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省 高 职 院 校 党 建 研 究 会 文 件  
 

浙高职党研〔2020〕15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年会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会员学校： 

为探索新时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途

径，推动各高职院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会员学校围绕《党建

与思想政治教育 2020度课题研究方向》（浙高职党研〔2020〕3号），

结合我省党建和思政工作实际，认真做好组织推荐工作。年会共收到参

评论文 182 篇，经研究会学术委员会评审，评出优秀论文 90 篇。其中

一等奖 9篇，二等奖 30篇，三等奖 51篇（获奖优秀论文详见附件）。

建议各校能对本校的优秀论文获奖者参照一等奖 800 元、二等奖 500

元、三等奖 3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希各会员学校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组织好党建、思政论文的撰写工

作，争取多出精品，出好成果，进一步推动我省高职党建和思政教育工

作再上新台阶。 

 

附件：2020年年会获奖论文 

                                         2020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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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年会获奖论文 

一等奖（9篇）： 

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高校党建品牌的研究现状、实践困惑与发展路径——基于 H

高校党建工作“五个起来”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叶主 

王伟 

亓嘉 

2  “四个伟大”：《共产党宣言》思想的当代运用与表达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敖祖辉 

3 
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提出的“六要”新要求

——关于思政课教师提升素质和水平的思考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徐治彬 

4 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重要论述的哲学意蕴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闾春飞 

5 思想文化领域要加强反封建迷信教育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谭劲松 

姚菲菲 

6 把红船精神作为高校思政课的鲜明底色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方俊良 

7 
现代性视域下大学生“佛系”心态的生成逻辑及引导策略探

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光明 

鲁青青 

董燕军 

8 立德树人视角下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提升路径初探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赵慧慧 

吴成成 

蒋雪芬 

9 高职院校实践育人共同体探索与实践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天红 

程利群 

周梦圆 

 

二等奖（30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新时代劳动观视域下商科类高职学生入党动机现状及教育路

径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斌 

郁菊萍 

2 新形势下高校党校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李思源 

沈娇宁 

3 提升党员发展质量的优化策略研究：基于实践育人的视角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陈凯华 

4 “重要窗口”建设场域中加强新时代高校机关党建工作探微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清 



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5 马克思主义家庭伦理思想与儒家“家国情怀”关系探微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慈慈 

6 新时代高职院校院系党支部建设探究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唐锡军 

付初良 

7 
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支部党建和业务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以 A学院专业党支部工作为例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李爱香 

8 马克思“人化自然”视域中的中国生态经济初探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杨茜 

9 建强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基层党组织的思考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刘晓杰 

10 网络“同心圆”视域下高校青年教师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重塑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闫振伟 

11 毛泽东诗词融入思政课的价值维度和实践原则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韩建华 

1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赵志华 

13 
基于校企合作办学背景下的民办高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的思

考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徐燕丽 

14 信仰关照：新时代青少年全面发展的灵魂化育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青春 

15 
基于“课程思政”的高校思政理论课融入专业人才培养对策研

究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顾苗丰 

沈晨仕 

张金静 

16 
浅谈疫后有序防控势态下新时代大学生政治素养培育的思考

与实践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梁皓 

17 
新时期高职院校立德树人实践研究——以提升 00 后高职大学

生核心价值观认同度为视角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池锦刚 

邵方益 

18 党的初心使命视域下大学生使命感培育的四维路径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王红辉 

19 扩招背景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薛素君 

20 
基于“大思政、大劳动、大实践、大工匠”“四位一体”思政

课实践教学改革创新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玲 

张崇生 

吴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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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21 疫情视阈下高职院校网络学习的教育维度探析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赵华 

朱文欣 

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角下大学生党员志愿服务效能现状及对

策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陈燕娜 

23 工匠精神视域下劳动教育融入高职教育的实践思考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金玲 

孔帅 

24 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研究—以宁波市高职院校为例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林坚 

25 融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养研究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金璐 

26 立德树人指引下的师德师风建设调查与思考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吕华 

27 新时代加强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思考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炜丽 

28 基于党建引领的电梯专业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探索与实践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崔富义 

29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县域平安建设机制探索——以浙江省

长兴县为例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杨璐瑶 

30 传统家训家风与当代廉政文化建设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沈升良 

三等奖（51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党的建设引领高校助力“重要窗口”建设路径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王蕴韵 

2 高校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活动创新路径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陆书 

3 
“四位一体”推动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实践和探索——以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音乐系学生党支部为例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黄思远 

4 
以党建育人模式推进新时代高职院校党建科学化的探索与实

践研究——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为例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唐宁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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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5 “双高”时代高职基层党建品牌创建：建设要求与路径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徐振前 

6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加强自身建设的价值维度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刘笑菊 

7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与学生党员发展的融合研究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许广楠 

8 
以党建为引领，推进高校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来自温州

职业技术学院的案例经验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卢跃茹 

王赛芝 

9 SWOT分析视角下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现状与对策研究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俞亚芹 

10 
高职院校基层党支部党建 新模式探索---以顺丰物流文秘党

支部共建为例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俞乔筠 

李玉清 

11 
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品牌建设的实践研究——以浙江某高校

“点线面体”育人工程为例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张芦军 

12 
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重赋研究——基

于传播学理论视角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俞莹莹 

13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实施路径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方义桂 

14 
高校课程思政资源的开发类型、原则与方式——基于《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分析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刘玲 

15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良性互动探析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苏婷 

16 
“两微一端”背景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索-以浙江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超 

17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现状研究及启示——

以浙江省部分高校为例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周草 

孟璐 

18 
结合疫情防控开展线上互动大学生思政教育网格化工作创新

研究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杨昭敏 

19 战疫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杨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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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20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思考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吕勇 

21 
论防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制度优势与培养青年爱国主义精

神的耦合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蒲恩灿 

22 新时代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研究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陈文鹤 

23 高职生顶岗实习中的思政教育引导策略研究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陈姚琼 

24 构建适应“0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邹烨 

25 “蚂蚁岛精神”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徐英 

26 战疫教育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与机制研究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明 

27 
民办高职院校党建工作视角下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路径

探究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李天晔 

28 
后疫情背景下，“数字马院”平台助力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

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胡柳 

29 思政课问题式专题教学中如何坚持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张七妹 

30 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在高职学生管理中的实践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吴君 

31 战疫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内容和路径研究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嘉 

32 浙东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张炯炯 

33 
基于价值引领 践行“德技双修”的“实践课程思政”体系 —

—以财务管理专业为例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程珊珊 

何雍泽 

34 浅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劳动教育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张晓岚 

35 博弈论视域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行动策略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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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36 
“互联网+”背景下思政元素融入高职国贸专业课程的路径研

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王婕佳 

37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体系建构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袁莹莹 

38 基于文本分析的高职校长毕业寄语教育价值探析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冯旭芳 

39 高职院校大学生隐形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青花 

40 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研究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张莉 

41 
基于职业发展为导向的卫生健康类高职生劳动教育行动构想 

——以宁波某高校为例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裴淑妍 

42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的困境与策略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陈娜 

43 坚持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的政治本色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周佳 

44 
新时代精准合力推进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对策研究——

以嘉兴市总工会帮扶为视角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陈兴伟 

顾玲妹 

刘莉 

45 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立德树人机制探究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贾力维 

46 
金华红色文化融入高校立德树人机制研究——以银坑红色文

化为例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杨润娣 

47 
建筑类高职院校传统文化育人模式研究——基于某建筑高职

院校的问卷调查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洪德取 

陈煜韬 

金林群 

48 “中国梦”引领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建设对策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青迪 

49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心理状况及对策研究-以宁波幼师高专学

生为例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赵嘉蒂 

50 
基于 Python爬虫技术的高校网络舆情对策研究——以浙江省

6所“双高”院校百度贴吧为案例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曦 

51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清廉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方志新 

傅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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