在线开放课程的

推广及应用，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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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

姓 名
张勤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20602197807150065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中级

专业领域 外国文学 电话 1369711270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6年湖北省普通高考优秀评卷员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2001 年至今，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讲授《大学语文》、

《应用文写作》、《社交礼仪》等课程。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1.2013 年，主编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社交礼仪》，

南京大学出社版。

2.2014 年，参编刘国民主编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大学语文》，语文出社版。

3.2014 年，参编王田主编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现代

应用文写作教程》，南京大学出社版。

4.2015 年，主编《应用文写作》浙江大学出社版。

5.2020 年，参编余荣宝等主编、高教社版《大学语文》，

任副主编。

主要研究

成果

1.在中文核心期刊《长城》、《电影文学》发表论文 2 篇。

2.主持、参与省、市、校级课题 8项。

3.在《考试期刊》《文学教育》《课程教育研究》等期刊

发表论文近 15篇。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编写教材第三编第十四章求职信与简历、申请书与倡议

书、海报与启事。

2.参与篇目选定与审稿。

3.参与微课等数字化资源制作，积极参与在线开放课程的

推广及应用，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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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

姓 名
漆福刚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0601196401280053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正高

专业领域 中国现代文学 电话 13972225197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1986-2001 年在原襄樊市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2001-至

今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担任大学语文教师。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参编《古诗文鉴赏》（科学出版社出版），撰写了 3.5 万

字。

主要研究

成果

主持完成了《中学与大学语文教学衔接研究》《现阶段高

职校企文化融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等 3 项省厅级课题，其中

《中学与大学语文教学衔接研究》研究如何打破高等教育和基

础教育之间的界限，将语文教育视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综合研究，

剖析语文教育的延续性和衔接性，从而推动大学语文教学。参

与了 3 项省部级以上课题研究。发表论文 40多篇，其中中文核

心 6 篇。论文《高职语文教学若干深层次问题探索》立足高职

语文教学实际，探讨了高职语文教学如何走出目前困境的途径

和方法。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撰写教材阅读鉴赏模块德行天下和家国故里单元。

2.参与教材大纲编写和全册文字校对工作。

3.参与数字化资源制作及应用，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改革。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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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

姓 名
许安保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0202196808010412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质量办公室督学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副高

专业领域 中国现代文学 电话 13476309189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业

工作经历

从教 30年来，一直承担大学语文、现代汉语等课程教学

任务，作为双肩挑教师，在教务处、质量管理办公室等部门

任职，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管理经验。

教材编写经历

和主要成果

2016 年参与编写《大学语文》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

主要研究成果 主持和参与省、市级课题研究 15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本教材编写分

工及主要贡献

1.撰写教材阅读鉴赏模块守望理想和情感探微单元，

2.参与教材大纲编写和全册文字校对工作。

3.参与数字化资源制作及应用，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改革实践。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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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

姓 名
张晓宁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20601196307174545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群众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副高

专业领域 中国古代文论 电话 15671280289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业

工作经历

2001 年学院组建以来，一直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从事大

学语文一线教学工作，现已退休。

教材编写经历

和主要成果
参与编写《大学语文》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主要研究成果
主持和参与省、市级课题研究 4 项，发表论文十余篇。

本教材编写分

工及主要贡献

1.撰写教材阅读鉴赏模块生命之歌和心灵智慧单元。

2.参与教材大纲编写和全册文字校对工作。

3.参与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制作以及教学应用等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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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

姓 名
张琪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20606199101018526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研究室主任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职称 中级

专业领域 中国现代文学 电话 18827518807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7 年，获得湖北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大赛二等奖。

文艺作品《莘莘学子梦 暖暖民族情》获得第二届湖北

省高校主题演讲征文比赛二等奖。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2015 年参加工作以来，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从事大学语文

教学至今。

教材编写经

历和主要

成果

2016 年参与编写《大学语文》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主要研究

成果

公开发表论文 3 篇。参编《大学语文》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参与省级教改课题《“互联网+”视域下

大学语文立体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主持校级课题《大

学语文融入课程思政的模式研究》。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1.积极承担教材编写组秘书工作，做好联系与组稿。

2.参与数字资源的建设，独立完成微课 23个。积极推进大

学语文在线开放课程的应用，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

革实践。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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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

姓 名
李丹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20682198809020025 国籍 中国

政治面貌 群众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职称 中级

专业领域 外国文学 电话 15271976462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要教学、行业

工作经历

自 2016 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承担大学语文教学任务，

荣获学院”巾帼示范岗”、”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教材编写经历

和主要成果

2016 年参与编写《大学语文》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

主要研究成果

参与省级课题《“互联网＋”视域下大学语文立体化资

源的开发与应用》，发表论文《基于“云课堂”的大学语文

教学空间建设探究》。

本教材编写分

工及主要贡献

1.积极承担教材编写组秘书工作，做好技术服务与组稿。

2.参与大学语文立体化教材的开发与应用，积极探索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实践。

本 人 签 名：

2020 年 11 月 26 日



23

四、出版单位意见

出版单位名称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 教育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4000022169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

街 4号

联系人 王瑜 职务 总编辑办公室主任

联系电话 010-58581389 电子邮箱 wangy@hep.com.cn

编辑人员

姓名 职务 职称 承担工作

曹京华

在线职业

教育发展

中心资源

研发部

主任

副编审 策划编辑、责任编辑

出版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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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名称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主管部门 襄阳市人民政府

联 系 人 武雪慧 职务 公共课部主任

联系电话 13687280308 电子邮箱 370771918@qq.com

通讯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隆中路 18号 邮政编码 441050

申

报

单

位

意

见

余荣宝教授长期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有丰

富的教改项目主持经历和教材主编经验。主持建设“大学

语文”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指导建设 8 门国家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和 2 个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 项、省级课题多项，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

点课题 1 项，公开发表教学研究类论文二十余篇。主编的

《大学语文》教材，政治导向正确，遵循教育教学和人才

培养规律，内容编排科学合理，版式设计专业，装帧印刷

美观，选用范围广，师生认可度高。

经学院教材评审委员会评议，按要求公示无异议，同

意推荐参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负责人签字：

（单 位 公 章）

2020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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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初评推荐意见

初评

专家组

意见 初评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

党委

宣传

部门

意见

签字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意见

签字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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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评审意见

评审

专家组

意见 评审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

委员会

意见

评审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全国教

材建设

奖评选

工作领

导小组

审定意

见

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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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录

附 1：教材编写/审核/编辑人员政治审查表

附 2：教材教学应用及效果证明

附 3：教材编校质量自查情况表

附 4：申报教材著作权归属证明材料

附 5：教材获奖证明等其他材料

附 6：展示网页链接及展示材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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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余荣宝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3 年 11 月 身份证号码 420602197311152032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副院长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教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

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

风问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 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

辑承担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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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武雪慧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5 年 10 月 身份证号码 420601197510197624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公共课部主任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副教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

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

风问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担

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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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余洪涛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5 年 3 月 身份证号码 420602197503032051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副教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

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

风问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担

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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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李玉鸽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8 年 4月 身份证号码 220104196804231592

政治面貌 群众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副教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政治立场坚定，热爱

祖国教育事业，爱岗敬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

无师德师风问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担

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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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张燕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6 年 6月 身份证号码 420604197606021526

政治面貌 民主促进会

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讲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履行参政

议政职能，关注社会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热爱祖国教育事

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风问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担

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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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丰晓流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 年 2月 身份证号码 420601196302020635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教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

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

风问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担

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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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滕 静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0 年 12 月 身份证号码 422228197012153629

政治面貌 民盟盟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副教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履行参政

议政职能，关注社会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热爱祖国教育事

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风问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 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

担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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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张 平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8 年 6 月 身份证号码 420603197806072022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讲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

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

风问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担

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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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张 勤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8 年 7 月 身份证号码 420602197807150065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讲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政治

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风问题和

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 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

担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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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漆福刚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 年 1 月 身份证号码 420601196401280053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教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政

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风问

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 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

担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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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许安保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8 年 8月 身份证号码 420202196808010412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质量办督学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副教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政

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风问

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 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

担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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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张晓宁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3 年 7 月 身份证号码 420601196307174545

政治面貌 群众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副教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

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

风问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 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

担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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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张琪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91 年 1 月 身份证号码 420606199101018526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研究室主任

文化程度 硕士研究生 职称 讲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政

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风问

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担

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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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李丹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8 年 9 月 身份证号码 420682198809020025

政治面貌 群众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无

文化程度 硕士研究生 职称 讲师

教材编写

承担工作

全套教材：□总主编 □副主编 □执行主编

分册教材：□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

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社会形象良好，无师德师

风问题和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核、

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2.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辑承担

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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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辑人员政治审查表

姓名 曹京华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0 年 5 月 身份证号码 610302197005274663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工作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 职务 在线职业教育发展中

心资源研发部主任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称 副编审

教材编辑

承担工作

☑策划编辑 ☑责任编辑 □美术编辑

□地图编辑 □图片编辑 □其他编辑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政治立场坚定，有良好的

思想品德和社会形象，无违法违纪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

（单位一级党委盖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申报推荐评审表》和教材中列出的所有编写、审

核、编辑人员的政治审查表均需提供；

3. 根据本表对象调整标题，同时表格中编写、审核、编

辑承担工作对应选择一行填写，其他行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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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教材教学应用及效果证明

教材名称 大学语文 册次 第二版

国际标准书

号（ISBN）
978-7-04-048515-8 出版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证明单位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证明单位

联系人
刘红新 电话 13986372933

教材教学应

用及效果

本教材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教学方法三个定位

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教材突出学生学习中心地位，不

仅突出价值引领，强调文学性，而且高度关注学生阅读

兴趣，贴近职场和生活实际，强化工具性。编写体例新

颖，打破传统教材或以文体分类，或以文学史线索分类

的做法，将语文与人生高度凝练为九大主题，将语文学

习与课程思政有机统一，契合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培

养目标。编写思路清晰，三大模块十七个主题章节一线

串珠，实现阅读鉴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实用写作能

力的有机统一。资源形式多样，微课、音频、自测题等

海量高品质数字资源丰富多彩，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配套建设完备，开发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拓展了

学生语文学习时空。疫情期间，解决了众多高职院校的

大学语文教学危机。考核形式创新，平时考核+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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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成绩的综合考核方式，力求科学评价学习成果，充

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推动教学改革，方便教师以

新形态一体化教材为载体，引入 SPOC 推动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改革，打造高职大学语文金课，形成“一师一空

间，一生一空间，课课用空间”的良好局面，促成教师

教学空间建设和学生学习空间建设的双丰收，提高教师

信息化教学和学生信息化学习双重素养。

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意见

以上情况属实。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1-2 家证明单位。

2.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应为证明单位所在地市级

层面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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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学应用及效果证明

教材名称 大学语文 册次 第二版

国际标准书

号（ISBN）
978-7-04-048515-8 出版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证明单位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证明单位

联系人
耿保荃 电话 18671055633

教材教学应

用及效果

余荣宝、武雪慧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7 年 9 月第 2 版），编写理念先进，突出

人文性，强化工具性，符合高职学生特点。编写思路清

晰，三大模块十七个主题章节一线串珠，实现阅读鉴赏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实用写作能力的有机统一。文化

内涵深厚,选篇经典涵盖古今中外,课程思政整体规划，

无声渗透到语文教学的方方面面。案例富有时代精神，

紧贴职场和生活实际，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和浓郁的生

活气息。创新性强，阅读鉴赏九大主题涵盖人生万象，

帮助学生精神成人。主动适应信息化时代学生学习需求，

微课、音频、自测题等海量高品质数字资源通过扫码便

可轻松获取，方便学生在线学习。配套开发国家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有力推动了我校大学语文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改革，促进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整体提升，

尤其是疫情期间，解决了我校大学语文线上教学燃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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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总之，这是一本老师好教，学生好学的好教材。

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意见

以上情况属实。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1.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1-2 家证明单位。

2.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应为证明单位所在地市级

层面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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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学应用及效果证明

教材名称 大学语文 册次 第二版

国际标准书

号（ISBN）
978-7-04-048515-8 出版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证明单位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证明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教材教学应

用及效果

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意见

以上情况属实。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1-2 家证明单位。

2.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应为证明单位所在地市级

层面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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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学应用及效果证明

教材名称 大学语文 册次 第二版

国际标准书

号（ISBN）
978-7-04-048515-8 出版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证明单位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证明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教材教学应

用及效果

本教材立足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实践，既强调了学

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又高度关注语文能力的培养，充分

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理念。所选文章既考虑人文

价值引领，又兼顾学生阅读兴趣。阅读鉴赏模块，每一

章有章前导语，选文旁附微课扫码，选文后设文章导读，

章末有练习自测，便于学生自主式学习。语言表达和实

用写作模块以经典案例引入，突出训练指导，便于教师

通过案例式教学和任务驱动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

趣。配套建设的《大学语文》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团队力量强大，资源形式丰富，数量充足，质量优良，

设计美观，有力推进了大学语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

革。

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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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属实。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1-2 家证明单位。

2.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应为证明单位所在地市级

层面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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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销量证明

余荣宝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三版)》(ISBN：978-7-04-054992-8)、

《大学语文(第二版)》(ISBN:978-7-04-048515-8)、《大学语文》

(ISBN: 978-7-04-046462-7) ，自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出版以来，到 2020

年 11 月 24 日，已出版 3 个版次，累计印刷 5 次，共出版发行 26119 册。

该书配有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内容实用、语言活泼,阐述问题深

入浅出，编写体例和版式设计新颖，并以二维码的方式链接了核心知识

点的微课程视频，制作精美，可以较好地满足学生移动学习的需求。出

版 4年来，该书市场稳定、精准，被岳阳职业技术学院、襄阳汽车职业

技术学院、随州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选用，已成为使用效果好的高职公

共基础课教材之一。

特此证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总编辑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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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教材编校质量自查情况表

申报单位名称：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公章）

教材名称 大学语文 册次 第二版

出版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申报序号

第一作者 余荣宝 全书字数 470 千字

国际标准

书号

（ISBN）

978-7-04-048515-8

版次

2017 年 9 月

第 2 版

页 行 误 正 计错数 备注

3 16 有利自己 有利于自己 1
50 18 这里做被动词 这里作被动词 1
52 12 朗朗上口的诗风 朗朗上口的韵律 2

59 37

“噫——，瞧你自个儿吧！”

兰秀儿一把搬过小瞎子的

头。“看我捉几个大的。”

“噫——，瞧你自个

儿吧！”兰秀儿一把

搬过小瞎子的头，“看

我捉几个大的。”

0.1

检查结果
记错数：4.1

差错率：0.41/10000

编校质量

认定结果
合 格

注：1.此表由申报单位填写，可根据需要加行。

2.封面、前言、后记等处错误，在“页”一栏中注明。

3.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按照《图书质量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令第 26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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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著作权归属证明

我社于 2017 年 7月与余荣宝签署了关于《大学语文(第二版)》一书的出

版合同(合同编号：20171199),合同规定：甲方(著作权人)为余荣宝(身份证

号:420602197311152032)、武雪慧(身份证号: 420601197510197624)、余洪

涛(身份证号:420602197503032051)、李玉鸽(身份证

号:220104196804231592)、张燕(身份证号:420604197606021526)、丰晓流(身

份证号：420601196302020635)；乙方(出版者)为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特此声明。

著作权人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签章） 合同专用章

2020 年 11 月 24 日 2020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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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教材获奖材料目录

一、大学语文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结果公示

二、学院第四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表彰决定

三、近五年教师参加各种教学竞赛获奖证书

1.曹丽萍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说课程比赛个人一等奖

2.张燕湖北省中职文化课说课程比赛个人二等奖

3.张琪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个人二等奖

4.张琪、武雪慧、张燕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团队二等奖

5.张平、张燕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团队一等奖

6.张平湖北省中职文化课说课程比赛个人一等奖

四、近五年教师主持各类课题结题证书

1.《互联网+视域下高职大学语文立体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武雪

慧主持，湖北省教育厅省级课题。

2.《高职语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张燕主持校级重点课题。

3.《苏轼的人生智慧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的影响研究》，曹丽萍主

持，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

4.《传统教学与信息化教学的优势与互补研究》，张平主持，校级青年

基金课题。

5.《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李玉鸽

主持，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9-2020 年度职业教育教改课题。

6.《“荆楚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研究》,滕静主持， 2019

年度湖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学研究课题。

7. 《襄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滕静主持，襄阳市“汉江智库”社会

科学研究课题。

8.《大学语文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模式研究》，张琪主持，襄阳职

业技术学院 2020 年校级教科研立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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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语文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结果公示

二、学院第四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表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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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五年教师参加各类教学竞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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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丽萍，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说课程比赛，个人一等奖

2.张燕，湖北省中职文化课说课程比赛，个人二等奖

3.张琪，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个人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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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琪、武雪慧、张燕，全国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团队二等奖

5.张平、张燕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团队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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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平湖北省中职文化课说课程比赛个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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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五年教师主持各类课题证明材料
1.武雪慧湖北省教育厅省级课题：

《互联网+视域下高职大学语文立体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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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燕校级重点课题：

《高职语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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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丽萍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

《苏轼的人生智慧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的影响研究》

4.张平校级青年基金课题：

《传统教学与信息化教学的优势与互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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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玉鸽中国职教学会 2019-2020年度职业教育教改课题：

《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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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滕静 2019 年度湖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学研究课题：

《“荆楚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7.滕静“汉江智库”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襄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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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琪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校级教科研立项课题：

《大学语文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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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展示网页链接及展示材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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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改革成果

4.教材特色创新

5.教材应用情况

6.保障机制

7.主编简介（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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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学语文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相关新闻报道

11.大学语文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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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学语文电子教材

14.教师空间展示

15.学校官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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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11月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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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副院长
	大学本科
	职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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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课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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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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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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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促进会会员
	民族
	汉族
	襄阳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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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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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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