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0〕292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
素质提升工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
创新项目等四类项目结项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开展 2020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项目

结项工作的通知》要求，11 月 16日至 12 月 1 日，我厅委开展

了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第三周期内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改革创新项目、网络文化精品项目、实践育人共同体建

设项目、辅导员名师工作室项目等四类项目结项工作，共收到

128项项目结项申请，其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项目 46

项、网络文化精品项目 33项、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项目 11项、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项目 38项。

经结项答辩、专家评审，126 项予以结项，其中“高校班长

能力素质提升营”等 38项项目为优秀，“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等 88项项目为合格；“涉外小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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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平台建设项目暂缓结项；基于学术论坛的研究生“1+X”思

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项目予以撤销。

附件：2020 年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项目等四类项目结项结果

湖南省教育厅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0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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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
创新项目等四类项目结项结果

编号 学校名称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7GC02 湖南大学 成黎明 高校班长能力素质提升营 优秀

17GC17 湖南文理学院 乔 臣 艺术教育品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路径选择与平台建设探索 优秀

17GC33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吴铁平 “唤醒心灵的艺术”——“激励-唤醒”教育理念在大学生素质培养中的拓展实践 优秀

17GC35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黄策先 高职院校志愿者之校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优秀

17GC39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 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 优秀

18GC01 中南大学 徐 赞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中南大学为例 优秀

18GC03 湖南师范大学 周俊武 “校地合作 区校共建”实践育人协同体系构建探索 优秀

18GC06 长沙理工大学 邱国良 “匠心学堂”：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 优秀

18GC17 衡阳师范学院 陈君生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平台“行知书院”建设与实践 优秀

18GC22 湖南科技学院 唐华山 新时代背景下“三有”大学生“认知•践行”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优秀

18GC35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唐柳荷 美丽新湖南愿景下生态文明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优秀

18GC38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夏红球
“三因”理念下高职院校党校“三三制”培训模式创新——以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

术学院党校为例
优秀

18GC39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彭新宇 高职院校“三全育人”大思政格局的构建 优秀

18GC41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邵建平 传承“火车头”精神 推行“半军事化”管理 优秀

18GC43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叶星成 “四个一”文化育人 创新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模式实践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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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7WL27 长沙师范学院 彭 坚 聂导说事儿“小故事大道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思政微信平台 优秀

18WL01 中南大学 汪 平 “56 度中南”新媒体工作室 优秀

18WL03 湖南大学 杨雅雯 “麓山心语”网络工作室 优秀

18WL04 湖南师范大学 陈丽荣
辅导员“网红”微宣讲 青年学子微课堂——构建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

平台
优秀

18WL11 湖南工业大学 熊 雄 Q动力——高校德育交互式平台 QQ 场的构建及应用 优秀

18WL18 长沙学院 姜巧玲 基于心理服务类 APP 的网络心理育人模式构建 优秀

18WL20 湖南工学院 刘吉兆 “花械花开”——朋辈语系下思想政治教育“四微”生态建设与实践 优秀

18WL29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周 璠 手机 APP 网络文化精品建设初探 优秀

18WL38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刘妍君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互联网+”的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创新与实践 优秀

17GT1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蔡海鹏 湖南省学生军训协同创新实践 “双共同体”建设与实践 优秀

18GT03 长沙理工大学 王学成 “守护一江碧水”——水污染防治社会实践育人共同体 优秀

18GT09 长沙师范学院 王雪峰 “三扶行动”——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实践育人共同体 优秀

16MS01 湖南大学 李 曼 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 优秀

16MS07 南华大学 马 军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优秀

16MS24 湖南医药学院 姜 俊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优秀

16MS36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肖 明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习惯养成教育* 优秀

17MS01 中南大学 易险峰 班团文化体系建设* 优秀

17MS02 湖南大学 茹 娜 思想政治教育* 优秀

17MS04 长沙理工大学 丁 丹 学业发展辅导* 优秀

17MS25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刚 良 农业类高职大学生职业素养养成与职业道德培育* 优秀

18MS03 湖南师范大学 刘宓蜜 辅导员职业素质能力提升* 优秀

18MS19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陈 阳 实践育人*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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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8MS23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刘嫔妮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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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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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17GC05 湘潭大学 马 卿 打造文化艺术创新实践基地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合格

17GC10 南华大学 谢四平 基于大学生职业素质提升的“553 工程”实践模式探索 合格

17GC13 湖南工业大学 江 轶 民族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与实践 合格

17GC19 邵阳学院 贺志明 学业生涯规划视角下创新优良学风培养途径 合格

17GC26 湖南女子学院 吴长庚
读“无字之书”，育综合素质：大学生社会实践“五位一体”机制的构建与创新与实

践
合格

17GC27 湖南信息学院 黄 涛 “聚能书院”育人模式创新探索 合格

17GC29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彭 波 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育平台建设探索 合格

18GC04 湖南师范大学 向发意 学生党支部“对标争先”建设计划 合格

18GC07 长沙理工大学 谈传生 辅导员教育学院：推进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 合格

18GC08 湖南农业大学 丁 彦 文化自信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机制及策略研究与实践 合格

18GC11 湖南中医药大学 张湘明 基于育人背景下高校“党代表工作室”建设研究与实践 合格

18GC13 湖南科技大学 龙 赢 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素质提升策略的改革创新实践 合格

18GC16 湖南理工学院 徐振祥 大学生“学理论厨房模式”构建与实践 合格

18GC18 湖南文理学院 朱凯玲 “八学期•八主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平台构建与实践 合格

18GC19 湖南城市学院 匡艳群 基于朋辈辅导的大学生学业指导创新研究与实践 合格

18GC20 怀化学院 谢祥刚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三全辅导”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合格

18GC24 湘南学院 王晖玲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探析——以湘南学院青年论坛为例 合格

18GC26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李向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践行团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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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8GC30 长沙师范学院 屈晓军 以“青马信使团”为载体推进新时代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实践创新 合格

18GC34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李海燕 文化艺术素养提升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创新实践 合格

18GC36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许丽英 湖湘文化融入艺术类高职学生内心的研究与实践 合格

18GC37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潘雪义 “五维一体化”的女大学生思政教育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合格

18GC42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汪石果 基于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学生全面发展自我诊断与改进实践 合格

18GC45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李文莲 高职院校藏族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构建与实践 合格

18GC46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张 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点甜的教学创新研究与实践 合格

18GC47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陈西玲 发挥雨课堂功能，上好智慧思政课 合格

18GC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胡良君 航空高职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养成研究与实践 合格

18GC50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付 炜 全面推进“三好”教育 加快培养“三好”人才 合格

17WL06 湘潭大学 胡 阳 “E路孝行”孝文化网络平台建设 合格

17WL18 衡阳师范学院 肖剑平 “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体系构建研究与实践 合格

18WL06 湖南农业大学 唐 琳 基于易班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合格

18WL0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建兵 生态 E 林——基于新媒体平台的生态文明教育探索 合格

18WL09 南华大学 彭仲生 基于大学精神引领的易班文化建设实践——以南华大学为例 合格

18WL10 湖南科技大学 尹风雨 石码头 2 号网络工作室 合格

18WL12 湖南工商大学 李吉林 无“微”不至——基于服务育人理念的“计信盟主”微信公众号平台建设 合格

18WL13 湖南理工学院 谭良机 “英雄联盟•信仰人生”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合格

18WL16 怀化学院 游振华 “e鸣”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 合格

18WL17 湖南科技学院 杨 涛 湖南科技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合格

18WL19 长沙医学院 盛权为 以“微课”为载体的高校实习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互动平台建设 合格

18WL21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余新明 学工在线微信公众号平台建设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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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名称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8WL23 长沙师范学院 陈 亮 大思政背景下高校院系微信公众平台的立体化建设与探索——以“教之初湖湘学前”为例 合格

18WL25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彭进香 十点相约——“三沟通”微信平台的建设与推广 合格

18WL27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成 涛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矩阵建设研究与实践 合格

18WL28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胡 佳 基于“文明启航”校园微信平台的新时代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实践 合格

18WL30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黄乐佳 传承百年辉煌 弘扬修业文化——湖南生物机电职院网上校史馆建设 合格

18WL32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胡金枚 基于“立德树人”目标的高职学生成才导航系统建设 合格

18WL33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彭六生 “绿水青山”网络书画协会建设初探 合格

18WL36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陈为化 “五微社区”网络文化平台建设与实践 合格

18WL37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钟 冲 “ZC-studio”—校园网络育人平台建设与实践 合格

18WL39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阳 娟 “娄职思政，e路同行”——以微信公众平台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合格

18WL40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蔡胜男 基于易班网络平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与实践 合格

17GT08 邵阳学院 唐 跃 “梦想花开”圆梦行动——地方高校与乡村学校少年宫实践育人共同体 合格

17GT16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孙 魁 爱心三点半学校 合格

18GT01 中南大学 李华东 “德韵同行”实践育人共同体 合格

18GT02 湘潭大学 陈玉莹 红色人才培养实践育人共同体 合格

18GT06 湖南工商大学 曾 晶 “益路同行 幸福你我”实践育人共同体 合格

18GT07 湖南文理学院 郭 婧 “文明武陵 从我做起”常德市武陵区礼仪文化教育基地 合格

18GT12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吴政清 大学生党员服务进社区“双十二”行动 合格

18GT15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楚云 共建美丽乡村 同育时代新人 合格

16MS09 吉首大学 廖 浩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16MS16 邵阳学院 帅启梅 就业指导* 合格

16MS19 长沙医学院 周建兰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合格

16MS2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邓 滔 宿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8－

编号 学校名称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结果

16MS23 长沙师范学院 刘晓霞 德育与教育基本原理* 合格

16MS25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赵荣华 大学生日常事务管理* 合格

16MS31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梁定华 高职听力障碍大学生教育教学* 合格

16MS3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瞿维中 大学生德育教育* 合格

16MS34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张扬传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合格

17MS15 怀化学院 杨 育 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 合格

17MS08 湖南工业大学 李新生 创新创业教育* 合格

17MS09 湖南工商大学 李吉林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17MS11 衡阳师范学院 王方晖 大学生德育教育——师德培育* 合格

17MS12 湖南文理学院 邓 俊 大学生成长辅导* 合格

17MS13 湖南工程学院 唐星星 学习指导* 合格

17MS16 湖南科技学院 胡敏辉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合格

17MS17 长沙学院 王永启 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 合格

17MS19 湖南工学院 刘 斌 国防教育* 合格

17MS21 长沙师范学院 肖 辉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合格

17MS23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唐卫东 日常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合格

17MS31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罗 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17MS32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李 莉 医学人文素质实践教育* 合格

17MS34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贺德辉 班级建设* 合格

18MS04 湘潭大学 许筱婷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引导* 合格

18MS09 湖南科技大学 刘 韧 大学生学业发展辅导* 合格

18MS34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王 琦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16MS40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韩丹丹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合格

17WL24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戴 薇 “涉外小团”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暂缓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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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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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