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荐参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全国优秀教材、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的公示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推荐工作的通
知》文件精神，我校启动了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经学院审核推荐，教
务处组织校外专家进行了评审，并按照教育厅分配数量，拟推荐优秀教
材 4 本（其中本科层次 3 本，研究生层次 1 本）、先进个人 1 人、先进
集体 1 个参加省级评比，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2020 年 12 月 4 日-12 月 9 日。
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包括必要的证明
材料）向教务处反映。单位提出异议，需在异议材料上加盖本部门单位
公章，并写明联系人姓名、通讯地址与电话；个人提出异议，需在异议
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并写明本人的身份证号、部门、通讯地址和电话。
联系人：刘春花

联系电话：0791-87118812

附件：1.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推荐汇总表
2.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汇总表

江西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2020 年 12 月 4 日

附件 1：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推荐汇总表

书名

书号

出版社

编写人员
吴皓、李飞、吴纯洁、王
秋红、张学兰、刘艳菊、
钟凌云、金传山、陈康、
张朔生、窦志英、孟江、
曾春晖、盛琳、齐红艺、
ISBN978 中国中
中药炮制学 -7-513 医药出 龚千锋 修彦凤、史辑、梁泽华、
关怀、陈红、石继连、李
2-3409-2 版社
玮、张啸环、易延奎逵、
阮建林、李景丽、李凯、
由会玲、李芸、王晓琴、
赵翡翠、王延年、姜海、
于欢

出版 版 适用
时间 次 层次

主编

中药学、中药制药、中医学、药学等专业

备注

普通高等教
育“十五”“十
一五”“十二
2016 第
五”国家级规
年 8 4 本科 划教材，全国
月 版
中医药行业
高等教育“十
三五”规划教
材

0101 哲学，0201 理论经济学，0202 应用经济学，
0301 法学，0302 政治学，0303 社会学，0304 民族
王力、关晓光、何强、沈 学，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0401 教育学，0402 心
理学，0403 体育学，0501 中国语言文学，0502 外 2016 第
创新创业通 ISBN978 高等教 刘红宁、 永健、张丽青、黑启明、
高等学校通
冯智春、刘文成、陈宪泽、
国语言文学，0503
新闻传播学，0503
新闻传播学，
论
-7-04- 育出版 王素珍 赵静、赵绿明、耿子扬、 0601 历史学，0701 数学，0702 物理学，0703 化学， 年 8 2 本科 识课程系列
（第二版） 045893-3 社
教材
徐颖剑、郭冬梅、梁瑜、 0704 天文学，0705 地理学，0707 海洋科学，0708 月 版
曾雪璐
地球物理学，0709 地质学，0710 生物学，0711 系
统科学，0712 科学技术史，0801 力学，0802 机械
工程，0803 光学工程，0804 仪器科学与技术，0805

分析化学
（上）

ISBN978 中国中
-7-5132 医药出
-3348-4 版社

中国中
实用辨证论 ISBN978
医药出
治程式通论 -7-5189
-5033-1 版社

马厂华、尹华、范卓文、
侯小涛、徐可进、刘亚华、
张凌 王新宏、曹雨诞、曹秀莲、
贺吉香、任波、王瑞、王
海波、许光明、麻秋娟、
李琦、姚雪莲、今晨
黄波、李富、钱昭部、李
刘英锋、 富贵、李健、王伶改、苏
黄利兴 搏超、龙琼萍、吕雅景、
陈臻、卢雪莲、丁明

材料科学与工程，0806 冶金工程，0807 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物理，0808 电气工程，0809 电子科学与
技术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3 建筑学，0814 土木
工程，0815 水利工程，0816 测绘科学与技术，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0819
矿业工程，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0827 核科学
与技术，0828 农业工程，0829 林业工程，0830 环
境科学与工程，0831 生物医学工程，0832 食品科
学与工程，0901 作物学，0902 园艺学，0903 农业
资源利用，0904 植物保护，0905 畜牧学，0906 兽
医学，1001 基础医学，1002 临床医学，1003 口腔
医学，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1005 中医学，
1006 中西医结合，1007 药学，1008 中药学，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1202 工商管理，1204 公共管理。
中药学及中药相关专业

全国中医药
2016 第
行业高等教
年 8 4 本科 育“十三五”
月 版
规划教材

中医学专业

2018 第 研究 全国中医药
行业高等教
年 9 1 生 育“十三五”
月 版
创新教材

附件 2：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汇总表
一、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推荐汇总表

先进集体名称

集体行政级别

集体负责人姓名

集体所在单位全称

所在单位类型

江西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事业单位

叶耀辉

江西中医药大学

高等学校

二、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推荐汇总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职务

行政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杨明

男

汉

中共党员

副校长

副厅

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