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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 果 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果

曾获

奖励

情况

获奖

时间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授奖

部门

学生

获奖

(指导

教师)

2017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优秀奖 国家级

中央宣传部

科学技术部

科学技术协会

2017
山西科普讲解大赛暨全国科

普讲解大赛选拔赛一等奖、

山西十佳科普讲解员

省级

山西省科技厅

山西省科学

技术协会

2015 山西省首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省级 山西省教育厅

2015
山西省首届“邮储银行杯”
青年涉农产业创业创富大赛

创意组一等奖

省级
共青团

山西省委

2014
中国青年涉农产业创业创富

大赛创意组一等奖、优秀

奖、训练计划成果展第一名

国家级
共青团中央

农业部

2014 首届“晋商杯”大学生

创业大赛一等奖
省级

山西省教育厅

晋中市

人民政府

2013
首届全国植物生产类

大学生实践创新论坛

学生论文二等奖

国家级

首届全国植物

生产类大学生

实践创新论坛

组委会

2013

首届全国植物生产类

大学生实践创新论坛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成果展第一名

国家级

首届全国植物

生产类大学生

实践创新论坛

组委会

2002 CCTV-10《异想天开》

节目优胜奖
国家级 中央电视台

2013 第七届中国科教影视

“科蕾奖”三等奖
国家级

国家广电总局

中国科教电影

电视协会



集体

奖项

(师生

共同

参与)

2013 《普通昆虫学》

山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省级 山西省教育厅

2009 《普通昆虫学》

山西省精品课程
省级 山西省教育厅

2012
农林院校昆虫学课程互动性

双语教学体系与方法的改革

与实践

山西省教

学成果

二等奖

山西省教育厅

2009 山西省优秀教学团队 省级 山西省教育厅

2008 农科大学“研究性学习”
教学新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山西省教

学成果

二等奖

山西省教育厅

主持

人

荣誉

(教学

相长)

2011 山西省第十一届育人杯

“十佳教师” 省级 山西省总工会

2010 山西省教学名师 省级 山西省教育厅

2008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部级 教育部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1年 6月 实践检验期:2.5年
完成：2014年 12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
本教改实践从 2002年起至今历时 16年，以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植

物保护和植物检疫专业相关课程为载体边实践、边研究、边提升，并于

2006年、2009年先后得到山西农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山西省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项目的资助，不断推进。尤其在 2011年山西省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农科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三维互动”模式实践研究》资

助下，取得进一步成果。

课题组在一线教学实践中发现，农科院校存在如下教学问题：

（1）专业志趣问题：对农业缺乏了解，对学农缺乏兴趣，对事农

缺乏信心。由于农业产业的弱势地位而形成的社会偏见与误解，农业院

校第一志愿报考率偏低，部分学生缺乏专业兴趣，对学农没信心，“学
农不爱农，学农不务农”，“被学农”成为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

（2）教学创新问题：教师教学规范有余，创生不足；学生学习盲

目，被动应对。传统农科院校强调课堂教学环节的规范化、程序化，束

缚了教师创生性教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内容陈旧、偏向理论的课堂教

学难以适应社会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诉求，导致学生学习盲目，被动

应对。



（3）师生关系问题：交流时空有限，交流形式单一，师生关系淡

漠疏离。以教室为主的理论课堂是师生交流的主要时空。课堂上，教师

单向讲解较多，学生不思考、少讨论、低头开小差等现象屡见不鲜。课

堂外，许多教师难寻踪影，师生关系片断式存在。

（4）教研隔裂问题：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工作相互挤压，呈矛盾

与疏离状态。基于师资不足、评价体系和职称晋升的压力，大学教师教

学与科研相互挤压，顾此失彼，教学与科研隔裂，未能有效互促。

综上，农科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相互隔裂，师生多为单向信息传

递、缺乏互动，教学模式单一化、教学创新动力不足，导致学生专业志

趣、实践创新不足等问题突出。为此，课题组有机地吸收了生态学理

论、主体性理论、复杂性理论、协同理论等的思想与精髓，形成了系列

研究成果：

（1）构建了“三维互动”教学模式，促进了六大教学要素的动态提

升

确定“教师与学生、教学与科研、创新与创业”六大教学要素，进而

从“人—事—果”三个维度明确了六要素之间的建构关系，即维度内部是

互动关系，维度之间是促动关系，这种动态机制促进了各要素内涵的不

断丰富与提升（见图 1）。[详见著作 P58、66]

图 1 “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原理图

（2）提出了“三课堂”教学组织方式，拓展了固有的教学时空

以生态学视野观照教学环境，提出了三课堂的教学组织方式，即：

第一课堂（教室：理论课堂）、第二课堂（校园：活动课堂）和第三课

堂（社会：实践课堂），形成“三课堂”贯通联动的开放式教学新格局，

呈现出时时可学、处处能学、人人可教的教学态势。[详见著作 P63]

（3）建立了三大保障机制，确保了主动创新的学习方式与教学效

果

教师

学生

教学 科研

创新

创业

第二维度：事第一维度：人 第三维度：果

开 放 的 教 学 时 空



探索建立了“三维互动”教学模式的三大教学机制：第一，“创意任

务”驱动的运行机制，设置课程内容与实际应用有机结合的创意任务，

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引导开展多样化学习。第二，“多
维发展”的过程评价机制，以多维性、发展性、过程性、主体性为其显

著特点。第三，“协同共享”的团队建设机制，紧紧围绕阶段性任务，以

团队为单位展开研讨与实践，团队成员协同共进、互动共享。[详见著作
P74-94]

（4）构建了基于“三维互动”教学理念的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三维互动”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以三课堂作为广阔的教

学时空，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创新学习、探究学习、实践学

习、快乐学习”等多样化的学习，达到创意、创作、创新、创业的“四创”
学习效果，最终实现与卓越农林人才“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等多型

的人才培养目标接轨。（见图 2）[详见著作 P140-142]

图 2 基于“三维互动”教学理念的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图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1）“三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三维互动”教学模式改革历时十六年。[详见附件 P113-114]依据其

开展的时空范围，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年），立足

第一课堂（教室：理论课堂）；第二阶段（2003~2005、2007年），步

入第二课堂（校园：活动课堂），第一、第二课堂相结合；第三阶段

（2006、2008~2017年），走向第三课堂（社会：实践课堂），第一、

第二、第三课堂有机结合。 “三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形成是课题组多年结

合实践进行理论提升的结果。改革十六年间，先后经历了初期群体研讨

式教学法的尝试、中期“三维互动”模式雏形的实践和后期融入创生课程

取向的提升三个阶段，最终总结提炼为目前较为系统完整的以“三课堂”
为基础的“三维度、六要素”的“三维互动”教学模式。

（2） “三维互动”教学流程模式的设计

图 3 “三维互动”教学流程简图

如图3所示，历经16年的实践摸索，“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已形成了

一套较为成熟的教学流程，可分为四个阶段：①教师酝酿并确定创意任

务；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结合第一、第二、第三课堂积极开展实践；



③学生再次回到第一课堂（教室）进行实践创新结果的展示；④师生进

行总结反馈，主讲教师全面总结课程实施效果，并反思教学过程中的得

失，为下一步的改进做好准备。

通过以上四个阶段的运行，“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得以有效操作、良

性循环、动态完善。“三维互动”教学模式把学生置于以“三课堂”为主的

生态整体的教学环境，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学生发

挥合作能力、动手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其它特长，师生围绕创意任务的

完成高效互动，实现“多课堂、多维度、多目标”的开放式教学，达到全

方位的育人效果。

（3）“三维互动”教学团队的跨学科合作

来自农学与教育学不同学科背景的课题组成员深度合作，扎根于日

常教学问题，从影响个体教育实践的关键事件汲取教学灵感，有机吸收

生态学理论、主体性理论、复杂性理论、协同理论等的思想与精髓，大

胆整合并重组教学要素，综合采用经验总结法和理论分析法，边实践，

边研究，边总结，兼顾实践应用与理论提升。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课题组先后共发表教改专著 1部，学术论文共 10篇，其中 6篇发

表在《中国大学教学》等核心期刊，累计被引频次达 50次，下载频次

达 1780次，成果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 985、211高校学者的普遍认同。经万方知识脉

络分析，本成果 2篇（次）论文列为同类研究 10篇经典文献之一。[详
见附件 P46]完成并出版专著 1部。具体创新点如下：

（1）理论创新：持续探索并首次提出了“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及其

保障机制

首次提出了适用于农科院校的“三维互动”教学原理模式、教学流程

模式[详见附件 P115]、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三维互动”教学模式以

“三维度六要素”为主体架构，从“人—事—果”三大维度统整六要素，要

素之间的互动实现要素内涵的丰富，是教学模式的原动力；维度之间的

促动实现教学模式的良性循环，促进教学效果的整体提升。首次提出

“三维互动”的系列保障机制，即“创意任务”的驱动运行机制、“多维发

展”的过程评价机制、“协同共享”的团队建设机制。该模式可有效解决

农科高校教学志趣、教学创新、师生关系、教学与科研矛盾、农林人才

培养等问题。[详见著作 P50-73]

（2）实践创新：成功实践了“三维互动”教学模式，效果显著，学

生受益，教学相长

“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在山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和植物检疫专业教学

中持续 16年的探索与实践，17届共 15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完成创新

作品达 200余件（项），学生的满意度达 90%以上。许多学生积极参与

了各类实践创新活动，并在论文发表、专利申请、科普科教、科研科创

等方面摘获多个国家级、省级奖项。[详见附件 P183-184]调查反馈显

示：三维互动创造了人人为“师”、处处有“师”的学习环境；营造了“人人

想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氛围；激发了以“创”为主的创新性

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发现自己，增强自信，形成主动学习与发展的

“学习力”与 “生长力”。 [详见附件 P215-216]
与此同时，师生共进，实现了教学相长，教学团队近年来获得 10

多项教学科研成果，多人晋升职称，获得晋农新秀、省级教学一等功、

教学名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等荣誉。[详见附件 P209-212]校内外同行

与科技教育届专家对改革效果寄予了充分肯定、积极借鉴。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1）成果应用效果

①学生获奖情况

学生在科研、科普、科创、科教方面的代表性获奖有：科研方面，

孙元星等同学在国际经典的专业期刊发表了 SCI论文，并获首届全国植

物生产类大学生实践创新论坛二等奖；科普方面，李柔辰 2017年获得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优秀奖，山西省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科创方面，山

西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果树梨小食心虫趋光性及其应

用研究》获得首届全国植物生产类大学生实践创新论坛成果展示一等

奖，吴兰军 2014年获首届“晋商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一等奖，2015年获

首届山西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科教方面，科教电

影《仿生治理梨小食心虫》2013年获得第七届中国科教影视“科蕾奖”三
等奖。

受益于师生多维互动及互相启发，学生参与获奖有：《普通昆虫

学》先后获批山西省精品课程、山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山西省首批慕

课；参与的教研项目获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二等奖 1项，参与的教改项

目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详见附件 P97-104]

②学生参与专利情况

16年来，受益于课程中富有创意的奇思妙想，有 150人次参与了专

利的设计，22名学生参与了专利的申请，17项专利得到了国家授权，

其中发明专利 7项，实用新型专利 10项。[详见附件 P185-195]

③学生发表论文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有 84名学生参与了课题组 86篇论文的写作，

17名学生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 34篇，其中被 SCI收录 6篇，国

家级期刊 6篇，作为主要作者参与发表论文 44篇。[详见附件 P196-207]

④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情况

从 2009年到 2017年，2006-2015级植物保护、植物检疫专业约有

1/3的学生参与到 57项创新创业项目中来，其中国家级项目 1项，省级

项目 5项，校级项目 10项，院级项目 41项。[详见附件 P208]

（2）成果推广效果

①校内同行的关注

“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实施十六年来，得到了来自山西农业大学农学



院、林学院、园艺学院、生命科学院、工学院、公管学院等学院教师的

广泛关注，先后有十多个学院近百名教师参与听课和观摩；山西农业大

学教务处长、外教、分管教学院长多次前往教学现场进行指点和建策。

[详见附件 P268]校内广播站介绍了课题主持人马瑞燕教授进行教学模式

改革的历程，山西农业大学《教学信息》先后 4次报道“三维互动”教学

模式的实践，山西农业大学校长赵春明教授为成果专著题词：“跟上时

代变化节奏，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是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的不竭动力”。
[详见附件 P270、271]

②校外专家的认可

“三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得到了来自国内农业科教不同领域专家

学者的关注与支持。中国科学院康乐院士为成果专著作序，指出：“ ‘三
维互动’教学模式，给我们以启示与思考，不仅在昆虫学教学中显示了

良好的效果，相信对其它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也有借鉴作用。”国家首批

“千人计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保学院院长刘同先教授认为“三维互动”
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多维发展”，有利于“培养卓越农林人才”。 [详见附

件 P270]教学专著、教学论文、教学观点与模式先后被西北农林、山

东、云南、吉林、东北、福建、安徽等农业大学在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广

泛学习、参考、运用。[详见附件 P268-269]

③国家层面的作用

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马瑞燕教授从课堂教学着手，从专业

教育到高等农林人才培养再到高等教育发展，积极为国家建言献策、广

泛呼吁，先后有百余家媒体进行宣传、转载。就高等农林教育发展中关

于创新创业、本科生生均经费调整、招生就业优惠政策、服务“三农”模
式的建议被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列入《关于推进高等农林教育

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加强科学基础研究、科技评价、地方农林院

校特色发展等农科教领域建议被国家部分采纳。[详见附件 P272-274]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主持人

姓 名
马瑞燕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8年 9月 最后学历 博士

专业技术

职 称
三级教授/博导

现任党

政职务

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植物保护.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生物安全与生物防治、昆虫生态与害虫综合治理

工作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联系电话 0354-6289555 移动电话 15035668000

电子信箱 maruiyan2004@163.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何时何地受

何种省部级

及以上奖励

个人荣誉

1）2017年，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2014年，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优秀中青年拔尖创新

人才（山西省教育厅）

3）2011年，山西省第十一届育人杯“十佳教师”/
2011年，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山西省总工会）

4）2010年，山西省教学名师（山西省教育厅）

5）2008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

6）2007年，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

（山西省委组织部）

7）2006年，山西省高等学校青年学术带头人

（山西省教育厅）

学生荣誉(指导教师)

8）2017年荣获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优秀奖、山西科普讲解

大赛一等奖、山西十佳科普讲解员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协、山

西省科学技术厅、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9）2015年荣获山西省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山西省教育厅）

10）2014年荣获中国青年涉农产业创业创富大赛创意组优



秀奖指导教师（共青团中央、农业部）/山西省青年创

业创富大赛创意组一等奖

（共青团山西省委、农业厅）

11）2013年荣获“首届全国植物生产类大学生实践创新论

坛”学生论文二等奖/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成果展第

一名（植物生产类大学生实践创新论坛组委会）

12）2002年荣获 CCTV-10《异想天开》节目优胜奖

主

要

贡

献

1.承担了《昆虫研究法》课程理论部分的主讲工作，

总体策划设计了“三维互动”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组

建了跨学科教学研究团队，统筹课题的研究与组织工作。

2.主持并提出了“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原理图、流程图

和基于“三维互动”教学理念的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图；

设计并作为第一作者承担了该成果的主要部分——著作

《农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三维互动”教学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的写作，指导并参与了该成果 9篇理论成果的写作

工作。

3.参与编写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昆虫研究法》。

主持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2项，校级教学改革项目 1项；获

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

4.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项目、发表论文、授权专

利，多人次在科研、科教、科普、科创等活动荣获国家

级、省部级殊荣。

5.作为农林高等教育领域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农业科技教育方面建言献策且部分被国家采纳。

6.主持并指导了成果申报书、总结报告、视频材料解

说词的撰写工作以及附件材料的整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2 )完成人

姓 名
陈晶晶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0年 4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任党

政职务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高等农业教育管理

工作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联系电话 0354-6287133 移动电话 13935439120

电子信箱 chenjingjing1980@126.com

通讯地址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合著了《农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三维互动”教学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由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 2月出版。

2.撰写了 3篇理论论文，分别是：《农科高校合作学习的实践

研究》发表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文核心期刊）2012年第 30
期，《农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实践与反思》发表在

《中国成人教育》（中文核心期刊）2014年第 9期，《地方高校

创生取向课程实施的叙事研究》发表在《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农林教育版）2015年第 1期。

3.参与了《昆虫研究法》课程的实验实践展示环节。

4.参与设计了“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原理图、“三维互动”教学流

程简图、基于“三维互动”教学理念的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图。

5.主要承担了成果申报书、总结报告的撰写工作以及附件材

料的整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mailto:chenjingjing1980@126.com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3 )完成人

姓 名
张丽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2年 9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任党

政职务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高等农业教育管理

工作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联系电话 0354-6287133 移动电话 18306874559

电子信箱 zhangli3578@126.com

通讯地址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13年参与的《农林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能力本

位”协同育人改革探索》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第

三名）

主

要

贡

献

1.合著了《农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三维互动”教学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由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 2月出版。

2.撰写了 2篇理论论文，分别是：《地方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

叙事研究》发表在《中国农业教育》2012年第 4期，《地方高校

教师专业发展中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发表在《高等农业教育》

（中文核心期刊）2014年第 8期。

3.参与了《昆虫研究法》课程的实验实践展示环节。

4.参与设计了“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原理图、“三维互动”教学流

程简图、基于“三维互动”教学理念的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图。

5.参与了成果申报书、总结报告的修改以及视频材料简介词

的撰写。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mailto:zhangli3578@126.com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4 )完成人

姓 名
贾栋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0年 10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任党

政职务

山西农业大学农

学院本科实验教

学中心副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农学院教师

生物安全与生物防治、植物与昆虫分子生态学

工作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联系电话 0354-6288344 移动电话 13403549591

电子信箱 biodong@foxmail.com

通讯地址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承担了《昆虫研究法》课程理论部分的教学工作。

2.承担了《昆虫研究法》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修改以及多

年来的实践部分的设计、组织与实施工作。

3.参与设计了“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原理图、“三维互动”教学流

程简图、基于“三维互动”教学理念的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图。

4.参与了成果申报书、总结报告的修改以及附件材料的整理

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5 )完成人

姓 名
何云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3年 8月 最后学历 本科（硕士）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任党

政职务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农业科教管理创新

工作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联系电话 0354-6286069 移动电话 13546733569

电子信箱 hyf730831@126.com

通讯地址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2014年成果《大学“研究性教学”发展路向及模式建

构》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2）2013年成果《农林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能力本

位”协同育人改革探索》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3）2012年成果《学生评价的转向：基于发展性评价的

视角》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优秀奖

4）2011年成果《农科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考试改革

与实践》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主

要

贡

献

1.协助主持人进行了课题研究的策划与整体设计。

2.合著了《农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三维互动”教学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由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 2月出版。

3.撰写 1篇理论论文《农科高校三维互动开放式教学模式

初探》发表在《中国大学教学》(中文核心期刊)2012年第 8
期。

4.指导了《昆虫研究法》课程的实验实践展示环节。

5.指导设计了“三维互动”教学模式原理图、“三维互动”教学流

程简图、基于“三维互动”教学理念的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模式图。

6.指导了成果申报书、总结报告的修改工作以及附件材料的

整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 持

单位名称
山西农业大学 主管部门 山西省教育厅

联系人 赵志红 联系电话 0354-6288254
传 真 邮政编码 030801

通讯地址 山西太谷山西农业大学教务处

电子信箱 jwc@sxau.edu.cn

主

要

贡

献

学校历来重视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进入新世纪，借卓越农林

人才改革的东风，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形成了

浓郁的教学改革氛围。山西农业大学校长赵春明教授鼓励课题组，

要“跟上时代变化节奏，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是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的

不竭动力”。学校从政策、经费、人员、管理等方面对成果给予了大

力支持。

政策上，学校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本科教学改革文件，实施了本

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使得成果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依托。经费

上，学校给予成果一定数额的匹配经费，确保成果有充足的运行经

费和论著发表经费。人员上，成果得到了山西农业大学教务处、教

学督导组、农学院、林学院、园艺学院、生命科学院、工学院、

公管学院等部门和学院广泛关注，他们纷纷参与其中，为模式的

完善献言献策；山西农业大学教务处长、外教、分管教学院长多

次前往教学现场进行指点和建策。管理上，学校不定期组织教学

督导组专家、各学院教学院长、教务处管理人员等对成果完成情

况进行督促，针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及时指导、提升，确保

该项改革顺利进行；对取得的阶段性成绩做出及时报道，适时宣

传推介；对成长的教师、学生给予了多方面的鼓励与大力支持！

以上支持确保了课题研究持续16年不断线，确保了课题研究水

平不断提升，确保了课题研究成果的发表与辐射推广，实现了教学

改革效应最大化。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四、推荐单位意见

推

荐

意

见

（本栏由推荐单位填写，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

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

我校“三维互动”教学改革课题组，历时 16 年改革探

索，理论与实践并重，取得了系列理论研究与育人成果。

率先提出并成功实践了“三维互动”教学模式，从运行、

评价、团队建设三方面提出了运行机制，实现了“三课

堂”贯通联动的开放式教学，构建了“三维互动”卓越农

林育人体系。成果应用辐射明显，对学校教学改革具有示

范效应与引领作用，对同类院校及省内外相关高校的教学

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是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改革的一

次有益的探索。

经专家组评审，学校同意推荐该成果参评省级教学成果

特等奖。

特此推荐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五、评审意见

评

审

组

意

见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评审组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评

审

委

员

会

意

见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评审委员会主任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