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职业院校中华文明礼仪教育研究与实践》课题获奖名单 

一等奖（20个） 
序
号 

课题编号 申报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奖项 

1 ZJS202007002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礼仪教育的现状与发

展策略研究--以教育类专业为

例 

贺汪波 一等奖 

2 ZJS202007004 仙桃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礼仪教育的现状、问题

及发展对策研究 
郭萍 一等奖 

3 ZJS202007014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文明礼仪教育体系的

研究与实践 
子重仁 一等奖 

4 ZJS202007016 石家庄财经商贸学校 
中职学校“礼乐修身立德树人”

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梁建国 一等奖 

5 ZJS202007018 贵州省安龙县中等职业学校 

中职学生文明礼仪形成原因及

教育策略实践研究——以贵州

职业学校为例 

高武国 一等奖 

6 ZJS202007020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文明礼仪教育实践路

径探索研究——以山东城市建

设职业学院为例 

高绍远 一等奖 

7 ZJS202007022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中华文明礼仪教育在当代教育

体系建构中的传承创新研究 
郑丽萍 一等奖 

8 ZJS202007027 
河北省容城县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 

中华文明礼仪教育促进市民素

养提升的研究——以雄安新区

容城县为例 

刘海军  

肖艳敏 
一等奖 

9 ZJS202007032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在高职院校文明礼仪教

育中的推广与实践研究  
陈永清 一等奖 

10 ZJS202007050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 
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生“1+1+3”

礼仪教育实践研究  
陆婷  一等奖 

11 ZJS202007077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山西九

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三教改革”背景下医药类高职

院校礼仪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发

展对策 

许惠惠 一等奖 

12 ZJS202007092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混合式”教学在礼仪教育教

学中的实践探索 
刘惠 一等奖 

13 ZJS202007096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双螺旋、四链接、五

协同、六诊进”礼仪育人模式的

构建与实证研究  

余楠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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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ZJS202007104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内蒙

古逸香茶研社 

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文化融合环

境下高职院校茶艺礼仪与育人

模式的研究 

王卫平 一等奖 

15 ZJS202007106 天门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以礼仪文化为载体的

学生核心素养培育模式研究 
殷遇骞 一等奖 

16 ZJS202007131 中华职业学校 

基于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中华

文明礼仪课程的开发与应用研

究 

黄玉璟  一等奖 

17 ZJS202007134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礼仪

教育教学资源校企共建研究与

实践  

王岚 一等奖 

18 ZJS202007137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职业院校礼仪课程资源建设研

究  
郭婷婷 一等奖 

19 ZJS202007145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与行业共建共用的医务礼仪课

程的探索 
梁洁 一等奖 

20 ZJS202007158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礼仪文化融入铁路运营管理人

才培养路径研究 
张玉鹏 一等奖 

   
 

  

二等奖(30个) 
序
号 

课题编号 申报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奖项 

1 ZJS202007001 

柳州市职业教育研究所、  

柳州市教育局、柳州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中华礼仪文化推动民族地区职

教文化发展的价值研究——以

柳州市为例 

杨勇勤 二等奖 

2 ZJS202007003 济宁市技师学院 
校企合作背景下职业院校礼仪

教育培养体系研究 
闫运波 二等奖 

3 ZJS202007007 
吉林省城市建设学校、吉林

信息工程学校 

中职生礼仪素养培养与职业发

展契合度的研究 
桑迎春 二等奖 

4 ZJS202007026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中职卫生学校中华文明礼仪教

育实践研究 
刘秀敏 二等奖 

5 ZJS202007028 临沂职业学院 

新时代沂蒙精神融入职业院校

中华文明礼仪素养教育的研究

与探索 

张克彩 二等奖 

6 ZJS202007033 保定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礼仪教育在职业院校养成教育

中的实践价值研究 
薛艳格 二等奖 

7 ZJS202007035 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 
新形势下中职礼仪教育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提升的对策研究 
陈欣  二等奖 

8 ZJS202007040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 

社团活动在中职学校学生文明
礼仪教育中的作用发挥研究与
实践——以重庆市育才职业教
育中心为例 

何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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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ZJS202007041 河南省南阳工业学校 
职业院校文明礼仪教育与学生

综合素质提高的实践研究 
郭坚 二等奖 

10 ZJS202007043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苏州非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职场礼仪训练体系实践探索研

究 
张华 二等奖 

11 ZJS202007055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成都小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职业院校礼仪课程一体化教学

研究 
赖良杰 二等奖 

12 ZJS202007059 

珠海尚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珠海尚韵礼商书院）、  广

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协同创新礼仪育人模式研

究与实践——以粤港澳大湾区

高职院校为例 

陈银娇 二等奖 

13 ZJS202007061 北京市房山区第二职业高中 
礼仪教育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

升的实践研究 

刘秀梅

田守兰 
二等奖 

14 ZJS202007083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中华传统服饰礼仪与形象设计

专业内涵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孙瑜蔚 二等奖 

15 ZJS202007088 北京商贸学校 
礼仪大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

高的实践研究 

孟婧  

徐少阳 
二等奖 

16 ZJS202007098 雄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礼仪教育丰富校园文化建设研

究——以雄县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为例 

杨运潮  

李志娟 
二等奖 

17 ZJS202007105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中华茶文化和文明礼仪教育融

合与共生发展研究   
熊飞 二等奖 

18 ZJS202007107 哈尔滨市卫生学校 
中职学校学生礼仪素养“立体

式”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 

宫晓波  

于蕾 
二等奖 

19 ZJS202007115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构建中职校“两个层面，三个环

节”礼仪教育体系的研究 
周立伟 二等奖 

20 ZJS202007127 临沂市商业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社会“三

位一体”的文明礼仪教育内容与

途径研究 

任华丽 二等奖 

21 ZJS202007130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厦门市

龙山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 

职教礼仪课程的闽南文化特色

资源开发与海丝国际化运用研

究 

陈旭辉 二等奖 

22 ZJS202007133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化视野

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双语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王勇 二等奖 

23 ZJS202007139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三维”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求

职礼仪》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黄亚兰 二等奖 

24 ZJS202007140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节俗文化在高职院校礼仪课程

资源中的开发利用研究 
 李霁 二等奖 

25 ZJS202007141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中职学校文明礼仪教育“课程思

政”内容与路径研究与实践 
肖成英 二等奖 

26 ZJS202007148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艺术教育与文明礼仪的融合研

究 
李亚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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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ZJS202007152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孔

子研究院 

文明礼仪在线课程建设及高职

礼仪教育研究与实践——以《儒

礼今用》课程为例 

赵守红 二等奖 

28 ZJS202007160 天门职业学院 
高等职业院校茶文化礼仪教育

的育人路径研究 
郭帮 二等奖 

29 ZJS202007164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礼仪文化的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

究 

赵仁平 二等奖 

30 ZJS202007177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

研究院蒙台梭利教育分院、

北京威德国际教育集团 

以中国茶礼仪教育促进幼儿教

师素养提升的实践研究 赖雅微 二等奖 

   
 

  

三等奖(30个) 
序
号 

课题编号 申报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奖项 

1 ZJS202007005 
湖北省恩施市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 

中职学校文明礼仪教育现状与

发展目标、任务和途径研究 
王健 三等奖 

2 ZJS202007008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职院校文

明礼仪教育评价体系构建、评价

标准研究 

刘硕 三等奖 

3 ZJS202007011 徐州开放大学 中西礼仪文化比较研究 杨维炜 三等奖 

4 ZJS202007023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山西麟

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美育在中华文明礼仪中的设计

与实践研究 
张金 三等奖 

5 ZJS202007025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上

海大可堂茶馆有限公司、南

昌香格里拉大酒店 

提高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礼仪

教育途径研究与实践 
陶 燕 三等奖 

6 ZJS202007046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礼仪情景化展示在文明礼仪教

育中的作用发挥研究与实践 
昃丽娜 三等奖 

7 ZJS202007056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泰安校区 
手机普及环境下职业院校学生

文明礼仪教育环境的建设研究             
王韶燏  三等奖 

8 ZJS202007057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厦门市

旅游职业教育集团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网红主播的

文明礼仪表达探索研究 
许欣欣 三等奖 

9 ZJS202007058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妈祖文化与职业院校中华文明

礼仪教育的融合研究与实践 
杨丽贞 三等奖 

10 ZJS202007065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少数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校园文

化建设礼仪课程体系研究与实

践    

张慧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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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ZJS202007067 云南省广播电视学校 

职业院校文明礼仪实践教学体

系的研究与探索——以“昆明翠

湖片区历史纪念馆群”专题片制

作过程为例  

李江波 三等奖 

12 ZJS202007071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双高时代化工类高职院校礼仪

文化的培育与传承研究 
张昭 三等奖 

13 ZJS202007073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

华文明礼仪实践研究 
唐晨譞 三等奖 

14 ZJS202007082 淄博职业学院 
跨文化背景下职业院校来华留
学生中华文明礼仪教育实践研
究 

王雅菲 三等奖 

15 ZJS202007085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文明礼仪教育融入青海高职院

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践研

究 

周玉花 三等奖 

16 ZJS202007091 
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基于西藏中职生校园文明礼仪

现状下学生礼仪素养提升的研

究 

简秋静 三等奖 

17 ZJS202007101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院校“四位一体”推进中华

文明礼仪教育的研究 
李东 三等奖 

18 ZJS202007116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会计专业校企协同创新礼

仪育人模式研究   
龚诤 三等奖 

19 ZJS202007121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旅游专业群礼仪文化教育

项目育训模式研究与实践 
杨瑄 三等奖 

20 ZJS202007124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烟台市礼仪协会 

中华文明礼仪“进校园、进课堂”

体制机制研究 
杨建新 三等奖 

21 ZJS202007126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烟台市礼仪协会等 

职业院校礼仪教育开放式项目

教学模式研究 
邢丽 三等奖 

22 ZJS202007138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礼仪课程教学资源建

设与应用研究 
谢曼丽 三等奖 

23 ZJS202007149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礼仪教育“课程思政”路径研究

与实践 
李燕 三等奖 

24 ZJS202007151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混合式”教学在职业院校服务

礼仪教育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陶雪艳 三等奖 

25 ZJS202007154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院校文明礼仪现状与途径

研究 
林夕宝 三等奖 

26 ZJS202007156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服务类专业学生文明

礼仪教育三位一体培养路径研

究 

唐忍雪 三等奖 

27 ZJS202007172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礼仪教

学内涵建设及特色培养路径研

究 

苏培 三等奖 

28 ZJS202007173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河源市

礼仪协会 

中华文明礼仪校外实践模式与

路径研究——以“体验式”夏令

营为例 

徐微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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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ZJS20200717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课堂教学中教师礼仪

素养研究——以山东水利职业

学院为例 

许殿生 三等奖 

30 ZJS202007179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幼儿教师职业礼仪三位

一体培养途径的研究 李颉 三等奖 

  
 
 
 

 
   

优秀奖（64个） 
序
号 

课题编号 申报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奖项 

1 ZJS202007006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技工院校商务礼仪课程“三方多

元”过程化考核方式的研究 
曹琴 优秀奖 

2 ZJS202007009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民办应用型高校体育礼仪教学

体系构建研究 
张瑞超 优秀奖 

3 ZJS202007010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课程思政视角下高职院校传统

礼仪传承研究    
肖丽 优秀奖 

4 ZJS202007012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职业院校对

中华文明礼仪教育体系构建及

评价标准研究 

葛幸元 优秀奖 

5 ZJS202007013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英语专业学生礼仪素质与

职业发展支撑度的研究 
余丹娜 优秀奖 

6 ZJS202007015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院校文明礼仪在第二课堂

中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探索

——以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为例 

郑有想 优秀奖 

7 ZJS202007017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礼仪教育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

高的实践研究  
刘声扬 优秀奖 

8 ZJS202007019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全员参与的职业院校中华

文明礼仪课程实践教学研究    
丁昌勇 优秀奖 

9 ZJS202007021 雄县教育局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中小学文

明礼仪课程衔接的实践研究 

刘振岭  

李志娟 
优秀奖 

10 ZJS202007024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传统民间工艺文化元素在礼仪

教学中的探索与研究 
任家永 优秀奖 

11 ZJS202007031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大学生魅力塑造与礼

仪教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张有武 优秀奖 

12 ZJS202007034 江苏省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职业院校文明礼仪社团服务社

会路径与实践研究——以宿迁

高等师范学校为例 

宋碧  

韩勇 
优秀奖 

13 ZJS202007039 盐山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中职学生文明礼仪的传承与实

践的研究 
高俊涛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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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ZJS202007042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文明礼仪视域下职业院校

教师服务社会的实践研究 杨新春  优秀奖 

15 ZJS202007048 天门职业学院 

文明礼仪教育在职业院校工科

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以天

门职业学院为例 

陈鹏 优秀奖 

16 ZJS202007049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中华文明礼仪教育在职业院校

中的融入方式探索 
何难绝 优秀奖 

17 ZJS202007052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中华文明礼仪传承、传播、发展、

创新实践研究——以山东水利

职业学院为例 

薛琼 优秀奖 

18 ZJS202007060 

科尔沁艺术职业学院、北京

商鲲教育控股集团、北京广

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礼仪教育促进职业院校学生综

合素质提高的实践研究 
师文雯 优秀奖 

19 ZJS202007063 
河北南皮县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 

职业高中校园礼仪教育实践研

究 
刘金星 优秀奖 

20 ZJS202007064 
湖北省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

集团 

 社团活动在文明礼仪教育中的

作用发挥研究与实践 
曾霞林 优秀奖 

21 ZJS202007068 沽源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礼仪教育促进职教学生综合素

质提高的实践研究--以沽源县

职教中心为例 

刘晓博

艾丽芬 
优秀奖 

22 ZJS202007069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工匠精神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

礼仪素养提升研究     
田应辉 优秀奖 

23 ZJS202007070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文明礼仪教育“双课融合进阶

式”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以武汉

城市职业学院为例 

李琦 优秀奖 

24 ZJS202007072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新常态下“泛礼仪”文化传承在

酒店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谢璐 优秀奖 

25 ZJS202007074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省米乐言少儿口才咨询

有限公司 

新时代礼仪教育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提高实验研究 韩振霞 优秀奖 

26 ZJS202007076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开封大学 

双高校建设背景下礼仪教育对

高职生影响的实践研究 
苑伟娟 优秀奖 

27 ZJS202007078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以就业为导向的礼仪教育教学

实践研究——以青海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 

苏尔 优秀奖 

28 ZJS202007079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大思政背景下高原民族

地区高职院校中华文明礼仪教

育实践途径的研究 

祁鸣 优秀奖 

29 ZJS20200708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传统礼

仪文化推广实践研究 
文臻 优秀奖 

30 ZJS202007087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礼仪操促进学生综合素质

提高的实践研究 宁薇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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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ZJS202007090 长春国际经济贸易职业中专 
信息技术推动中职礼仪课堂教

学改革的实践研究 
张岭 优秀奖 

32 ZJS202007093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中华文明礼仪进校园，进课堂的

体制机制研究 
徐娅 优秀奖 

33 ZJS202007095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应用

型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黎晓明 优秀奖 

34 ZJS202007099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三维向度”礼仪教育与生态文

明素养培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田园 

张福新 
优秀奖 

35 ZJS202007108 石家庄交通运输学校 
三位一体，知行合一职业礼仪育

人研究 
杨城 优秀奖 

36 ZJS202007109 
新疆供销学校、新疆供销技

师学院 

新时代中华文明礼仪教育发展

模式研究 

涂灵 

王慕欣 
优秀奖 

37 ZJS202007110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中华文明礼仪国家级资源

库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张春霞 优秀奖 

38 ZJS202007111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文化强省背景下，新时代大学生

文明礼仪教育模式探究——以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为例 

许维东 优秀奖 

39 ZJS202007114 重庆市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 
基于“互联网”创新中职文明礼

仪教育模式的实践研究 
李 云 优秀奖 

40 ZJS202007117 吉林省城市建设学校 
立德树人与文明礼仪养成教育

有效融合的研究  
张利 优秀奖 

41 ZJS202007119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工

程技术学院 

 礼仪教育丰富校园文化建设研

究——以郑州职业院校为例 刘瑛  优秀奖 

42 ZJS202007122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基于高职院校礼仪教育课程体

系的学生文明规范养成新模式

研究 

武婕 优秀奖 

43 ZJS202007128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信息技术与文明礼仪教育教学

的融合与创新研究 
张雯鑫 优秀奖 

44 ZJS202007136 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礼仪教育“课程思政”内容与路

径研究与实践 
李云姝 优秀奖 

45 ZJS202007142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课程思政背景下职业院校中华

文明礼仪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谢贝妮 优秀奖 

46 ZJS20200714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田森（山

西）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职业院校礼仪课程的地方特色

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以山

西为例 

王锦萍 优秀奖 

47 ZJS202007144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基于项目化教学《酒店服务礼

仪》课程的应用研究 
孙秀娟 优秀奖 

48 ZJS202007146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中华文明礼仪教育“课

程思政” 内容与路径研究与实

践   

王军梅 优秀奖 

49 ZJS202007147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物业礼仪课程教学资

源校企共建与共享机制研究 
井凤娟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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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ZJS202007155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基于“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职业

院校中华礼仪文化意识培养方

法、手段及路径研究 

刘国平 优秀奖 

51 ZJS202007157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墨题诗文化传媒公司 

高职院校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的路径研究 
盛夏 优秀奖 

52 ZJS202007159 
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职业

技术教育中心 

中华文明礼仪“进校园，进课堂”

融入职业教育育人路径研究 —

—以沽源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为例 

黄晓明  

吴晓瑜 
优秀奖 

53 ZJS202007161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推进中华文明礼仪教

育的路径研究  
施敏发 优秀奖 

54 ZJS202007162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慧航教

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职业院校文明礼仪教育与职业

素养融合研究 
张原生 优秀奖 

55 ZJS202007163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崇德修身、尚善明礼——中华传

统文化背景下高职学生文明修

身教育的提升路径探究 

辛莉 优秀奖 

56 ZJS202007165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传统礼仪文化融入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的路径探究 
董金玲 优秀奖 

57 ZJS202007166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文明礼仪教育

途径的研究与实践 
姜灵芝 优秀奖 

58 ZJS202007167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职业本科礼仪教育路径研究—

—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为例 
卢蕙娟 优秀奖 

59 ZJS202007169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中华文明礼仪教育融入高职学

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的途径研

究 

丁兰华

李智勇 
优秀奖 

60 ZJS202007170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袁氏世范》和谐家礼视域下中

职生培养的路径研究 
孙静静 优秀奖 

61 ZJS202007171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省茶艺师协会 

职业院校师生茶艺礼仪文化服

务社会的路径与实践研究——

以福建闽南地区职业院校为例 

张娴静 优秀奖 

62 ZJS202007174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省天水黄河雕漆文化产

业园 

职业院校学生文明礼仪与人文

素养融合路径研究 曹佳玲  优秀奖 

63 ZJS202007175 天门职业学院 
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礼仪教学能

力提升途径的研究 
阳 军 优秀奖 

64 ZJS202007178 重庆市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 
中职学校文明礼仪教育教学复

合型教师培养实践研究 
张建川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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