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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职院校党建研究会文件  
 

浙高职党研〔2021〕11号 

 

 

关于公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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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省高职院校党建研究会 2021 年度课题研究方向》（浙高职党研〔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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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篇，经研究会学术委员会评审，评出优秀论文 82

篇。其中一等奖 7篇，二等奖 25篇，三等奖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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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一等奖、二等奖获奖论文推荐参评浙江省普通高校党建研究专

业委员会 2021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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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会获奖论文 

                                         2021年 11 月 4日 

http://218.108.81.184/djxb/doc/201012101.doc


附件： 

2021 年年会获奖论文 

一等奖（7篇）： 

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四明革命精神的价值和弘扬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王青柳   

2 
移动传播时代社会支持的重构：残健融合型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及引导策略研究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赵晓旭 

3 
交通运输类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课程思政特色化实践

路径研究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戴喆 

4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建望 

5 艺术类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与对策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马向东 
吕清华 
胡卓群 
俞珂瑶    

6 高职院校推进“清廉学校”建设工作机制研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陈兴伟 

7 人工智能时代重塑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朱钦 

袁一帅 

陈丹红 

 

二等奖（25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我国高校学生党建的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基于

2000年-2021年 579篇核心期刊文献可视化分析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周草 

2 
百年奋斗精神融入高校青年干部培育的精神优势与路

径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王红涛

张好徽

张盈  

3 高职二级学院党政共同负责制：价值、难点及路径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张满东 

4 
“3X”模式的大学生入党后继续教育与培养路径探析

——以工商系学生党支部为例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焦玉洁 

马德龙 

5 基于实践导向的高职院校学生社区党建育人路径探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牟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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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6 浅析习近平关于爱国主义的重要论述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炜丽       

7 红色家书涵养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研究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平家秀      

8 高校组织员思想政治教育角色的生成与塑造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贺书伟   

9 

补“劳”而活，以“劳”用意——“一分二假三地四

协同”助力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与学生党员发展相融合

的路径探索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许广楠    

10 地方文化融入高职思政理论课教学的价值与策略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江雪芳 

11 
“三牛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工作探析——基

于创新创业教育视角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

学院 
苏峰    

12 
“三全育人”语境下“高职校企党建共育”模式探索

与思考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高园圆 

13 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章甜甜  

14 
行业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教学模式与路径研究 

——以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供销合作社文化为例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韩玉洁   

15 高校课程思政涵化假设的内在逻辑与难点对策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俞莹莹   

16 习近平青年教育观及其对新时代青年成长的启示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许烽  

17 
红船精神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以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方俊良       

18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高职院校学生团干部的 4P 模型构

建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文

唐科萍

杨舟 

19 
政治建校助推司法警校高水平建设：诉求、价值与路

径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叶灵杰 

20 资助育人研究的知识图景及党建引领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刘效壮

俞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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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21 
高职院校校友育人教育生态构建——以**职业技术学

院校友工作为例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蒋雪芬

何昊 

胡颖菲 

22 
新时代抗疫精神和工匠精神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

的价值探析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范中健  

23 党建工作与医药企业文化耦合机制研究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陈慧 

24 
党史文化节目的电视创意与文化认同机制的建构研究

——以《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答大会》为例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余传友 

徐旭恒    

25 
清廉学校建设：清廉浙江单元建设先行探索的逻辑理

路、价值意蕴与实践启示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陈聪诚 

三等奖（50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量化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傅双燕 

2 
产教融合视域下党建“双创”工作的实践探索—以义

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意设计学院党委为例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王欣 

宋兵 

吴赛男 

3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体系探究---基于

“PDCA”循环管理模式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徐玉凤   

4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党建整体智治探讨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雪珍

荆保华 

5 
“新三化”党建工作体系引领推动高职院校治理能力

现代化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林旦玲

蔡永森

潘玲乐  

6 高校与企业双重属性下校办企业基层党组织活力研究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张禹 

万晓云

周德志     

7 
“蚂蚁岛”精神融入高职院校中青年干部党性教育的

逻辑与路径之维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

学院 
李晓璐 

8 论红色文化与高职院校基层学生党建的同频共振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张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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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9 浙东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党建工作的体系构建与实践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陈瑶    

10 基于跟进式教育理念下的高校党员教育提质途径研究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吴颖 

11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研究——以浙江为

例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志强  

12 论习近平主政浙江的政治伦理特质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许敏燕  

13 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赵效萍   

14 微党课教学策略与教学实践研究 （已发表）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莉 

15 
“双高”视阈下学习党史融入新商科高职院校立德树

人的逻辑理路和创新路径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斌 

16 党史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的探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张嗣尧 

17 融媒体视域下医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周飞腾 

18 
基于传统文化视域下的音乐文化融入思政教育途径探

索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邵丹倩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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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振宇 

20 
 走好课程思政的最后一公里——以《成衣设计（女

装）》课程为例谈艺术艺术专业思政教学设计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媛远     

21 
高校共青团以专业化志愿服务融入社会治理新格局的

实践探索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章海玲  

22 优秀传统家训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刘丹   

陆晓莉  

张帆  

23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解困实践对策——

基于高职院校教学与管理的育人嵌合视角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刘军峰

马旭光

王青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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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24 推进党史教育融入高职院校“大思政”的实践与探索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洪兴华  

25 
新时代高校志愿服务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

现路径探究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媚  

26 新媒体崛起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深度变革新论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邬定伸 

27 高职思政课“混合+对分”新型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赵静 

28 
基于“四维度”的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以

百万扩招为背景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林坚 

29 建党 100年来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启示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

学院 
芮明珠   

30 
全媒体融合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的探

析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李梁成 

31 革命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纲要”课教学的价值意蕴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关庆凡  

32 网络视听背景下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策略研究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闫雅婷 

33 
党史学习教育：增强高职院校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实效

的路径探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唐宁笙  

34 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回访的场域困境与反思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宋艳艳    

35 高职院校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堂的认识与实践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杰  

36 “网红”视域下高职思政教育实施路径新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曦 

周梦圆 

37 后喻文化时代高校课程思政话语权的困境与重构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建良 

38 邓中夏青年运动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刘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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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39 以思政课为载体培育高校反邪教长效机制的研究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徐燕丽 

40 样板支部引领下的工匠精神培育路径研究 （已发表）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叶忠杰 

朱文维 

鲍婷婷  

41 陈双田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研究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

大学 
范山胜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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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秦云 

张波 

43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组织育人实效提升路径

探析——以传播学为分析视角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谢拙政

王俊人 

44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院校青年“三下乡”服务机制创

新研究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张怡   

45 
“大思政”背景下高职传统文化课程构建协同育人路

径探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吴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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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品牌培育机制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李依彤  

郝杰 

48 
微时代背景下长征精神融入全方位育人的必要性与路

径研究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许琼 

49 建党百年来“时代新人”的历史演进及培育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云 

50 新时代高职院校推进劳动教育工作机制研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朱勤 

赵远远          

童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