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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高 职 院 校 党 建 研 究 会 文 件  
 

浙高职党研〔2021〕8 号 

 
关于公布 2021年研究会科研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会员学校： 

研究会于今年 4 月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1 年研究会科研项目申报

工作的通知》（浙高职党研〔2021〕4 号），得到了各会员学校的积

极响应，共收到各会员学校推荐的 266 项申报课题，其中申报重点课

题 54 项，一般课题 212 项。经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认真评选，确定浙

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张三菊的《新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

研究》等 22 项课题获重点立项；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詹会华的《新

媒体背景下高职学生党史教育策略研究》等 85 项课题获一般立项（具

体内容详见附件）。课题研究时间为 2021 年 6 月起至 2022 年 6 月止。 

根据《关于做好 2021 年研究会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

立项项目结题要求如下： 

1.研究成果要形成研究报告和正式发表论文，所有项目成果应标

注“项目编号”和“研究项目名称”。（例：【课题项目】本文系浙

江省高职院校党建研究会 XX 年课题“XX”（项目编号：XX）阶段性研

究成果）。项目研究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填写结题鉴定书，经单位

审查并签署意见后上报；党建研究会对结题申请审查后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评审通过项目按照党建研究会课题管理规定办理结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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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课题实行奖励制，即对获评优秀结题的重点项目给予 1000

元的奖励，对获评优秀结题的一般项目给予 500 元的奖励。鼓励各会

员学校对已被研究会批准立项的课题，本校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 

3.重点项目获评优秀结题的要求：论文须在北大核心期刊公开发

表或研究报告得到省领导或教育厅、科技厅主要领导批示。 

4.课题研究时间为期一年，结题材料收缴最晚时间截止为 2022

年 6 月 15 日，逾期不候。 

如未能按期结题须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前提交延期申请表,允许延

期至 2023 年 6 月。延期课题如届时仍未结题，则取消该课题立项，原

则上课题负责人所在学校将不予立项新课题。 

5.延期课题不再参评优秀课题。 

6.强调原创性，对获奖项目学术委员会将查重评审。 

希各课题负责人认真组织调研，精心撰写，力争出成果，出精品。

也希望未申请到立项的课题负责人能继续进行调研和撰写，将其科研

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参加 2021 年下半年的年会论文评选。 

附件： 2021 年科研项目立项目录表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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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研究会 2021 年科研项目立项目录表 

重点项目立项 
立项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2021A01 新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研究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张三菊 
林振袍、袁庆华、 

陈笑笑、梁燕 

2021A02 
以党史教育为引擎助推高校“立德树人”内涵发展

的协同策略研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莹莹 

方翠飞、吕杰林、 

朱有明、阮飞 

2021A03 高职学生党员全阶段“链式”成长的工作机制研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余溧彬 
张羽、孙金权、 

郑晓晨、叶芊芊 

2021A04 
数字化改革视域下高职学生“党建+思政”工作 

体系研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汤双凤 钱力、韦书明 

2021A05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综合

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林珊帅 

杨晓波、鲍芳芳、 

刘利峰、毛世静 

2021A0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认知话语分析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张滢 
汪少华、张薇、 

张松松、纪燕 

2021A07 
新时代高职院校党支部工作测评体系构建与评价

研究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院 

沈建红、亓嘉、 

吴赛男、李思源 

2021A08 抗疫精神与高职院校“概论”课的精准融合研究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嘉 
宋丽、吕义凯、 

黄逸伦、王晓漪 

2021A09 
协同视角下党史历程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改革路径

探析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陈毅 

胡卓群、刘文佳、 

马向东 

2021A10 党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朱燕 

夏朝丰、林坚、 

江雪芳、郭霄 

2021A11 
新发展理念视野下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提升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符强 

房利、王慧、傅航天、

李君 

2021A12 
党史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 

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张志坚 李君华、王晓斌 

2021A13 
“工匠精神”视域下的高职院校基层党建工作创新

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刘晓杰 

蒋赟、童彤、吴建斌、

周遂 

2021A14 高职校办企业基层党组织活力提升机制研究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周德志 
张禹、万晓云、 

吴同喜、李向荣 

2021A15 
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育人功能双向 

融合机制研究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骆毅 敖祖辉、俞通海 

2021A16 
党史学习教育视阈下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研究 

——以杭科院旅游管理学院为例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郎轶 

戴雯、朱永文、 

潘颖婕 

2021A17 学生增信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分析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郭洪亮 
戴欢、刘俊燕、 

于遵萍、朱珠 

2021A18 
“红色基因”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探索 

——以浙东新四军史为例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沈央珍 

陈军强、任一波、 

卢董董、叶小湖 

2021A19 
工匠精神视阈下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力

提升探索与研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张鹏飞 

高巍、王玲、陈建明、

叶华杰 

2021A20 习近平在浙江时期的职业教育重要论述探索研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薛素君 
宫向阳 、谢骏、 

陈军强、胡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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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2021A21 
从“教育七灯”视角出发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职业教育重要论述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罗铮 王音、曹嵩 

2021A22 
基于五联五建的校政行企党建联合体建设助力 

乡村振兴研究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陈厥祥 

许莉勇、陈慧、 

王炜丽、竺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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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立项 
立项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2021B01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内涵、价值及实现路径研究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王玉芳 
董敏杰、赵林、尹俊、 

吴娇娇 

2021B02 新时代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融合研究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王晨 

董敏杰、张斌、项甜美、

徐娟 

2021B03 “双高”校推行工匠精神与专业教育双向融合的 

路径研究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蔡敏华 

曹仪民、陈姝娅、朱凡、

叶凤英 

2021B04 专业类课程育人功能及实现路径研究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李峰 
曹仪民、王静、张茜、 

张孟博 

2021B05 新媒体背景下高职学生党史教育策略研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詹会华 俞静、张剑 

2021B06 浅析新时代高职院校党史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实现

路径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梦鸽 

张玲丽、李志、王越、 

郭芳芳 

2021B07 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利用的实践研究：以四明山革命

老区为例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叶颖来 

薄纪康、吴安萍、 

朱兴婷、徐晓璐 

2021B08 “三全育人”视域下的高职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路径

研究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应奏飞 赖敏雅、王茹佳 

2021B09 课程思政融入工科专业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邱益维 
钟海伟、张晓燕、余泓、

强芳芳 

2021B10 红色文化引领下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机制构建

与实践研究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梅 

徐治彬、郑雪春、 

徐立娣、冯彤 

2021B11 利用新媒体进行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现路径研

究-以抖音为例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常江 

施敏敏、林允照、郭丰、

苏若葵 

2021B12 鲁冠球精神在园艺课程中育人功能及实现路径研

究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刘茂泉 张霞、吴业东、宋琦 

2021B13 新时代司法警官院校加强政治建校的机理、价值与

进路研究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叶灵杰 

陈洪勋、李步其、张萍、

许志飞 

2021B14 慕课背景下“学习、研习、传习”三习思政课教学

模式研究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郑盼盼 陆晓莉、吴悦、艾雨兵 

2021B15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典型培育路径

探索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赵旭东 王丽、张莉、高洋 

2021B16 吕祖谦家风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对党风廉政建设的

借鉴意义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

大学 
杨润娣 

顾旭明、张文邵、潘宇、

范山胜 

2021B17 抗击重大疫情中高校意识形态波动与应对研究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

大学 
包江胜 

李轩、李良庆、张安强、

顾旭明 

2021B18 木雕设计课程育人及实现路径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

大学 
马明 

张伟孝、张翟、陈霞艳、

禹淼 

2021B19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发展路径研究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斌 杨度玉、吴文婷、陈洁 

2021B20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创业学生新时代奋斗现状及 

对策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朱婧 

虞佳丽、楼明成、 

楼锦涛、陈骏键 

2021B21 高职双创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策略及实证

研究—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关春燕 

肖旭、徐峰、王姝仪、 

陈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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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2021B22 高职院校专业教育和“课程思政+双创”协同育人

实践路径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张思平 

蒋祝仙、程艳冉、韩飞、

陈庆 

2021B23 对外汉语课程的育人功能与实现路径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吴燕萍 
王甜甜、金炜、刘岩、 

王晓慧 

2021B24 地方党史的育人价值及其实现路径探索 

——基于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视角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骆晓颖 

蒋祝仙、虞飞龙、 

张苗苗、毛丽婷 

2021B25 党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路径研究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周海钧 
李婵、蔡永森、丁久萍、

靳铭 

2021B26 体验式教学模式下党史融入高职思政课的路径探究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尹清 
艾兵有、宿月荣、 

曹海峰、闫成松 

2021B27 以主题团日活动为载体的高校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提升研究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

与健康职业学院 
王珊珊 

林弋凯、王杏林、 

李月琴、金洁 

2021B2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路径研究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慈慈 

王晓漪、程伟强、宋丽、

闻学军 

2021B29 短视频在高职院校党员教育中的运用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丁彩瑤 
张锋、冯琪、沈杰、 

潘中祥 

2021B30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融入技能教育的实现路径与 

对策研究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林婷 

杨剑、吴君、徐一丹、 

朱兴民 

2021B31 艺术类高职院校党建品牌创新研究 

——以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为例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何康 陈霞、李梁成 

2021B32 “抗疫故事”融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工作策略

和路径探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何春风 

宿月荣、屠君、张海涛、

丁露露 

2021B33 大学生网络生活圈层次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体系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方梦淳 沈舵、李光明、杨舟 

2021B3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重大革命

历史事件的论述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闫振伟 

钟德涛、于希勇、沈舵、

席亚楠 

2021B35 印染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专业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策略及实效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宏林 金永淼、张志国、项伟 

2021B36 生命教育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索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丁露露 
毛史明、何春风、 

张海涛、章曼娜 

2021B37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程的 

路径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杨海文 

夏朝丰、吴智华、 

李杰豪、武兴华 

2021B38 高职院校网络政治娱乐化行为学校治理机制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杨璐瑤 

孙翱翔、赵静、周丹、 

朱燕 

2021B39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融合的时代 

价值、机制与策略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刘玲 

姚雪存、尤海燕、周丹、

叶蓉 

2021B40 数字治理视域下的清廉学校建设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高职院校为例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武南 

王旭峰、程余伟、 

梅惠平、田琦 

2021B41 高职院校师生联合党支部建设困境及创新发展 

路径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何平平 张般若、刘欢欢 

2021B42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策略及实效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瑞权 
陈光、邱葭菲、张伟、 

陈金玲 

2021B43 新时期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汪荣青 
杜红文、高永祥、欧阳

润清、蒋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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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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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B44 
社会工作介入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现路径研究 

——以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一栋 

张伟、张新亭、宋宇凡、

崔宏智 

2021B45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策略及实效研究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卢晓燕 朱俊、霍庆福、许金友 

2021B46 
新时期高职院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导工作

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何碧峰 

李奕、李文婷、周巍、 

蓝巍 

2021B47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对象选拔的科学评价体系

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傅双燕 

胡晓珏、陈重东、 

李晓珍 

2021B48 新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的路径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李丹宁 
时伟、武群堂、韩建华、

刘兆阳 

2021B49 
党史蕴含的红色革命精神对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启示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刘兆阳 韩建华、朱存华 

2021B50 
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中的党史学习教育 

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唐宁笙 马彬、戴海容、郭菲烟 

2021B51 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建设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汤海萍 马彬、郭菲烟、朱存华 

2021B52 建党百年与“红船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朱佩伦 牛涛、陈轶甄 

2021B53 双高校师生联合党支部建设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周遂 
吴建斌、吴国平、 

刘晓杰、信畅 

2021B54 行业特色型高校“课程思政”实施体系创新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徐烨 王祝华 

2021B55 关于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践行毛泽东话语艺术的研究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娟娟 万泽民、陈新开、吴青 

2021B56 大学生爱国主义“微教育”模式研究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陈亚青 
毛高仙、陈娜、刘颖、 

王敏敏 

2021B57 挖掘红色校史档案服务党史学习教育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刘艳岚 
屠肖菁、石为群、楼润

玉、张坚君 

2021B58 
行知文化引领的高职劳动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 

——以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郑龙 朱健、陈小波 

2021B59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融合公益性微组织建设的 

实践研究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

学院 
孔志光 

芮明珠、林芷伊、王晶、

王建军 

2021B60 高职院校红色基因铸魂的职业基本素养教育 

“三三三”培养体系的构建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谢鑫 

王贤军、赵瑞晔、姜蕾、

刘宁宁 

2021B61 高职扩招生奋斗精神调查及培育研究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秦云 孙波、李巧巧、张波 

2021B62 高职院校“立体化”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任雪 
陈甜甜、余帆扬、 

林伯胜 

2021B63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策略及实效研究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朱晓洁 
王红涛、查振宇、张梅、

沈娟风 

2021B64 文旅融合背景下杭州市红色旅游资源价值评价和

传承利用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郝杰 陈筱、李依彤、马雨墨 

2021B65 后脱贫时代旅游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

径与创新机制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陈蔚 

李群、陈璐、陈添珍、 

郎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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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B66 高职校“文化品牌”战略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李依彤 
李一陶、郝杰、蔡文涛、

杨扬 

2021B67 清廉杭州背景下高校清廉校园建设策略研究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鹏飞 
张园园、刘冬梅、邱英

杰、张理剑 

2021B68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学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赵媛媛 
王晓磊、孙丽丽、 

李志强、李剑桥 

2021B69 劳动教育视角下大学生“惰性异化”现象分析及 

矫治策略研究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周草 

孟璐、沈航、夏欢、 

严晓莉 

2021B70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张珏 
叶素丹、李海勇、 

寿渊鹏、谢逸 

2021B71 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获得感提升路径研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赵进军 
董静、薛素君、唐跃英、

邢伟 

2021B72 专业类课程育人功能及实现路径研究 

——基于“专业思政”视角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岳贤平 

赵毅、张兆英、郑文新、

陈珊 

2021B73 公共舆论·公共责任·公民意识： 

公共领域视阈下校园文化建设三维坐标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刘文佳 

吕清华、陈丽丽、 

肖紫嫣 

2021B74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课程思政教育策略研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丁丽泽 
陈学丽、欧洋、俞玮、 

李经纬 

2021B75 制度设计、载体共建与价值体认： 

新时代红船旁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改革的着力点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朱勤 

沈建龙、赵远远、 

童云飞、陈向丽 

2021B76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模式研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董小晗 

刘莉、唐黎、沈丹、 

魏薇 

2021B77 浙东红色文化融入党建工作的体系构建与实践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陈瑶 
丁谌、吕少波、陈慧、 

刘静静 

2021B78 新时代高职院校“四位一体”立体化劳动教育模式

构建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范高阳 

黄泽文、宋天祥、 

张炯炯、汪亚娣 

2021B79 高职院校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中的质量管理 

体系研究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刘洋洋 赵旭东、龚茜、范高阳 

2021B80 “大思政”格局下医药类应用型院校德育话语体系

的构建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涛 张炯炯、赵黛坚、王翔 

2021B81 浙江红色资源在高校思政教育中传承利用研究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周亚敏 
宋嵘嵘、陶慧、沈晓琦、

于美亚 

2021B82 体育类高职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多元化立体思政

体系建设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王益义 

段粘粘、李婧毓、 

毕木锦、陈春梅 

2021B83 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研究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赵书琴 

童兵兵、谷春强、 

金淑娇 

2021B84 基于“服务学习”理念的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 

建设研究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袁莹莹 

金挺、刘玲、章海玲、 

刘锐 

2021B85 PDCA理论视域下高职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机制

研究与实践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金建孟 

康高平、马德龙、徐蓉、

兰少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