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德工委〔2017〕11 号 

各有关单位，各课题负责人： 

2015 年 9 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教育

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 2015—2016

年度德育专项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德工委〔2015〕5 号），

通知发出后，全国职教战线德育工作者积极申报，经过专家评审，

共通过立项 327 个，其中，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

会、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联合立项课题 155 个。 

根据课题总体安排，2016 年 12 月，印发了《关于“2015—

2016 年度德育专项课题”立项课题的结题通知》，并邀请专家对

提交申请结题鉴定的 265 个课题进行了评审。在公平公正、质量

第一的原则指导下，从科学性、应用性、学术性、创新性、条理

性 5 个方面，制订了严格的评审标准，确保课题评审质量。专家

们在初审、复审的基础上，针对专家意见分歧较大的课题进行了

复议，最终，通过结题 237 个，其中，一等奖 30 个（约占申请

结题数量的 11.32%），二等奖 46 个（约占 17.36%）、三等奖 82





 

附件 

一等奖（30个）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XY063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的两岸

职业院校品德教育比较研究 
邓庆宁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DGW1516AXL065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对中职生职业生

涯规划指导作用的探索与研究 
武悦心 沈阳市旅游学校 

DGW1516ACX024 
新疆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现状与对策研究 
张敏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ZH009 中职生德育水平评价研究 贾晓丽  博兴县职业中专 

DGW1516AJX003 
信息化环境下案例教学模式在中职

德育课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王琦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DGW1516AJX043 
基于“翻转课堂”的中职德育课多

元化教学模式的研究 
王莹 上海港湾学校 

DGW1516AJX026 
实践教学对职业院校学生职业信念

与社会责任感养成的影响的研究 
杨涛 上海市海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 

DGW1516AXL009 
中职卫校职业道德教育与学生认知

风格的匹配性研究 
郭健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 

DGW1516AST029 高职院校第二课堂学分制管理研究 张广传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XL005 
中职护理生实习前后成就动机的变

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文燕 广东黄埔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AJX028 “翻转教学”教学法探究与实践 曾素蕾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DGW1516AXL002 
积极职业教育视域下职校生心理资

本提升研究 
刘翠英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DGW1516ABS023 
构建中职学校班主任胜任力模型的

实践研究 
史晓鹤 北京市商业学校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JX025 
少数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德育课程导

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研究 
陈静 广西物资学院 

DGW1516ABS021 

沈阳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素养

提升的实践研究 --以专任教师为

例 

赵炬 沈阳市教育研究院 

DGW1516BXY011 

中等职业学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示范教材和示范基地建设研究

（一期）  

 王霁 高等教育出版社 

DGW1516BXL041 
西南地区医药类高专学生“1523”

青春健康教育模式实践与研究 
吴海峰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DGW1516BJX011 
以“四个全面”为主线推进高职院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与实践 
卢国维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BS006 
中职校班主任开展学生职业指导工

作的实践研究 
李晓静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BZH017 

贯彻落实新德育大纲，增强中职学

校德育工作吸引力的实践研究---

以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为例 

周俊 江苏省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 

DGW1516BJX023 中职德育综合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 周萍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DGW1516BXY008 
加强与行业、企业文化对接的专业

文化建设研究 
刘丹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DGW1516BXL066 
南疆高职院校“以文化人”路径研

究 
马怀立 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ST026 
中等职业院校学生社团发展研究：

问题、模式及改善策略 
徐小东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DGW1516BZH024 
探索 1+1+1育人模式，创新驱动中

职生可持续发展 
崔西展 青岛电子学校 

DGW1516BZH013 
基于 bbw平台“中外校企合作”学

生德育工作机制的实践与研究 
陶华山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BXL072 
中职学校学生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

的研究 
石丽 阜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CX014 
职业院校创业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

究 
李莹 

山东省滨州市教育局职教教

研室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BBS005 
三段多维班级自主管理模式探索--

以鲁中中等专业学校为例 
徐宁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XY017 
中职学校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的实践

性研究 
苏宏伟 承德工业学校 

 

二等奖（46个）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JX042 
中高中本贯通制班级德育课程转段

衔接研究 
李玉娣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DGW1516AXY014 

构建“六维公民”育人平台，推进

人文素养教育创新--以惠州商贸旅

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为例 

孟美玲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DGW1516AJX031 

中职生德育课程学业评价模式改革

的实践研究  --以《职业道德与法

律》为例 

杜建忠 江苏省靖江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ABS004 
中职学校班主任模块化培训实践研

究--以苏州为例 
赵益华 

苏州市职教学会德育工作委

员会 

DGW1516AMY001 
中职美育与德育结合的路径、方法

及案例研究 
胡中立 上海市现代流通学校 

DGW1516AZH034 
探索高职学生德育工作新模式——

朋辈互助育人 
熊秀兰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DGW1516ACX023 
创新创业视角下商科院校职业核心

能力培养路径研究 
吴萍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DGW1516AXL070 

维吾尔女中职学生产生癔症的心理

因素及矫正防治研究——以喀什卫

生学校为例 

方艳 喀什地区卫生学校 

DGW1516ACX015 
中职学校创客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

与对策研究 
石兆胜 黄岛区职教中心 

DGW1516AZH015 
互联网+时代中职“四全四生四成”

德育体系的构建 
曹爱东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DGW1516AZH008 构建高职院校德育工作体系研究 刘子高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校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JX045 
微视频在高职德育教学中的创新性

研究--基于学生本位的探索与突破 
刘京军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DGW1516ABS024 
新形势下中等职业学校团委书记专

业能力标准研究 
程彬 北京市商业学校 

DGW1516AZH023 
高职护理专业构建连续性医德教育

模式研究 
李衍鹏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DGW1516AZH031 
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育人”探索与实践 
劳泰伟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DGW1516AST003 
关于通过社团活动促进学生非智力

因素发展的实践与研究 
刘秋霞 惠州工程技术学校 

DGW1516AXY030 
以“德能”文化建设引领“双高”

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李强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BS015 微时代中职德育创新实践研究 杨建兵 上海市材料工程学校 

DGW1516AZH061 

基于专业导向的五年制高职德育评

价研究--以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物流管理专业为例 

胡媛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 

DGW1516AJX018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体验式教学

模式的研究与实施 
刘静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AZH065 
南疆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魏凯 巴音郭楞技师培训学院 

DGW1516ACX001 
职业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与实

践 
王永钊 河北政法职业院校 

DGW1516BJX052 
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德育课教学

方式、方法、途径研究 
李昀霞 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BXL017 
新常态背景下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以常州旅商高职校为例 
王东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DGW1516BZH018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下学生德育工作体制机制研究 
邵在虎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XL027 
中职生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在学

校教育全过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吕雪梅 青岛烹饪职业学校 

DGW1516BJX056 
新疆中职《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

论政策教育读本》课程教法的研究 
陈仪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BBS026 
中职学校青年教师德育能力提升策

略研究 
虞夏骏 桐乡市卫生学校 

DGW1516BXY021 
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提升职

业学校学生人文素养的策略研究 
贾九峰 河北省衡水卫生学校 

DGW1516BXL023 
中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

改革研究 
李勤 青岛艺术学校 

DGW1516BJX034 

基于提高学生职业核心能力视角下

的《人文素质课》教学内容整体优

化改革与实践研究 

马坤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BXY034 
中等职业学校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

实践研究 
栾芳 青岛华夏职业教育中心 

DGW1516BZH022 中职生道德现状探究 田红玉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DGW1516BXY038 
开发中职茶文化校本课程提高学生

综合素养的研究 
王芳 黄岛区职教中心 

DGW1516BJX032 
中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课程建设与

教学改革研究 
劳春南 广西钦州商贸学校 

DGW1516BZH040 
“双元制”办学模式下中职学生德

育监测与评价体系研究 
侯瑞英 

平度市教育体育局职教教研

室 

DGW1516BJX033 
改革语文教学引导广西中职学校学

生提升人文素养 
蒙友英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BXY004 中职学校文明礼仪教育的实践研究 赵林 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XY061 
高职院校职业人文教育的现状及对

策研究 
王洪坤 烟台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ZH014 
三管齐下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德

育大环境的研究 
赵金胜 利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JX051 
人本视域下的高职德育课程体系的

构建研究 
张婷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CX020 
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定位

及实施路径研究 
阎惠丽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ZH038 
（3+2）升学模式下，中高职德育工

作相互衔接沟通研究 
王仁贵 黄岛区职业教育中心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BST027 
“一部一品”理念下构建中职学校

“书香专业部”的实践研究 
陈朱佳 桐乡市卫生学校 

DGW1516BZH075 
中职学校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实践

研究 
褚福贞 山东枣庄经济学校 

DGW1516BXY067 
隐性德育视角下中职校园文化建设

研究 
周新杰 浙江省桐乡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82个）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XY022 

行业企业文化与专业文化对接的实

践研究--以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安全

保卫专业建设为例 

孙温平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DGW1516ABS002 
提升职业学校教师敬业度的实证研

究 
张海林 河北省衡水卫生学校 

DGW1516AXL030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职业学校班集体

建设的研究--以江苏省无锡汽车工

程中等专业学校为例 

华明红 
江苏省无锡市汽车工程中等

专业学校 

DGW1516AXL061 
职业院校学生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 
方海琴 包头机械工业职业学校 

DGW1516AXL018 
中职新生心理筛查与干预策略的实

践与研究 
陶华山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AXL053 
中职学校学生心理品质的培养与心

理辅导的实践研究 
黄河 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 

DGW1516AXY019 

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思想对

于深化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

的作用研究 

沙立玲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AXL040 
沙盘心理技术在提升幼师生心理品

质中的实证研究 
张宾华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DGW1516AXY039 
廉洁文化进中职校园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 
王艳葵 黄岛区职教中心 

DGW1516AXL074 
基于中职院校学生心理发展特征的

法制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杨璟 新疆工业经济学校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XL022 
关于提高中职生自我认知能力的研

究 
乔玉光 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ACX017 
“微班”管理在创新创业体验链实

施中的探索与实践 
繆静嫣 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 

DGW1516AXY048 
红色旅游文化进校园，改进职业院

校德育工作 
胡玉萍 百色市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AST016 新常态下高校德育吸引力问题研究 卜善磊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DGW1516AXY006 
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和基地建设研究 
雷海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DGW1516ACX007 
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定位

及实施路径研究 
谌湘芬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DGW1516AXY03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探析 
俞婷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DGW1516AXY049 
中职学校会计专业学生职业精神培

养的实践研究 
朱珍 广西玉林财经学校 

DGW1516AXL052 
职业院校学生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 
付晓艳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DGW1516AST006 
职业院校师德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以医护类职业院校为例 
项岚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DGW1516AST018 
关于内地新疆中职班学生社团建设

实践研究 
唐春凤 上海市奉贤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ABS014 
职教师资师德“三段一体”培养模

式研究 
姚晓兰 

重庆文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培训学院  职教师资培训中

心 

DGW1516AXL029 

网络文化视域下中职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研究--以江苏省无锡汽车工程

中等专业学校为例 

乔洪波 
江苏省无锡市汽车工程中等

专业学校 

DGW1516AXY002 

关于创新中职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模式，助力惠州本土文化

软实力提升的研究---以惠州工程技

术学校为例 

季艳菊 惠州工程技术学校 

DGW1516AXL075 
新疆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抵

御宗教极端思想和反对恐怖活动心

海丽其姑

丽·亚森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理认识问题的调查研究——以新疆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为研究对象 

DGW1516ABS027 

职业院校德育工作队伍建构和能力

提升的研究——以济南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辅导员研究为例 

李秀英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ZH060 
基于中职育人目标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养的实践研究 
张杨莉 上海市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MY008 
职业院校提升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的途径研究 
刘维 巴音郭楞技工学校 

DGW1516AST0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中职学

生社团管理创新研究 
荣爱珍 广东黄埔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AJX039 
中职德育课学生学业成绩多元化评

价方法的研究 
刘迎红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职教中

心 

DGW1516AZH070 南疆高职院校学生思想状况研究 杨艳 巴音郭楞技工学校 

DGW1516AJX037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的实效性研

究 
丛小玲 辽宁工贸学校 

DGW1516AJX055 

民汉合班条件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方法研究——以新疆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为研究对象 

张绍全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ZH045 
微环境对高职院校德育育人模式的

影响及对策研究 
关超雄 新疆农业技师培训学院 

DGW1516AJX017 
“翻转课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黄颖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JX038 
职业院校德育课任务驱动式教学方

法研究 
马石迎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BS016 
中职生德育考核评价创新与实践研

究 
张志刚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DGW1516ABS020 
中职生德育教育生活化的探索与研

究 
黄秋实 沈阳市旅游学校 

DGW1516ACX010 
SYB创业培训在高职院校中的应用

研究 
张宝玉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ZH002 
新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媒介素养

教育研究 
马艳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DGW1516BXL026 
“五年制”学生成长心理特点与班

级管理研究 
黄治乔 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 

DGW1516BCX003 

应用型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目

标定位及实施路径研究  ---基于广

东高职本科化工类高技能人才培养

衔接的实证探索 

孙健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DGW1516BXY042 
依托中职学校特色资源建设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研究 
罗艺徽 广西中医学校 

DGW1516BXY010 
加强与行业、企业文化对接的专业

文化建设研究 
金咏梅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 

DGW1516BXY062 职业院校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研究 曹广涛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泰山校

区） 

DGW1516BJX020 

高职院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

设计研究 

徐斌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DGW1516BZH019 
职业院校“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研究 
杨金勇 济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XL044 
中职生成长经历对其健康心理和良

好品德形成影响的探究 
白彩霞 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 

DGW1516BXY003 
职业院校校园文化与传统文化、企

业文化的对接研究 
王学斌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DGW1516BXY0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中职学

校文化建设的思考 
陈定中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 

DGW1516BXY029 
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和基地建设研究 
申志华 邯郸广播电视大学 

DGW1516BXY054 

学前教育专业实施“全员礼仪”一

体化的实践研究--以石家庄工程技

术学校为例 

李珊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 

DGW1516BBS009 
中职班主任队伍构建和能力提升的

研究 
周连伟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教育中心 

DGW1516BBS019 
《论语》智慧在中职学校班级管理

中的应用研究 
毕允利 曲阜中医药学校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BXY009 
打造中职“三园立德”德育品牌研

究 
李鹏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DGW1516BXL014 
预防中职生心理问题的发生及矫

正，有效维护中职生的生命健康权 
许志贤 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XL043 自信视角下中职德育效力的探究 马兵 沈阳市苏家屯区职业教育中心 

DGW1516BXL025 
职业院校学生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 
方永建 肥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ST010 职业院校学生社团工作的实践研究 刘仙翠 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DGW1516BJX048 
职业院校德育课教学方式、方法、

途径研究 
李伟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 

DGW1516BXY065 
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职

业素养的实践与研究 
燕飞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DGW1516BXL028 
职业院校学生心理问题防治与矫正

研究 
韩国民 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JX008 
职业院校德育课教学方式、方法、

途径研究 
宗永顺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DGW1516BCX012 
中职学校创业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

究 
贾新鲁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DGW1516BXY055 
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和基地建设研究 
陈刚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 

DGW1516BXL058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问题防治与

矫正研究 
孙明 沈阳交通技术学校 

DGW1516BXY013 

中职学校专业系部文化与企业文化

对接研究与实践--以电子技术应用

专业为例 

陈世锦 陕西省镇安县职教中心 

DGW1516BXL069 
中职学校学生学习障碍成因及对策

研究 
王秋林 富蕴县职业高中 

DGW1516BBS008 
加强民办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研

究 
申平平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DGW1516BBS022 行动感悟德育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王华磊 烟台信息工程学校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BZH016 
中等职业学校“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育人”研究 
陈小丽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DGW1516BZH041 
“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的探索与建构 
张显德 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 

DGW1516BMY004 
职业院校提升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的途径、方法及手段研究 
宗金艳 济南第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JX022 
学生助教在高职德育课中的应用及

创新研究 
尹莉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JX040 
中职学校德育微课程的开发与应用

研究 
王升先 烟台信息工程学校 

DGW1516BBS030 中职学校“心教育”模式研究 杜亚卓 伊犁技师培训学院 

DGW1516BXY046 

以文化人，融中国传统文化于校园

文化建设的实践研究--以川南幼专

为例 

肖红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DGW1516BZH051 
新形势下中职学校学生德育工作由

管理到服务的创新研究 
杨宗顶 广西田林县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BXY033 
加强企业文化与中职学校校园文化

对接融合的实践与研究 
王文星 济南市长清职业中专 

DGW1516BST017 
中等职业学校社团建设促进学生综

合素养发展的实践研究 
邱立校 青岛华夏职业教育中心 

DGW1516BJX054 
结合中职计算机专业学科特点渗透

德育的实践研究 
宋绍斌 富蕴县职业高中 

DGW1516BST030 
新疆中职学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文素

养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唐志全 新疆水利水电（技工）学校 

 

通过结题不获奖（79个）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XL060 单亲家庭孩子心理问题 苏社雄 冷水江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JX019 
女性学校德育课“多元化”教学方

式、方法和途径的研究 
杨翔宙 保定市女子职业中专学校 

DGW1516AZH074 
有效提升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

通用能力的实践探究 
查静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AXL019 
探究中职卫校（护校）护理专业学

生的心理问题成因及解决办法 
刘宇 哈尔滨市卫生学校 

DGW1516AXL035 
焦虑止于行动  ——高职院校学生

生涯决定与心理健康发展的研究 
刘晓琴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DGW1516AJX014 
中等职业学校特色德育活动课的开

发与研究 
李抒诗 哈尔滨市卫生学校 

DGW1516AZH067 职业院校德育工作有效途径研究 
阿尔孜古

丽·买买提 
新疆水利水电学校 

DGW1516AMY006 
中职学校提升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的途径、方法及手段研究 
杨美英 包头机械工业职业学校 

DGW1516ABS013 

中职卫生学校师德师风与教育教学

“互融”“互促”的常态化建设研

究 

吴润田 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 

DGW1516AXY044 
构建具有职教特色之中职校园文化

建设的实践研究 
吴明华 广西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AJX005 
高职院校思政课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研究 
解苗苗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DGW1516AJX047 
关于思政课践行民主教学途径与意

义的研究 
周玉敏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DGW1516ABS025 
职业院校师德建设“四有”新内涵

研究 
杜素文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DGW1516ACX004 
职业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创业

教育结合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吕晶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ZH068 对少数民族学生和谐德育的研究 李虹 玛纳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ABS031 
职业院校德育工作队伍结构和能力

提升研究-哈密职院为例 

阿依夏木·阿

不力米提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ZH039 中职学校德育教育生活化实证研究 苟琳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XY026 
跨文化视野下涉外护理专业学生职

业素质培养研究 
陈爽 哈尔滨市卫生学校 

DGW1516AMY005 幼师学校以美辅德的策略研究 唐连符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DGW1516ACX013 

护理职业院校五年一贯制学生创业

意识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潍坊

护理职业学院为例 

毛英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DGW1516ACX008 
五年制高职校创新创业教育优秀案

例的研究和探讨 
顾毓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DGW1516AXL076 
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能

力提升研究 
林孟晖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ZH011 
中等职业学校“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育人”的研究 
苗德霖 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AXY045 
基于微信新载体构建高职院校校园

文化新模式 
王静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DGW1516AJX030 农村职校德育校本课程建设研究 胡鲁安 
山东章丘第二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DGW1516AZH003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下学生德育工作体制机制研究 
刘昌状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DGW1516AZH04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

德育工作的策略研究 
王培俊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AXL036 
高职学生性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辅

导 
卢杰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DGW1516ACX019 
《中职汽修专业实习生职业素养提

升的对策研究》 
黄超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 

DGW1516AZH053 中高职德育工作相互衔接沟通研究 耿际华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AXL032 中职教学实习中挫折教育的研究 韦善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DGW1516AST020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社团工作的实践

研究 
初彦阁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DGW1516ABS017 
创建优质教师队伍，助我地方职教

发展 
郝艮虎 包头机械工业职业学校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AXY047 
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和基地建设研究 
盖永娣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 

DGW1516AXL046 
中职学生厌学心理现象的成因及其

对策的研究 
初飞飞 博兴县职业中专 

DGW1516ACX016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与对

策研究--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李洪建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DGW1516AST024 
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学生社团建设管

理对德育教育影响的研究 
覃海云 广西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 

DGW1516BXL057 中职生主要心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傅志翠 烟台信息工程学校 

DGW1516BBS018 
在班级活动课中培养中职生职业核

心能力的实践探索 
李占霞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 

DGW1516BZH057 
开放教学资源平台在学生德育管理

中的应用 
高丽 上海港湾学校 

DGW1516BXL064 
职业院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心理

健康教育研究 
王辉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ZH001 
基于校企合作模式的高职院校学生

德育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贺珍佑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XY070 
企业文化融入中职校园文化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 
高菲菲 沈阳交通技术学校 

DGW1516BZH027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想

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刘秀清 滨州职业学院 

DGW1516BJX057 
职业院校德育课教学方式、方法、

途径研究 

热衣汗古

丽·阿不都

热合曼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BS032 职业院校师德师风现状分析及对策 陈立梅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ZH066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测评问

题研究 
石雪萍 巴音郭楞技师培训学院 

DGW1516BXY056 

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对提升

中职学生审美和素养的途径、方法

及手段研究 

程亮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BXY072 
喀什地区中职院校开展中华传统美

德教育的行动研究 
靳婷婷 喀什师范学校 

DGW1516BXL055 
九型人格理论与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提升研究 
王晓庆 山东省平度师范学校 

DGW1516BBS003 
中职学校德育工作队伍建构和能力

提升的研究 
林杰 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ZH048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视域下中

职学生德育管理工作模式构建研究 
宋越男 

辽宁技师学院（辽宁省劳动

经济学校） 

DGW1516BXY073 
新疆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和途径方法研究 
赵巧军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ST013 加强职业院校共青团工作的研究 刘忠军 山东省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DGW1516BZH044 
“三全育人”模式下校内外因素的

整合探究 
赵宏亮 山东省平度师范学校 

DGW1516BZH052 中职信息类学生关键能力培养研究 石京学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 

DGW1516BXL015 
卫生中职学校不同专业顶岗实习生

实习前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欧阳小青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BST001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社团工作的实践

研究   --以汶上县高级职业技术学

校为例 

侯明新 汶上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BBS029 
激励教育——中职学校班级管理有

效途径及方法探究 
王洪艳 塔城地区师范学校 

DGW1516BCX002 
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高职德育创新

的探索 
王玲玲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DGW1516BXY007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职校

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路径研究 
娄银梅 天津青年职业学院 

DGW1516BCX021 
河北省高职创业实践活动的模式研

究 
王国强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DGW1516BZH021 双轮驱动下的中职生素质培养 胡明 安徽芜湖机械工程学校 

DGW1516BXL010 
职业学校学生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 
周玉鑫 

山东省即墨市第一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主持单位 

DGW1516BXL013 中职学生心理问题防治与矫正研究 姜五洲 汶上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ZH049 
中职学校“三全育人”模式的构建

与应用研究 
王鹤 沈阳市苏家屯区职业教育中心 

DGW1516BXY028 
职业院校提升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的途径、方法及手段研究 
程洁 邯郸广播电视大学 

DGW1516BXY040 
孝道教育融入中职学校德育教育的

路径分析 
冯蕾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DGW1516BXY060 
加强中职机电专业文化与企业文化

对接建设的研究 
石增国 

滨州市沾化区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DGW1516BXY066 让德育充满文化情怀 邵明柱 无棣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DGW1516BJX041 
思政课教学提升高职学生创新意识

的实践与研究 
张忠立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DGW1516BMY002 
中职女生德育与提升女生审美能力

的研究 
蒋智英 保定市女子职业中专学校 

DGW1516BXL006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问题的矫正

与防治 
覃婷姣 

广西桂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 

DGW1516BZH010 高职院校“毕业扔”现象研究 韩余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DGW1516BXY059 弘扬传统文化创新中职德育教育 戚哲福 
滨州市沾化区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DGW1516BXY071 
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基地建设研究 
杜景明  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DGW1516BST007 职业院校学生社团工作的实践研究 毕成余 山东省章丘市第一职业中专 

DGW1516BJX010 
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中职德育课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李道静 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DGW1516BZH063 
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高职

学生人文素养的研究与实践 
林佩静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职业技术

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