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第三届社区教育研究及论文征集活动评选结果公示的通知

各省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社区大学、社区学院：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

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方案精神，加快城乡社区教育发

展，推进社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推广社区教育研究成果，教育部社区教

育研究培训中心开展了“第三届社区教育研究及论文征集”活动（社教函

〔2019〕2号）。

活动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论文主题主要集中在社区教育融入社会治

理、社区教育的公平与均衡发展、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社区教育服务学

习型社会建设、社区教育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社区教育办学网络建设、社

区教育创新、社区教育内容与形式、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社区教育促进乡

村振兴、社区教育优质资源共建与共享、社区教育与职业教育等。经过专家

评审，知网查重复核，共评出一等奖 7 篇、二等奖 13篇、三等奖 36 篇、优

秀奖 20篇（具体名单见附件）。

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期七天，自 2020 年 4月 3日至 4月 9 日。

公示期内，如对获奖结果有异议，可致电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联系人：李慧勤 18601170011， 邮箱：437267535@qq.com

杜 若 010-66490608，邮箱：dur@ouchn.edu.cn

附件：第三届社区教育研究及论文征集活动获奖论文名单

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二○二〇年四月三日

mailto:邮箱：43726753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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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届社区教育研究及论文征集活动优秀论文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作者单位 推荐单位

1
社区教育中市民学习方式的内涵与

转变探析

丁海珍

张华亮

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学院,（上

海开放大学航空运输学院）

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学院（,上

海开放大学航空运输学院）

2

面对老年教育实际 谋求继续发展跨

越——基于长宁区部分街镇老年学

校的数据分析

谢维新 上海市长宁区业余大学 上海市长宁区业余大学

3 山东农村老年教育的挑战与对策 李树志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山东省

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山东省

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4

社区教育工作者压力来源及压力调

适路径探析——基于工作压力源理

论的视角

李 静 广东湛江开放大学 广东湛江开放大学

5
社区教育助力学习型乡村建设的实

践研究

彭海虹

贾红彬
上海开放大学 上海开放大学

6
服务学习型社会背景下促进社区教

育工作者专业化发展的策略研究
施 健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开放大学社会教育处

7
“互联网+”视域下社区虚拟学习型

组织的发展策略
袁凤燕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平湖学院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平湖社区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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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序号 题目 作者 单位 推荐单位

1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途径探索—

—以“幸福阜溪”社区教育项目建设

为例

罗书洋
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

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

2

社区教育课程开发与建设探究 ——

以朱台镇高阳中心小学《鹧鸪戏》课

程为例

李安刚

李永庆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

高阳中心小学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和体育局

3
辽宁省互联网+社区教育模式的发展

策略研究
崔明哲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锦州分校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锦州分校

4
青羊区“市民游学”项目建设的实践

与探究
黄 美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及青少

年服务中心（原成都市青羊

社区教育学院）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及青少

年服务中心（原成都市青羊

社区教育学院）

5
我国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

的历程、特点与发展探析
金 林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丹东分校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丹东分校

6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牧民参与社区教

育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内蒙

古为例

林海华

张立群
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 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

7 社区教育模式研究 马桂荣
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社

区教育学院

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社

区教育学院

8

终身教育视域下的社区教育课程的

开发与实施研究---以北京市顺义区

社区教育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为例

江立明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9 社区教育微课程建设模式的实践 秦 洁 上海市黄浦区社区学院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

10
国内外社区教育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及其启示
黄美娟

广西南宁市职业教育中心社

区教育部
南宁市职业教育中心

11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职业礼仪培

训现状及对策研究
杨炳彦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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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十堰为例研究社区教育资源的建

设与共享
陈富坤 湖北十堰广播电视大学 十堰广播电视大学

13
开放大学结合社区教育对社会阶层

流动作用研究
杨大可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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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序号 题目 作者 单位 推荐单位

1
社区教育与中小学共青团、少先队教

育的融合探讨
张 强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

道第二中学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和体育

局

2
浅谈“快乐英语”在社区教育中的设

计与实施
陈 思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锦州分校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3
社区教师培训与中小学校教师培训

之学分互认机制建设的研究
涂丽敏 上海市黄浦区社区学院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

4
社区教育融入社会治理的初步探索

——以苏坡街道清源社区为例
毛红霞

成都市青羊社区苏坡街道办

事处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及青

少年服务中心（原成都市青

羊社区教育学院）

5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区教育力及提

升探讨
吴 静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

心

6
传承红色文化：新时代社区教育发展

的重要课题
李刚强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漳州分校 福建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

7

社区教育助推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思

考 ——以上海实施“垃圾分类”为

例

刘珊珊
上海开放大学学习型城市建

设与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
上海开放大学

8

老龄化背景下远程教育服务社区老

年人实践与思考 ----以湖南老干部

（老年）开放大学学习平台为例

蔡慧敏 岳阳广播电视大学 岳阳广播电视大学

9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探索与实

践 ——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戚亦平

姚怡青
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学院 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学院

10
基于终身教育视角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路径思考
金 玲 江苏省洪泽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省洪泽中等专业学校

11
社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学习需求研

究
刘焕芳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丹东分校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12
社区教育助力家校共育，携手打造幸

福乐土

王翠霞

翟新光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

道中心小学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和体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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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安社区精品教育工作站青少年教

育 现状及问题调查研究
亢雯娟

成都市青羊区民安社区教育

工作站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及青

少年服务中心（原成都市青

羊社区教育学院）

14
社区教育创新的“有效立项”原则路

径探析
薛宝发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长泰工作

站
福建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

15

多方联动促融合 多元共建惠民生—

重庆市九龙坡区对社区教育资源整

合的探索与实践

吴小梅

重庆市九龙坡区社区教育学

院（重庆广播电视大学九龙

坡分校）

重庆市九龙坡区社区教育

学院

16

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模式建设的研

究——以和平区推广数字化学习为

例

马福生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职工大学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职工大

学

17 关于社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 向昌永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中等职

业学校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中等

职业学校

18
依托电大资源深化社区教育内涵发

展的实践与研究
骆正法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义乌学院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义乌学

院

19
公民警校：社会力量支持下社区教育

助推社区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孙丰艳

李为民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学

院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社区

学院

20
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实

践与探索
许 杰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中心小

学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中心

小学

21
基于“乡愁”理念 开发农村社区传

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探索与思考
徐 杰

淄博市临淄区金岭社区教育

中心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和体育

局

22
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振兴——临淄区

“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研究

沙玉磊

丁树一
淄博市临淄区金岭中心学校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和体育

局

23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新时代农民素

质之提升
戴建国

浙江省平湖市曹桥街道社区

教育中心

浙江省平湖市社区教育学

院

24 城乡社区教育研究与实践 杨初楠 赤峰广播电视大学 赤峰广播电视大学

25

大力开展社区教育，推动学习型社会

建设——谢家湾街道社区教育实践

探索

廖泽蓉

曹文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

办事处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街

道办事处

26 共享海派文化，学在幸福黄浦 费秀壮 上海市黄浦区社区学院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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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开发农村乡土教育资源 升华社区教

育课程内涵

周俊华

朱启銮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刘庄镇

社区教育中心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刘庄

镇社区教育中心

28
社区教育助力家校共育，提升小学生

心理幸福感

王翠霞

翟新光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

道中心小学
临淄区教育和体育局

29 浅谈对社区教育的认知和思考
徐京云

王文彩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

南湖中心小学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教育

局

30 浅谈开展农村老年教育的对策 杨德泉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社区

学校

重庆市九龙坡区社区教育

学院

31 浅析幼儿园与社区的双向互动 许玲玉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实验幼

儿园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实验

幼儿园

32

社区老年教育创新发展的实践研究

——以蒋乔街道“凤凰家园老年大讲

堂”为例

匡淑贞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社区培

训学院

镇江市润州区社区培训学

院

33
浅谈社区学习团队的培育与自主运

行机制的建设
樊 星 上海市黄浦区社区学院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

34
（地）市级社区教育办学网络何以引

导市民可持续参与
贺凤来 湖南省益阳广播电视大学 湖南省益阳广播电视大学

35
创新未成年人社区活动场所建设与

管理模式

苏朗格

望
沈阳市沈河区家庭教育学校 沈阳市沈河区教育局

36

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实践探索与对

策研究 ——以顺义区数字化公共服

务平台顺义学习网为例

兰李晶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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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序号 题目 作者 单位 推荐单位

1 贫困农村社区教育思路探索 熊璐平 四川省巴中社区大学
四川省巴中社区大学巴中

广播电视大学

2
在“供给侧改革”理念指引下的实践

与思考
夏明建 上海市黄浦区社区学院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

6 社区教育之儿童阅读生活的培养
刘艳芹

路晓东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

张王小学、临淄区凤凰镇梧

台小学

临淄区教育和体育局

7

整合区域资源，推动“两个体系”融

合发展， 创建“幸福黄浦”精品学

习型城区

余维永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

8
立足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建设 着力创

建学习型市北
周伟年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社区教

育学院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社区

教育学院

9 家校共育开创社区教育新天地 边爱菊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

边河中学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和体育

局

10
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建设的研究 —

—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
田 杰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

心

11

书香润泽居民心灵,助力社区文化建

设——内蒙古“电大书屋”对社区文

化建设的作用摭谈

李再红 内蒙古赤峰学院 内蒙古赤峰学院

12

助力乡村振兴 服务全民学习——瑞

安市社区教育走进农村文化礼堂实

践报告

池万村 浙江省瑞安城市学院 浙江省瑞安城市学院

14
挖掘齐国故都优质资源，提升社区教

育服务水平
魏有利

山东省淄博市齐都镇社区教

育中心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和体育

局

16
社区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基本对策
黄湖滨 岳阳广播电视大学 岳阳广播电视大学

17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新时代农民素

质之提升
戴建国

浙江省平湖市曹桥社区教育

中心

浙江省平湖市社区教育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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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社区教育促进乡村振兴 王 芳
内蒙古乌兰察布广播电视大

学

内蒙古乌兰察布广播电视

大学

20
拓展社区教育新途径 吹响社会组

织集结号
李咏梅 镇江市润州区社区培训学院

镇江市润州区社区培训学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