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全国职业院校“奋进新时代 中华传统美德职教行”优秀成果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奖项 单位 成果名称 

1 优秀研究成果 济南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资源及其实现途

径研究 

2 优秀研究成果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功能定

位与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证研究 

3 优秀研究成果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立足“航”业  以德领“航” 

4 优秀研究成果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新时代医学院校“三方协同 五力贯通”医德

教育模式改革与实践 

5 优秀研究成果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高等职业教育的文化驱动-吕凤子“崇爱尚

美”文化育人思想的传承与实践 

6 优秀品牌项目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以“余美芳感恩知责工作室”为平台，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 

7 优秀品牌项目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守护非遗技艺  传承工匠精神 

8 优秀品牌项目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中华文明礼仪传承与创新 

9 优秀品牌项目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五月的鲜花”文艺演出 



 

 

10 优秀品牌项目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文韵青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月 

11 优秀品牌项目 滨州职业学院 “崇德尚能 责承天下”校园文化体系 

12 优秀品牌项目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以舞龙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培育龙的传人 

13 优秀品牌项目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弘扬仁爱精神  打造”健康家园” ——宁波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宁卫号”健康专列志愿

服务项目 

14 优秀品牌项目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潮起南岸，赤心匠行-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依托“南岸文化”塑现代工匠 

15 优秀品牌项目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 

16 优秀典型案例 北京市商业学校 创新晨读训练模式，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17 优秀典型案例 四川交通职业学院 
敬德修业 拓道致通——四川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将校训精神融入职业教育的创新实践 

18 优秀典型案例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务实至美，行稳致远，打造文化育人第三课

堂，涵育中华美德技能人才 

19 优秀典型案例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传统文化典型案例材料 

20 优秀典型案例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三大讲堂” 

21 优秀典型案例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传统文化工匠养成逻辑体验式教学实践 

22 优秀典型案例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开展“四同”教育活动  传承沂蒙红色文化 



 

 

23 优秀典型案例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全国首个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国家教学资

源库的创建与实施 

24 优秀典型案例 枣庄职业学院 
坚持文化引领 培育工匠精神 实施书院制育

人模式改革 

25 优秀典型案例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

学院 
“现代师承制”拜师仪式 

26 优秀典型案例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中华经典诵读 

27 优秀典型案例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心理诱因的传统文化学习 APP项目 

28 优秀典型案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传承粤剧品牌

项目 

29 优秀典型案例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化进程中深圳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教

育实践“深职行” 

30 优秀典型案例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中

等职业教育学院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培育志愿服务精神》 

31 优秀典型案例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 
丝路剪纸——让非遗艺术在南疆大地炫起来 

32 优秀典型案例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预科生国学社 

33 优秀典型案例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品质学子”培养工程 

34 优秀典型案例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推动“劳动四育”  传承劳动精神  培养新



 

 

院 时代劳动者 

35 优秀典型案例 
保定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中华十德”与传统文化教育 

36 优秀典型案例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涵育英才弘扬传统文化三炼三融铸就钢铁精

神 

37 优秀典型案例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吟诵国学经典  感悟传统美德 

38 优秀典型案例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通过“百生讲坛”促进学生带着学生学 

39 优秀典型案例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

院 

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湖北三峡

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国防教育建设发展综述 

40 优秀典型案例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 
劳动造就美德  美德成就梦想 

41 优秀典型案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

院 
书香校园 

42 优秀典型案例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四位一体”培

育优秀中华传统美德育人文化实践与创新 

43 优秀典型案例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故事汇”课

程建设与实施 

44 优秀典型案例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院校中华传统美德“四位一体”育人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45 优秀典型案例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

院 
弘扬中华孝道，培育职教新人 



 

 

附件 2 

全国职业院校“奋进新时代 中华传统美德职教行”入围成果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入围奖项 单位 成果名称 

1 美德研究成果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策略研究 

2 美德研究成果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树立文化自信的作用及其实施途径研

究 

3 美德研究成果 枣庄职业学院 走进枣庄  学工匠精神 

4 美德研究成果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扎根岭南大地的博雅教育 

5 美德研究成果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自信与高职研究院校德育融合之路径研

究》 

6 美德研究成果 乌鲁木齐职业中专 做有心的中职班主任 

7 美德研究成果 乌鲁木齐职业中专 
新疆职业学校班主任政治素养与班级管理成效

对等关系的研究 

8 美德研究成果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扬美崇善 

9 美德研究成果 巴州红旗中等职业学校 班级管理成效 

10 美德研究成果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视角下中华传统美德育人功能的研究 

11 美德研究成果 
玛纳斯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新疆少数民族中职生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12 美德研究成果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教材《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13 美德研究成果 河北省容城县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 
借助传统文化研究，提升师生核心素养 

14 美德研究成果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定向培养士官教育 

15 美德研究成果 襄职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传统美德融入高校“概论课”的内容体系

和方法 

16 美德研究成果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与中华传统美德

的融合研究 

17 美德研究成果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用美德占据学生的心灵 

18 美德研究成果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知行合一  砥砺前行——聚焦合肥职业技术学

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 

19 美德研究成果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

学院 
感恩教育创新再探 

20 美德研究成果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中华传统美德的人文结构研究 

21 美德研究成果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功能和方法 

22 美德研究成果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开展中国优秀文化教育探析 

23 美德品牌项目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舞龙文化弘扬传统美德 

24 美德品牌项目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传统美德社区课堂 

25 美德品牌项目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射艺 

26 美德品牌项目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太阳花”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27 美德品牌项目 安徽省滁州城市职业学

院 
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非遗”传承 



 

 

28 美德品牌项目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六位一体传承优秀文化 知行合一践行中华

美德” 

29 美德品牌项目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礼弘懿德”主题传统美德传承活动 

30 美德品牌项目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至诚至信，财金一生”诚信文化传承发展品

牌项目 

31 美德品牌项目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染匠 

32 美德品牌项目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构建德能育人体系 

33 美德品牌项目 烟台职业学院 “双品”育人工程 

34 美德品牌项目 烟台职业学院 名萱学堂 

35 美德品牌项目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从‘礼’开始”大学生礼仪志愿服务品牌项

目 

36 美德品牌项目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淑女学苑社团 

37 美德品牌项目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青之印——寻找传统文化印迹 

38 美德品牌项目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

院 
“现代师承制”人才培养模式 

39 美德品牌项目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以茶为媒、传承美德”——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以广东茶文化精髓“立德树人”的实践创新 

40 美德品牌项目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引入‘非遗’进校园，培育核心价值观”项

目 

41 美德品牌项目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力行孝道文化 传承中华美德 

42 美德品牌项目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育人诗苑” 

43 美德品牌项目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以仁爱铸职业魂  以文化育职业人——宁波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打造仁爱文化育人品牌 

44 美德品牌项目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感受越剧魅力 体悟中华美德 

45 美德品牌项目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非遗文化进校园 

46 美德品牌项目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拜师礼 

47 美德品牌项目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时贤荟萃，诗道传承 

48 美德品牌项目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薪火匠心 感知华夏”校园嘉年华活动 

49 美德品牌项目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 

传承中药文化，培育济世情怀——重庆三峡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以中华文化精髓立德树人的创

新与实践 

50 美德品牌项目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守望天使团队 

51 美德品牌项目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被需值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育人工程》 

52 美德品牌项目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非遗，福州曲艺注入青春力量 

53 美德品牌项目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构建“德信新”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体系 

54 美德品牌项目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 
构建基于 8字螺旋的水文化育人模式 

55 美德品牌项目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传统文化践于行 

56 美德典型案例 滨州职业学院 “鲁彬之”学术讲堂和文化沙龙 

57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仁爱之心，“医”进乡村 

58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问道•匠心•筑梦”品牌项目 

59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成才伙伴孵化培育计划 

60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铸造“岭南鲁班文化”育人品牌 



 

 

61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传统美德教育案例 

62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

院 
中华传统文化礼仪表演 

63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传承经典 以美育人 

64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身体力行做表率·继承弘扬好家风 

65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

术学校 
药食同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及工匠精神 

66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国学心理”协同育人模式 

67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学艺大讲堂 

68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四个文化进社区，铸魂育人谱新篇 

69 美德典型案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在理工类学生素质教育中的推广应用成

果介绍 

70 美德典型案例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

校 
匠心筑梦，翰墨传承 

71 美德典型案例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中斯交流 

72 美德典型案例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践行当代民航精神 

73 美德典型案例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依托美育课程培养 塑造民航人美好职业形象 

74 美德典型案例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理实一体  智德双修 

75 美德典型案例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以校园微电影为裁体，促进中华传统美德新传

承 

76 美德典型案例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促进职教文化创新——“话

说中华美”大学生话剧比赛 



 

 

77 美德典型案例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

校 
传承礼仪文化，彰显职业美仪 

78 美德典型案例 乌鲁木齐技术学院 传承文明做文明有礼之青年 

79 美德典型案例 乌鲁木齐职业中专 中华传统美德典型案例 

80 美德典型案例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中等

职业教育学院 
《礼仪教育进校园 文明规范促美德》 

81 美德典型案例 和静中等职业学校 经典诵读进校园 

82 美德典型案例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传统美德进校园 

83 美德典型案例 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舞韵 

84 美德典型案例 巴州卫生学校 牢记救死扶伤使命 传承无私奉献精神 

85 美德典型案例 巴州红旗高级技工学校 端午节书写爱国主义诗词 

86 美德典型案例 巴州红旗高级技工学校 老师 您辛苦了 

87 美德典型案例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与经典同行，为生命阅读” 

88 美德典型案例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参观校园文化，弘扬勤学之精神 

89 美德典型案例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90 美德典型案例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伴夕阳，公益献温暖，“国风社”公益实

践活动 

91 美德典型案例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素养操作技能情景剧设计稿大赛 

92 美德典型案例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职小白杨 

93 美德典型案例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道德大讲堂 弘扬传统美德 筑牢思想根基 

94 美德典型案例 新疆安装高级技工（工

程）学校 
“匠心”携手“军魂”提高学生整体素养 



 

 

95 美德典型案例 新疆安装高级技工（工

程）学校 
传送弟子规 弘扬传统文化 

96 美德典型案例 新疆安装高级技工（工

程）学校 
美德教育进课堂 知行合一育人才 

97 美德典型案例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活动案例 

98 美德典型案例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全国自强模范”为榜样，广泛传播孝老爱

亲中华传统美德 

99 美德典型案例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构建“知·承·弘”三阶浸润式育人体系  推

进高职院校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落地落实 

100 美德典型案例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潜心打造勤劳当先的品格教育 

101 美德典型案例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国学  助力成长 

102 美德典型案例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传承范旭东“爱国 科学 实业”精神 培育新时

代大国工匠 

103 美德典型案例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华夏礼乐--诗经美德教育艺术传承 

104 美德典型案例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非遗特色工坊 创德育物化成果 

105 美德典型案例 中捷职业技术学校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教学创新性发展 

106 美德典型案例 内丘县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 
“大盈德育”模式下邢白瓷文化传承与交流 

107 美德典型案例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燃崇德之灯，筑信仰之魂 

108 美德典型案例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育德于瓷，实现“双融入” 

109 美德典型案例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让“劳动教育”美起来、动起来、用起来 

110 美德典型案例 容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 感恩有我    孝行天下 



 

 

心 

111 美德典型案例 昌黎卫生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弘扬传统美德，构建和谐校园”传统经典《弟

子规》诵读活动 

112 美德典型案例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力行孝道文化 

113 美德典型案例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工院论坛”为载体构建高校“浸润式”中

华传统美德教育工作新模式 

114 美德典型案例 青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讲”文化除诟病，“三扬”思想育新人 

115 美德典型案例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美丽青年”培育工程 

116 美德典型案例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古桥文化传承育人工程 

117 美德典型案例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金石上感受艺术与人生，专业中品味传统与创

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金石文化 

118 美德典型案例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非遗文化  弘扬传统美德 

119 美德典型案例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志愿服务品牌 

120 美德典型案例 武汉铁路职院 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打造“小桔灯”志愿服务

品牌 

121 美德典型案例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打造三峡职院正能量群英汇，构建传播中华美

德新媒体矩阵 

122 美德典型案例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弘扬鲁班匠心文化，培育三峡工匠新生代 

123 美德典型案例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心暖校园 幸福宜昌——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

院“阳光绿丝带在行动服务品牌” 

124 美德典型案例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德文化活动 

125 美德典型案例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 弘扬陶瓷传统文化 做新时代的陶瓷人 



 

 

术学校 

126 美德典型案例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汲取红色文化精髓 培育优秀职业人才 

127 美德典型案例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敬传统、学经典、塑匠魂”三重奏打造文化

育人品牌 

128 美德典型案例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创建志愿者之校 

129 美德典型案例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

学院 
以课铸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主旋律 

130 美德典型案例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传承“火车头”精神  推行“半军事化”管理 

131 美德典型案例 长沙商贸旅游职院 嵌入传统文化，推动现代学徒制走实走深 

132 美德典型案例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诵中华经典诗词  扬中华传统美德 

133 美德典型案例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讲•演•辩 在学生心中播下禁毒的种子 

134 美德典型案例 福建省船政交通职业学

院 
百年船政 世纪星火 

135 美德典型案例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通途文化育人综合体项目 

136 美德典型案例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传统美德与高职教育五个融合 

137 美德典型案例 辽宁职业学院 “1引、2 双、3融合”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铸魂

育人课程体系建设 

138 美德典型案例 辽宁职业学院 315 浸润涵养式传统美德教育项目的探索 

139 美德典型案例 辽宁职业学院 文明礼仪教育之“嘉言懿行”特色活动 

140 美德典型案例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一个融合、四个统一”模式下的“三全育人”

工作体系建设 



 

 

141 美德典型案例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以传统文化之美，创修德明礼之境 

142 美德典型案例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家庭教育 

143 美德典型案例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立德强技育英才，管理创新谱新篇 

144 美德典型案例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 
弘扬中医传统文化  涵育中华传统美德 

145 美德典型案例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传中华礼仪 育大国工匠-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打造中华传统礼仪育人体系 

146 美德典型案例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用动漫传播九龙楹联故事 

147 美德典型案例 重庆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传艺养德—非遗夏布数字化建设项目 

148 美德典型案例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基于“1234”全流程的实践育人新模式 

149 美德典型案例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承中华传统  扬优秀文化”学生端午节 

150 美德典型案例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实

践与创新 

151 美德典型案例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构建三个“三合一”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 

152 美德典型案例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以青年志愿服务为实践平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 

153 美德典型案例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航天特色校园文化建设 

154 美德典型案例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剪纸艺术铸造中华魂 



 

 

155 美德典型案例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弘扬铁成精神  传承中华美德 

156 美德典型案例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

院 
“师魂匠心”传统文化弘扬传承活动 

157 美德典型案例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坚持“五个下功夫”铸魂育人  实现“五个融

入”聚力立德树人 

158 美德典型案例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聚焦工艺美术  践行工匠精神 

159 美德典型案例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肩负责任传递爱心 反哺社会点亮梦想 

160 美德典型案例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弘明德笃行精神 扬中华传统美德 

161 美德典型案例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立德修身  经世济国 

162 美德典型案例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传承中华美德弘扬中国精神 

163 美德典型案例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遇建美好 

164 美德典型案例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坚持以“四个融入”推进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65 美德典型案例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铁路博物馆、吉林铁路科普馆 

166 美德典型案例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

学校 
以文化人精技创新助推红旗工匠培育工程 

167 美德典型案例 乐山职院 “奋进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天府职教行活动

周”交流发言材料 



 

 

168 美德典型案例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在设计教学中的创新案例与实践 

169 美德典型案例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以德润人生 

170 美德典型案例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妙笔丹青传美德 

171 美德典型案例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精神教育在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中的应用 

172 美德典型案例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感悟重阳文化，传承敬老美德 

173 美德典型案例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践行中华传统美德，争做校园环保卫士 

174 美德典型案例 四川职院 构建团结和谐育人环境助力民族学生成长成才 

175 美德典型案例 四川邮电职院 弘扬爱国主义情怀，多措并举士官生教育助力

强军梦中国梦 

176 美德典型案例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劳动升华 课程渗透  文化熏陶 构建完善服务

型学习体系 

177 美德典型案例 核工业成都机电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 

178 美德典型案例 自贡市旅游职中 传统美德活动周《素养提升活动》优秀案例 

179 美德典型案例 船山职校 “关于美德少年”教学实践活动 

180 美德典型案例 资阳师范学校李越 牵手文明美在身边 

181 美德典型案例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融小我于大我，做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使者” 

182 美德典型案例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以文化人，以礼育人 

183 美德典型案例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亳州地域文化与实现“文化自信” 

184 美德典型案例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立爱国志  成爱国材——爱国微视频大赛 

185 美德典型案例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师傅您好！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建设实践

成果 

186 美德典型案例 安徽省滁州城市职业学 高校地方特色文化课程建设 



 

 

院 

187 美德典型案例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发挥基地教育作用，传承爱粮节粮传统 

188 美德典型案例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傩戏融入艺术教育的大师工作室建设 

189 美德典型案例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经典咏流传”古诗词咏唱活动 

190 美德典型案例 安徽芜湖医药卫生学校 吉祥草黄梅戏 

191 美德典型案例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冉冉升起警院学子的爱国主义信仰 

192 美德典型案例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在知行融合中铸魂育人 

193 美德典型案例 徽商职业学院 徽商精神在高职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194 美德典型案例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技能大师工作室引导下的花鼓灯传承保护实践 

195 美德典型案例 临沂电力学校 传承大国工匠精神 

196 美德典型案例 临沂电力学校 弘扬传统美德  发现特色社团 

197 美德典型案例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溯归原点，解字说谚——中华传统养生文化课

程思政模式构建 

198 美德典型案例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构建以劳动美德为核心的实践育人体系 

199 美德典型案例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经典诵读大赛 

200 美德典型案例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中华美德传承工程实施

方案 

201 美德典型案例 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传中华礼仪 育天使美德 

202 美德典型案例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齐鲁工匠后备人才”培育对象 

203 美德典型案例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湖西讲坛之弟子规 

204 美德典型案例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国学讲堂 

205 美德典型案例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以家风家训为源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206 美德典型案例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努力秉承诚毅校训，打造诚信早餐工程》 

207 美德典型案例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与创新 

208 美德典型案例 黎明职业大学 推进海丝文化育人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209 美德典型案例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践行志愿服务精神 

210 美德典型案例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妈祖文化建设成果 

 

 



 

 

附件 3 

全国职业院校“奋进新时代 中华传统美德职教行”优秀成果遴选要点 

一、全国职业院校“奋进新时代 中华传统美德职教行”优秀成果遴选要点（典型案例） 

序

号 

一级

指标 
分值 评价要素 评分说明 

1 
时代

特征 
15 

1.案例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 

1.案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符合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现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将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2.案例遵循新时代

职业院校发展规律。 

2.案例在设计、研究、论证、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遵循

新时代职业院校发展理念、学生认知特点、技术技能

人才成长规律。 



 

 

 

2 

 

创新

价值 

 

15 

 

1.案例体现创新性，

在推进职业院校教

育教学改革方面有

理论创新、模式创

新、方法创新、实践

创新。 

1.案例能够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

观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展示中华文化的时代

风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 

2.传播手段的科学

性，传播成效显著。 

2.能多方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依托“互联网+”先

进技术与手段，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 

3 

 

科学

价值 

10 
1.顶层设计的科学

性和系统性。 

1.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案例的各方

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融合地域、行业、院

校特点，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实现育人目标。对学生

学习、生活有益促进，强化职业院校师生共同的价值

观。 



 

 

4 
实用

价值 
40 

1.案例注重针对性

和实效性。 

1.案例针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面临的突出困

难和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案例实

施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培

养目标的作用显著，成效明显，支撑材料详实。 

2.案例以学生为中

心，学以致用，推进

中华传统美德进校

园。 

2.案例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向，坚持为了学生，建

设学生终身受益的美德教育载体。 

3.案例立足本校，探

索职业院校“中华传

统美德”的实践模

式。 

3.案例探索职业院校“中华传统美德”在文化产品上

的实现路径。营造浓厚美德氛围，服务社会，辐射带

动当地周边地区和中小学校。 

5 
示范

引领 
20 

1.案例在美德职教

领域的理论和方法

1.针对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美德职教行的要求，在理

论、方法上成熟可靠，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推广价



 

 

上面具有推广价值。 值，为职业院校传统美德教育提供学术支撑和思想资

源。 

2.案例在实施过程

中产生的积极影响。 

2.案例在一定范围内示范效果明显，案例有一定的推

广性和预期前景。 

二、全国职业院校“奋进新时代 中华传统美德职教行”优秀成果遴选要点（研究成果） 

序号 
一级

指标 
分值 评价要素 评分说明 

1 时代

特征 

10 1.研究成果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研究成果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

传统美德一脉相承，体现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2.研究成果遵循新

时代职业教育发展

规律。 

2.研究成果在设计、研究、论证、实践和应用推广过

程中遵循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理念、学生认知特点、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 



 

 

2 理论

创新 

20 1.研究成果理论创

新具备科学性、系统

性、原创性。 

1.研究成果理论体系构建科学、研究深入、内容系统、

完整丰富。理论成果内在联系紧密，逻辑严谨，充分

体现原创性。理论梳理、理论提炼科学规范、精准到

位，理论指导实践针对性强、效益高。 

2.研究成果能科学

梳理中华传统美德

的文化元素，弥补职

业教育真空。 

2.研究成果融合地域、行业和院校特点，能够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文化元素和教育资源，结合时

代要求继承创新，展示中华文化的时代风采，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效填补

职业院校管理真空和教育真空。 

3 实践

创新 

10 1.研究成果在推进

职业院校教育教学

改革中形成实践创

新体系。 

1.研究成果落地实践，在推进职业院校中华传统美德

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充分体现模式创新、路径创新、平

台创新、方法创新，切实服务职业教育。 

2.研究成果以学生 2.研究成果多方利用现代职业教育先进技术与手段，



 

 

为中心，形成丰富多

彩的实践创新成果。 

创建特色鲜明的内容和形式，并在学以致用、素养提

升过程中形成丰富多彩的实践创新成果。 

4 应用

价值 

30 1.研究成果针对性

和实效性强，在探索

职业院校中华传统

美德教育方面形成

了示范案例。 

1.研究成果立足本校实际，坚持服务学生成人、成长、

成才，就业光彩、生活精彩、人生出彩，系统探索了

职业院校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实践路径，支撑材料详

实，形成了典型经验和示范案例。 

2.研究成果在解决

困难和问题方面具

备普适性和可复制

性。 

2.研究成果围绕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中面临的

突出困难和问题，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在实现培养目标方面作用显著、成效明显，研

究成果具备普适性和可复制性，应用推广价值高。 

5 综合

水平 

30 1.研究成果在美德

职教领域的理论和

实践方面具有引领

1.研究成果针对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美德职教行的要

求，在理论、实践上成熟可靠，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为职业院校传统美德教育提供学术支撑和思想引领。 



 

 

价值。 

2.研究成果在实施

过程中产生积极影

响。 

2.研究成果通过学术论文、学术著作、教材、课题研

究报告等形式发表，学术评价高，能传递中国价值，

拓展全球视野，向世界传播中华传统美德，讲好中国

故事，有效实现中国表达。 

三、全国职业院校“奋进新时代 中华传统美德职教行”优秀成果遴选要点（品牌项目） 

序号 
一级

指标 
分值 评价要素 评分说明 

1 主题

突出 

时代

性强 

20 1.项目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 

1. 项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符合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现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将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2. 项目遵循新时代

职业院校发展规律。 

2. 项目在设计、研究、论证、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遵

循新时代职业院校发展理念、学生认知特点、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  

2 设计

新颖 

特色

性强 

30 1. 项目要体现创新

性，在推进职业院校

人才培养方面有模

式创新、方法创新、

实践创新。 

1. 项目要结合学校自身特点和专业特色，结合地域、

民族特点和文化、行业特色、职业特性，将中华传统

美德融于职业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美德教

育专项活动。 

2. 项目要体现自身

特色。 

2. 项目要紧密结合本地本校和本专业实际，与全方

位育人紧密结合。 

3. 项目内容生动鲜活，形式新颖，探索运用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技术，寓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于一

体。 

3 注重

实效 

育人

30 1.项目要以育人为

本，注重针对性和实

效性。 

1.项目要将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融入课程体系，贯穿育

人全过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中华传统美德

教育活动与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



 

 

性强 教育融为一体，融入课程、教材、教育资源、教育环

节，贯穿育人全过程。 

2.项目以学生为中

心，学以致用，推进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进校园。 

2.项目要融合地域、行业和院校特点，对管理真空和

教育真空有效填补，对学生学习、生活有益促进，强

化职业院校师生共同的价值观。 

3.项目立足本校，探

索职业院校“中华传

统美德”的实践模

式。 

3.项目实施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实现培养目标的作用显著、成效明显，支撑材料

详实。 

4 典型

引领 

示范

性强 

20 1. 项目在美德传承

发展方面具有推广

价值。 

1. 项目针对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美德职教行的要求，

在理论、方法上成熟可靠，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推

广价值，为职业院校传统美德教育提供典型引领。 

2. 项目在开展过程 2. 项目在一定范围内示范效果明显，具有良好的推



 

 

中产生的积极影响。 广性和预期前景。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在国家或省市

获奖，获得政府部门和社会的肯定。 

3.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微信微博等

新媒体平台，有效向社会宣传展示活动的成果、成效，

推动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全面提

升职业教育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