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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湘教工委通〔2020〕7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提升工程省级项目结项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开展 2019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省级

项目结项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厅委组织第三周期内 2019年 10

月建设周期结束的项目（不含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大学生心理

素质提升示范校建设项目）；第一周期、第二周期中未结项的项

目（不含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示范校建设

项目）进行了结项答辩，现将结项结果通知如下。

1.此次共受理结项申请 200项，其中第三周期立项项目 144

项，第二周期立项项目 51项，第一周期立项项目 5项。

2.第三周期 144 项项目中，准予 141 项结项，其中“‘师说’

师道，‘子曰’子美”等 45项项目为优秀，“新时代高校升国旗仪式

主题教育活动的文化传承创新与实践”等 96项项目为合格，其余

3项项目暂缓结项（见附件 1）。

3.第二周期 51 项项目中，准予 51 项结项，其中“少数民族

大学教育辅导员团队”等 16项项目为优秀，“‘核心价值观领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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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学生党员教育辅导团队”等 35项项目为合格（见附件 2）。

4.第一周期 5项项目中，准予 5项结项，结项结果均为合格

（见附件 3）。

为严肃项目管理，经研究决定，今后对 2018年 12月（含）

之前项目建设到期且未申请结项的项目不再组织结项（不含大学

生德育实践项目、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示范校建设项目），项目

负责人 5 年内不得申报我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项

目。对于第三周期内 2019年 1月至 10月到期未结项的项目，须

由课题负责人提出申请，经学校管理部门同意后，提交至省委教

育工委宣传部，经批准可延长建设期限 1年。

请各高校切实加强立项项目指导与管理，确保项目建设进度

与质量。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受理申报项目延期结项联系人：张

琳，联系电话：0731-89823585。

附件：1.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第三周期省级项目结

项结果

2.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第二周期省级项目

结项结果

3.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第一周期省级项目

结项结果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湖南省教育厅

2020年 4月 16日



附件 1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第三周期省级项目结项结果

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8WL02 中南大学 杨鹰 “师说”师道，“子曰”子美 优秀

18WL35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赵曦 打造指尖上的智慧化微党建——基于微信平台的高职院校实习生党建管理研究 优秀

17GC03 湖南大学 柳礼泉 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咨询督查和指导引领工作机制研究与实践 优秀

17GC04 湖南师范大学 向发意 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体系构建 优秀

17GC0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建兵 大数据背景下基于微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与实践 优秀

17GC11 湖南科技大学 尹风雨 新时期大学生典范教育“1234”模式的实践与创新 优秀

17GC20 怀化学院 游振华 地方本科院校学生预警教育管理模式探索与实践 优秀

17GC22 长沙学院 蒋晓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慕课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优秀

17GC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谢丽君 微时代下主题教育的“微”创新 优秀

17GC38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赵丹 基于“道德储蓄银行”平台的高职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机制创新与实践 优秀

17GC40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欧芳 女杰文化融入高职女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模式探索 优秀

17GT01 中南大学 马俊 麓园青年志愿者服务站 优秀

17GT05 湖南中医药大学 焦珞珈 以“1+1+1”志愿服务活动为载体，深入推进中医药文化进社区 优秀

17MS03 湘潭大学 丁小燕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优秀

17MS20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罗燕 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与职业指导* 优秀

17WL02 中南大学 马跃如 “化语轩”平台文化品牌体系建设探究 优秀

17WL03 湖南大学 徐国正 文化+创新+易班 优秀

17WL05 湖南师范大学 黄丽萍 思想与文化引领比肩同行——“中央 C”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 优秀

17WL13 湖南科技大学 莫江平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三化一体”模式探索与实践 优秀

17WL14 吉首大学 汪淑娟 “吉大先锋”——网络育人平台构建与实践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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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7WL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肖望兵
讲好“校园好故事”，传播“校园好声音”——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官方微信平台建设与

实践
优秀

17WL31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少利 新媒体在高校思政宣传教育中的应用——“梦之蓝”校园微信平台建设 优秀

16GC05 湖南师范大学 何旭娟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传播教育体系构建 优秀

16GC1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袁红梅 自媒体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改革与创新 优秀

16GC20 湖南文理学院 王良波 处级干部联系班级、党员干部与专任教师联系寝室制度建设 优秀

16GC24 怀化学院 谭伟平 问题导向下高校思政教育“一观四维”的路径创新 优秀

16GC30 湖南女子学院 向前 阳光家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机制创新 优秀

16GC38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田文艳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基于职业精神培育的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创新 优秀

16GC43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於燃原 “雏鹰”志愿者工作站牵引下的“1+N”德育平台构建与创新 优秀

16GC44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邓艳芳 云空间运用下的红色文化育人研究与实践 优秀

16GT01 中南大学 胡杨 中南大学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共同体 优秀

16GT03 湖南农业大学 张立 “高校+社区”校地联动大学生志愿服务模式构建及探索 优秀

16GT07 湖南文理学院 黄向阳 “大学联合乡村·学生携手村民"——校村互动打造实践育人共同体的探索 优秀

16GT14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铁明太 “湘外——铜官窑”实践育人共同体 优秀

16MS11 湖南工商大学 易玉梅 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教育指导* 优秀

16MS13 衡阳师范学院 何芳 女大学生德育美育教育* 优秀

16MS15 湖南城市学院 王静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优秀

16MS26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张晓琳 思想政治教育* 优秀

16MS35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钟冲 学生日常事务管理* 优秀

16MS37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刘瑞蕾 思想政治教育* 优秀

16WL01 中南大学 刘正宗 中南小团子 优秀

16WL02 中南大学 李涛 基于易班平台的网络社区建设与创新实践 优秀

16WL03 湖南大学 吴仰湘 传统文化创意“微”产品 优秀

16WL04 湖南大学 程华 微视频网络工作室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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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6WL07 长沙理工大学 丁丹 “网络 E家”——二级学院网络文化平台建设 优秀

18GC1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健林 新时代高校升国旗仪式主题教育活动的文化传承创新与实践 合格

18GC27 湖南工学院 张忠贤 讲好湖工故事，传播榜样力量 合格

18GC3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李兆丰 加强公寓文化建设创新公寓育人模式 合格

18WL08 湖南中医药大学 钟艳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实践 合格

18WL15 湖南文理学院 李红革 “八学期•八主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成果网络展示与推广平台构建 合格

18WL26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丁玲 “心灵之约”——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高校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实践 合格

17GC01 中南大学 汤志斌 基于人体形态馆的生命教育新模式构建与探索 合格

17GC06 长沙理工大学 黄自力 “主导型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与探索 合格

17GC07 湖南农业大学 刘峻峰 大学生信任危机“三位一体”预防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合格

17GC16 衡阳师范学院 蒋杰 高校学生党员全程教育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合格

17GC18 湖南城市学院 王皓 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创新研究与实践 合格

17GC21 湖南科技学院 刘华 “党团先锋工作室”德育实践平台的构建与提升研究与实践 合格

17GC23 湖南工学院 陈健 地方本科院校构建发展性学业辅导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合格

17GC24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邹华秀 初中起点六年制工费定向师范生前两年教师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合格

17GC28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王庆国 “三月德育实践活动月”主题教育活动构建与实践 合格

17GC32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孙义军 “金字塔”学习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改革创新 合格

17GC36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鄢东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高职院校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合格

17GT02 湘潭大学 魏晓林 “梦想社区”高校志愿服务实践育人共同体 合格

17GT03 湖南农业大学 覃红燕 “5-4-3”高校社团进社区实践育人模式构建与实践 合格

17GT0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冬林 “微礼之行”大学生德育实践共同体 合格

17GT06 湖南文理学院 刘瑛 “银校联动”诚信文化教育基地实践育人共同体构建及探索 合格

17GT07 湖南城市学院 龙文 “弟子规留守儿童成长公益夏令营”社会实践育人共同体 合格

17GT09 怀化学院 董正宇 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主线引导大中专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合格

17GT1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孙锋 校企融合，共育 95后青春养老人 合格

17GT1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蔡丽平 关爱农民工聋哑子女“六一”工程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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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7MS05 湖南农业大学 张胜利 高校就业指导* 合格

17MS0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健林 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17MS07 湖南科技大学 刘学泳 党团建设和班级建设* 合格

17MS14 湖南城市学院 冷红 学生党建和心理健康* 合格

17MS22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彭伟 党团和班级建设* 合格

17MS24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敏 思想政治教育、日常事务管理* 合格

17MS26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熊伟娥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合格

17MS29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邓飞 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合格

17MS35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丽平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合格

17WL01 中南大学 马俊 “机电小齿轮”——二级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合格

17WL07 长沙理工大学 邱国良 “微云平台”矩阵下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 合格

17WL08 湖南农业大学 胡喜海 “‘微’言立‘信’”主题活动助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合格

17WL10 湖南中医药大学 宋翠平 构筑“杏林春暖”微信公众平台 助推中医药文化传播新阵地 合格

17WL16 湖南工商大学(原湖南商学院） 张贵华 润物细无声——“湖小工”微信公众平台集群建设 合格

17WL19 湖南文理学院 唐国胜 “群旗下的讲话”——以微信群为载体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活动 合格

17WL20 湖南城市学院 王宗新 红色旅游联盟网 合格

17WL21 怀化学院 张义秋 “青春筑梦”双线互动育人平台探索与实践 合格

17WL22 湘南学院 袁青兰 “宿冉湘南”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合格

17WL25 湖南工学院 李文珊 新媒体视域下“安工映像”校园文化主题活动网络平台建设 合格

17WL26 湖南女子学院 刘琼 文学与传媒系“师&姐”APP 合格

17WL3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柳琼 大数据背景下的云平台育人评价体系——第二课堂成绩单管理系统 合格

17WL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谭小雄 “红色基因文化苑”微信平台建设 合格

16GC01 中南大学 刘有才 基于学生骨干队伍建设的研究生心理朋辈互助工作探索 合格

16GC02 中南大学 赵永正 高校研究生党团班建设创新探索 合格

16GC04 湖南大学 谭琳 高校大学生职业胜任力提升探索 合格

16GC06 湘潭大学 唐检云 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促进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拓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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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途径

16GC07 长沙理工大学 艾楚君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的运行机制 合格

16GC11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李晓红 基于中医文化传承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 合格

16GC14 湖南科技大学 颜柯 大学生婚恋教育平台创建与实践 合格

16GC15 吉首大学 胡建文 经典阅读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创新实践 合格

16GC19 衡阳师范学院 彭斌 建构高校校园自媒体传播新机制 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 合格

16GC31 长沙师范学院 胡建 “继承徐老传统，弘扬雷锋精神”——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 合格

16GC32 湖南医药学院 吴媛媛 辅导员工作专业化的探索与实践 合格

16GC33 湖南信息学院 姜佐澧 构建“互联网+”背景下的“4M”大学生德育实践平台 合格

16GC35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肖凡 拥抱 512，传承“提灯”情 合格

16GC36 邵阳学院 杨迎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与实践 合格

16GC3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李斌 高职院校孤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的创新与实施 合格

16GC4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树德 基于人人成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建设研究 合格

16GC42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曹志超 感恩资助 励志成才 全面助推艺术生健康成长 合格

16GC45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王为 以项目为抓手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合格

16GC48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李常 高职院校班主任团队带头人制度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合格

16GT04 湖南科技大学 尹风雨 基于“五共五化”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共同体建设 合格

16GT06 衡阳师范学院 曹鑫 “益心益意”实践育人共同体 合格

16GT09 湖南女子学院 张红文 协同共建背景下的大学生实践育人机制建设 合格

16GT1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陈晖 校企共建 圆梦商务——湘商新人成长计划 合格

16MS03 湘潭大学 黎益君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16MS06 湖南中医药大学 章小纯 思想政治教育——医德涵育* 合格

16MS08 湖南科技大学 曾淑艳 大学生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合格

16MS14 湖南工程学院 尹湘鹏 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16MS20 湖南工学院 李光红 心理咨询与辅导* 合格

16MS21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袁耀宗 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技能提升与职业理念培养*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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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6MS2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姚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16MS28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王晨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合格

16MS29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邓玉喜 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合格

16MS30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凤斌 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 合格

16MS32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伍瑛 职业生涯规划* 合格

16MS38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肖艳群 大学生成长辅导* 合格

16MS39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玲林 学生党团组织与班级建设* 合格

16WL10 南华大学 刘和福 “两弹一星”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合格

16WL12 湖南科技大学 廖志鹏 “大学生通讯社”新媒体立体化平台建设 合格

16WL13 湖南科技大学 刘文俊 学 e通—高校学风建设的 O2O平台 合格

16WL15 衡阳师范学院 王慧 打造高校网络“评家”队伍助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16WL16 湖南文理学院 耿苇 网络文化与时事热点的融合——青年热点沙龙 合格

16WL17 湖南工程学院 黄琴 基于红色文化的微信平台构建 合格

16WL19 怀化学院 曾湘萍 辅导员微课堂 合格

16WL21 湘南学院 李涛 “红医学堂”微信公众号 合格

16WL26 湖南女子学院 张红文 “她时代”梦想工作室 合格

16WL28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胡业权 《晨钟》电子杂志 合格

16WL31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易今科 依托”四微一平台“，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方式 合格

16WL39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杰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的运用与实践——以“微党课”为例 合格

16WL40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胡小和 让医学生的灵魂在健康向上的校园网络平台上修炼 合格

17GC09 湖南中医药大学 何文智 基于学术论坛的研究生“1+X”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 暂缓结项

16GC27 长沙医学院 曾昭伟 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暂缓结项

16GC34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刘俊国 应用技术型民办本科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与实践 暂缓结项

注：*表示湖南省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项目聚焦的专业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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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第二周期省级项目结项结果
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5F01 中南大学 彭春丽 少数民族大学教育辅导员团队 优秀

15F03 湖南大学 黄伟妮 树人以德 育人以情——大学生心灵成长辅导团队 优秀

15F06 长沙理工大学 刘卓明 “我们向太阳”系统性班级团体辅导实践团队 优秀

15F09 湖南中医药大学 何桂华 “涌泉”辅导员团队 优秀

15F17 湖南文理学院 刘双 湖南文理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辅导员团队 优秀

15F34 湖南医药学院 唐婧婧 微课传情——高校思想政治“微”教育团队 优秀

15F38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余卉 “立德树人 筑梦引航”女大学生三成教育辅导员团队 优秀

15SF0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秦立春 打造精品社团，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高地 优秀

15SF09 怀化学院 董正宇 “成长七彩路”——大学生成长素质拓展训练营特色育人项目的建设与实践 优秀

14F01 中南大学 张金学 “博艺筑梦”大学生素质提升和品格修炼辅导员团队 优秀

14F02 湖南大学 王莎 “微言青春梦”——大学生网络思政团队 优秀

14F07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李雪晶 “杏林之家”公寓德育建设辅导员团队 优秀

14F33 湖南医药学院 曹阳 “灿烂情空”情感专家辅导员团队 优秀

14SF04 长沙理工大学 黄自力
“基础+主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3+3+3”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

建研究与实践
优秀

13F19 湖南信息学院 伍冬云 放飞梦想——辅导员创业指导团队 优秀

13SF11 湖南女子学院 罗婷 建设阳光校园文化 培养“四自”女性人才 优秀

15F02 湖南大学 陈义红 “核心价值观领航工程”——大学生党员教育辅导团队 合格

15F0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张胜利 “授人以渔”优秀辅导员团队 合格

15F14 湖南工商大学 周军军 “追梦一族”辅导员团队 合格

15F18 湖南工程学院 罗荃 “人职匹配”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员团队 合格

15F20 邵阳学院 蔡玉梅 邵阳学院“梦·青春”德育导师团队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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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5F23 湘南学院 石苗 “远行导航”——校园文化建设团队 合格

15F29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禹晗 “雨人”大学生生涯导航服务团队 合格

15F32 湖南女子学院 黄灵芝 “指南针”辅导员团队 合格

15F37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李惠华 “我成长·我快乐”系列主题班会辅导团队 合格

15F44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陈华娟 “三型”（阳光型、专业型、拓展型）护理人才培养辅导员团队 合格

15F50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华艳 “启航”辅导员团队 合格

15SF03 湖南农业大学 周清明 推进校领导接待日 构建民主和谐校园 合格

15SF07 湖南工商大学（原湖南商学院） 曾伏秋 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四三二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合格

15SF08 湖南城市学院 罗成翼 区域高校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联动合作机制构建与实践 合格

14F10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邹华秀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学生成长辅导团队 合格

14F11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刘洁 初中起点本科层次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生管理和服务研究团队 合格

14F19 湖南工程学院 晏莉 “琢玉”辅导员团队 合格

14F20 南华大学 崔泽文 “医路成长”辅导员博客团队 合格

14F23 湖南理工学院 蔡奕 “慕 future”学生文化研究辅导员团队 合格

14F27 邵阳学院 宁康琪 “1+X”模式下的“心语”辅导员团队 合格

14F29 湖南城市学院 王宗新 “牵手未来”辅导员团队 合格

14F30 湘南学院 陈莉 “梦想启航”——生涯规划辅导员团队 合格

14F37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方红梅 “助推·成长”教管相长型辅导员团队 合格

14F38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吴珍 生机 F.L.Y辅导员团队 合格

14F45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邹欣云 基于“知兰达雅”工作平台的公寓辅导员团队 合格

14SF01 中南大学 高山 大学生志愿服务“四个面向”实践工程 合格

14SF02 湖南大学 徐国正 高校辅导员团队网络思政平台建设探索与实践 合格

14SF05 湖南农业大学 陈冬林 大学生素质拓展活动教育学分制的探索与实践 合格

14SF07 湖南中医药大学 葛金文 三大德育答辩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合格

14SF09 湖南女子学院 成荷萍 运用主题班课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合格

14SF13 湖南文理学院 王良波 弘扬地方文化、创新德育模式—以艺术教育引领素质教育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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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4SF18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皮洪琴 高职学生职业精神培育 合格

13F08 南华大学 周艳玲 “追梦人”辅导员团队 合格

13F14 湖南城市学院 曾遴琳 “春风化雨知心人”辅导员团队 合格

13F15 衡阳师范学院 陈灿灿 “津梁之光”辅导员团队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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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第一周期省级项目结项结果

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2J01 中南大学 高山 中南大学海峡两岸大学生创业交流研习营 合格

11J26 湘南学院 江萍 实施“三位一体”校园红色文化教育工程 合格

11T46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彭利余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四化”模式构建与实践 合格

10J33 湖南医药学院 徐华平 爱心文化建设 合格

10J36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谭见君 提升高职院校社团文化艺术节品牌效应强化校园文化育人功能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