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设计学院 2016-2019年省级、校级教研教改项目汇总表

序号 立项时间 立项单位 课题名称 主持人 项目编号 立项文件 课题类别 备注

1 2016 广东省教育厅 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 王  洋
粤财教（2016）66
号/ 粤教职函〔

2020〕9号

粤财教（2016）66号关于下达2016年教育发
展专项资金——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省争先创优奖补资金方向（高职教育部分）
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9年广东省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公共实
训中心）项目验收结果的通知 粤教职函〔

2020〕9号  

品牌专业

2019年7
月教育
部骨干
专业

/2020年
4月14日
发文延

2 2016 广东省教育厅
深圳丝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环
境艺术设计专业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
朱学颖

粤教高函〔2016〕
135 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9年，广东省高等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验收结果的通知

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

2019年 
4月20日
验收结

果

3 2016 广东省教育厅
手绘技法——通过验收2020年6

月1日
董莹 /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9年广东省高等职
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开放
课）项目验收结果的通知  粤教职函2020）

18号

精品开放课
2020年 
验收结

果

4 2016
珠海艺术职

业学院

“现代学徒制”在高职室内设
计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中的研究

董莹

/ 2016年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名单

教育教学改革

明辉校中厂实训基地 黄君亮
校内实训基地

视觉传达实训基地 王蕊

珠海麦田华彩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动漫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杨希

校内实训基地
广州名动漫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动漫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徐娟

王洋首饰设计与制作工作室 王洋

5 2016
珠海艺术职

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裴兵

2016-2017年校级品牌专业和校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立项汇总表

品牌专业

UI设计 王蕊
精品资源共享

课

动画角色设计 杨希
精品资源共享

课



6 2017
珠海艺术职

业学院

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 王洋

/
2017年现代师徒人才培养模式试点项目及教

改项目汇总表

试点专业
影视动画专业（影视技术方

向）
杨希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董莹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现代学徒
制”课程体系构建的探索与实

践

董莹

教改项目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师徒
制工作室”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王蕊

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师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杜玥

环境艺术设计人才实践能力“
现代师徒制”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朱学颖

7 2018
珠海艺术职

业学院

传统民间艺术“跨界”融入环
境设计实践教学的研究与应用

李群

/ 2018年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立项汇总表

教育教学改革

延期结
题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艺术设计 

专业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以展
示空间设计为例

金嵩林

公共艺术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
践

颜西贝

影视剪辑与后期制作 徐娟
精品资源共享

课

8 2018

明辉校中厂实训基地 黄君亮

/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8
年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等
项目认定名单的通知》2019年12月12日

校内实训基地

2019-
12-12发

文

动漫实训基地 杨希

广州名动漫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影视动画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

徐娟
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珠海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环

境艺术设计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李群

9 2018
金湾区社会
科学界联合

会

金湾区特色小镇建设问题研究-
--以糖文化创意园规划设计为

例

李群 201849 珠金社联通（2018）57号 一般

10 2018
中国艺术职
业教育学会

乡村文化自信视域下艺术职业
教育对于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研究

李群 CEFA2018109
李群提
交结题

11 2018

广东省高职
院校文化素
质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新时期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结
合“工匠精神”新思维教学改

革研究》
李群 gdwh2018yb11 粤高职文化教职委（2018）3号 一般



12 2019 广东省教育厅

产业学院背景下高职院校影视
动画专业群产教深度融合的途

径探究

郑庆和 2019GWTSCX142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校认
定类科研项目名单的通知2020年3月19日发文

广东省普通高
校特色创新类
项目立项名单

（高职）
现代传播条件下视觉传达设计
与制作“音图结合”研究

裴 兵 2019GWTSCX144

13 2019
中国艺术职
业教育学会

基于3D打印的产品设计专业教
学应用研究

关婷媛 CEFA2019078
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 中艺职教发[2019]27
号关于公布2019年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

学研究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14 2020
中国艺术职
业教育学会

基于传统技艺的创新设计研究
——以三灶竹草编织为例

颜西贝 CEFA2020074ND

中艺职教发（2020）11号      关于公布
2020年度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学研究项

名单的通知2020年9月29日发文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学习APP创
意设计研究

谢 颜 CEFA2020075ND

“互联网+”时代书籍设计创新
模式在传统文化出版产业链中

的应用研究

周小青 CEFA2020076ND

艺术类职业院校“校企一体化
”办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闫永涛 CEFA2020077ND

高职院校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途
径-以麦田华彩影视制作产业学

院为例

董莹 CEFA2020078ND

信息化手段促进学生个性化学
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舒 扬 CEFA2020081ND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附件 1：

2017 年校级质量工程和现代师徒制项目结题验收结果一览表
序号 负责人 项目类别 课题名称 验收结果

1 裴兵 品牌专业 环境艺术设计 通过验收

2 平黎明 试点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 通过验收

3 王洋 试点专业 首饰设计与工艺 通过验收

4 董莹 试点专业 环境艺术设计 通过验收

5 蔡立艳 教改项目 声乐课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通过验收

6 易萱 教改项目 钢琴课“现代师徒制”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钢琴外国专家班”为例 通过验收

7 李丽娜 教改项目 高职舞蹈表演专业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通过验收

8 董亚运 教改项目 民乐课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通过验收

9 董 莹 教改项目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构建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验收

10 王蕊 教改项目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师徒制工作室”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通过验收

11 杜玥 教改项目 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通过验收

12 朱学颖 教改项目 环境艺术设计人才实践能力“现代师徒制”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通过验收

13 周平 教改项目 社区文化服务视野下公共文化与服务专业“师徒制”实践教学探索 通过验收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附件 1：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验收结果 

1 精品资源共享课 影视剪辑与后期制作 徐  娟 通过验收 

2 教育教学改革 基于艺术类职业院校特色的公共选修课改革与实践 叶深南 通过验收 

3 教育教学改革 
自媒体时代民办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三微一

端”教改的实践与研究 
刘志华 通过验收 

4 教育教学改革 艺术类高职英语服务于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 周  翔 通过验收 

5 教育教学改革 艺术职业院校公共艺术类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李  英 通过验收 

6 教育教学改革 
播音与主持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探索背景下构建 

“高级播音班”的可行性研究 
卢俊彦 通过验收 

7 教育教学改革 公共艺术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颜西贝 通过验收 

8 教育教学改革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职业核心能力强化途径与实践研究 侯小军 通过验收 

9 教育教学改革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各环节的研究与实践 张  瑜 通过验收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JaneXu
Square

JaneXu
Square



附件 2：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延期时间 

1 教育教学改革 
传统民间艺术“跨界”融入环境设计实践性教学

的研究与应用 
李 群 2021年 6月止 

2 教育教学改革 
校政企三方合作视野下文化市场专业“项目化教

学”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探索 
周 平 2021年 6月止 

3 教育教学改革 
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研究

与实践一一以展示空间设计为例 
金嵩林 2021年 6月止 

4 教育教学改革 
学校艺术旅馆应用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

研究与实践一一以公共空间设计为例 
聂健和 2021年 6月止 

 



附件 3：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验收结果 

1 精品资源共享课 UI 设计 王蕊 通过验收 

2 精品资源共享课 动画角色设计 杨希 通过验收 

3 试点专业 舞蹈表演 胡志伟 通过验收 

4 试点专业 音乐表演 王梅 通过验收 

5 试点专业 影视动画 杨希 通过验收 

6 教改项目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专业与金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相结合教学模式研究---“现代师徒制”的分析框架 
王文兰 验收不通过 

7 教改项目 
高职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现代师徒制”教学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 
李爱玲 通过验收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所属学校

1 2019GKTSCX001 矩阵及张量的组合性质与指数问题 黄宇飞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2 2019GKTSCX002
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场跑道检测机器
人关键技术研究

陈裕芹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3 2019GKTSCX003
基于互联网+的航空危险品校园服务

科普平台建设
叶宝玉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4 2019GKTSCX004 飞机维护技能虚拟培训系统研发 丘宏俊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 2019GKTSCX005
粤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协作与融通
机制研究

韩光胜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6 2019GKTSCX006
机场周界安防系统的新型光纤传感
器件及其信号检测技术研究

梁有程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7 2019GKTSCX007
基于强化学习的无人机自动飞行控
制律设计及仿真

徐恩华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8 2019GKTSCX008
航空排放区域差异及演化的预测分
析

徐燕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9 2019GKTSCX009
基于量子点薄膜的新型光学湿度传
感器的研究

王海燕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0 2019GKTSCX010
绿色驱蚊剂苹果酸酯的环境友好型
合成及其应用

赵娜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1 2019GKTSCX011
油料残渣发酵法脱脂的酵母筛选及
其应用

李静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2 2019GKTSCX012
可直接用于食品的生物表面活性剂
产生菌及其产物的研究

邓毛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3 2019GKTSCX013
刨削铜管三维螺旋翅片工艺特征及
散热性能分析

吴任和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4 2019GKTSCX014
通用烯烃类聚合物层状微纳米孔仿
生结构制备及其强韧化机理研究

陈金伟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附件2
2019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立项名单（高职）

1.自然科学类



139 2019GWTSCX139
粤港澳大湾区高职产业学院的建设
机制及指标体系研究

付林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40 2019GWTSCX140
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历史文化建筑
保护与改造研究——以中山市孙文
西路步行街为视角

曾赛军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41 2019GWTSCX141
考虑客户需求偏好的协同产品设计
过程决策方法与协调机制研究

王小磊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42 2019GWTSCX142
产业学院背景下高职院校影视动画
专业群产教深度融合的途径探究

郑庆和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143 2019GWTSCX143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职音乐表演
人才职业岗位能力的创新与培养路
径研究

王梅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144 2019GWTSCX144
现代传播条件下视觉传达设计与制
作“音图结合”研究

裴兵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Administrator
矩形



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
中艺职教发〔 2020 〕 11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度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

科学研究项§ir.项名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经专家评审，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审批同意，现公布

2020 年度学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名单。请各项目负责人和承

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注意以下事项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相关

工作。

一、项目经费

学会年度项目为立项不资助项目，各承担单位应根据

各单位的科研政策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并能给予厅级项

目的同等待遇。

二、研究周期和结顶时间

（一）年度项目

本年度科研项目研究周期为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 日。学会项目每年 6 月和 11 月集中结项，各单位

需在每年 5 月 31 日前和 10 月 31 日前提交结项材料。

历年来未按期完成研究的项目，学会根据研究年度统

一顺延一次，最长延期时间一年，项目组不必填写重大事

项变更。延期到期后仍不能结项的项目，学会统一清理撤

项，并发文公布。



（二）专项项目

“防疫与教育”专项项目按申报通知要求执行，结项

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30 日前，逾期不再结项和延期。

三、最终成果要求

项目成果原则上以申报书承诺的预期成果形式及成果

去向为准。如成果形式为论文的，必须公开发表（不含增刊），

如以单篇论文结项，论文字数不得少于 4 千字。成果形式为

研究报告的，必须有同行业单位或上级部门的采纳证明（需

加公章），采纳证明不能由项目承担单位出具。成果形式为专

著的，原则上需出版；出版确有难度的，提请结项时须同时

提交三位非项目承担单位的同行专家评审意见。

项目成果在发表、出版或被采纳应用时，须标注“中国

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研项目成果”字样和项目编号，否则不

予结项。

结项成果（含自抄）复制比不得超过 20% （含 20%）。情

节严重者，将作撤项处理，并取消以后 3 年中学会项目申报

资格。

四、项目管理

学会项目执行过程中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如有项

目名称、成果形式改变，研究内容重大调整，变更负责人

及其他重要事项变更的，须由项目负责人提交书面申请，

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学会备案。

项目负责人根据研究需要有权调整项目组成员，原则上

调整前需征得原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同意。成员调整结果报

2 



项目所在单位备案，无需提交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审

批。

项目承担单位要加强管理，为项目研究提供必要的支

持，督促项目负责人按时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

附件：

2020 年度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3 



.--… 一 ‘.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失骂

，飞『、

生！？责人 承担单位 成果形式

在黄梅戏舞台美术设计专业教学中前足艺术观念己后，, 论文
CEFA2020001ND 

用研究
王竞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

研究报告

2 CEFA2020002ND 安庆本土文化符号在土特产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孙青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3 CEFA2020003ND 
文化基因的重构 “非遗”传统舞蹈藏族热巴舞的当代

曹瑜
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

论文
性研究 学校

4 CEFA2020004ND 中等职业学校舞蹈专业学生职业规范与基本素养研究 马军
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

论文
学校

5 CEFA2020005ND 数字媒体学习与传统学习效果的比较研究 陈家端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6 CEFA2020006ND 艺术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武晓霞 大连艺术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7 CEFA2020007ND 艺术职业院校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杨城 大连艺术学院 论文

8 CEFA2020008ND 
书院制视域下艺术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与

陈鼓郁 大连艺术学院
论文

实践 研究报告

9 CEFA2020009ND 艺术教育与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的途径与方式 孙海涛 大连艺术学院 论文

10 CEFA2020010ND 艺术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戚雪娟 大连艺术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11 CEFA2020011ND 艺术职业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 丛龙强 大连艺术学院
研究报告
提案

12 CEFA2020012ND 
教考分离模式下的艺术职业院校公共文化课教学质量保障

张秋 大连艺术学院 论文
研究

13 CEFA2020013ND 
从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形、神、劲、律”探究舞蹈表演教

常陆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学的人物刻画

14 CEFA2020014ND 闽南非遗舞蹈”彩球舞”的传承研究 郭锋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15 CEFA2020015ND 当代视域下的间北民间舞蹈创新发展研究 姚明君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16 CEFA2020016ND 子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研究 范一尹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17 CEFA2020017ND 
基于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服装专业“一体、两层、二

胡俊杰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联、四进”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18 CEFA2020018ND 微课促进高职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自主学习的研究 付志荣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19 CEFA2020019ND 教育师资多元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徐伟洛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20 CEFA2020020ND 
立德树人：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林飞
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

论文
研究 以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为例 学校

21 CEFA2020021ND 现代信息技术与文化艺术类专业课程深度融合的实践研究 何晓茜
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

论文
学校

22 CEFA2020022ND 工匠精神融入艺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路径与策略研究 凌志丽
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

论文
学校

23 CEFA2020023ND 
“十四五”时期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文化文物单位体制机

张学标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研究报告
制转型研究



51 CEFA2020051ND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中职艺校英语课堂的实践研究 理春干 扬州文化艺术学校 论文

52 CEFA2020052ND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罗碧莹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53 CEFA2020053ND 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 周荣耀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54 CEFA2020054ND 
艺术职业院校“3+2”中高职一体化、五年一贯制人才培养

杨光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模式的教学管理与评价研究

55 CEFA2020055ND 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理论教学诊断与改进的实践与研究 彭灿兴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56 CEFA2020056ND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研究 闻云峰 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论文

57 CEFA2020057ND 
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文化）中的语言文字研究 哈尼

毋荆 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论文

古歌《哈尼阿聪坡坡》诗歌格律初探 研究报告

58 CEFA2020058ND 中等文化艺术学校公共基础课功能及实现策略的研究 局英 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论文

研究报告

59 CEFA2020059ND “戏曲进校园”有效途径研究 徐一然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论文

60 CEFA2020060ND 基于传统技艺的创新设计研究 陈悦颖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论文

61 CEFA2020061ND 艺术设计新思潮研究 以中国当代水墨动画创新路径为例 黄维鹏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论文

62 CEFA2020062ND 微观世界的艺术美对当代视觉传达的启发探究 陈明悦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论文

63 CEFA2020063ND 创业胜任力视角下创新创业实践研究 赵飞红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论文

64 CEFA2020064ND 
艺术职业学院“3十2”中高职一体化、五年一贯制人才培养

赵彬彬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论文
模式的教学管理与评价研究

65 CEFA2020065ND 新媒体技术与戏曲动画艺术创新发展研究 何佳邱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66 CEFA2020066ND 新时代高职艺术院校特色发展方略研究 周应中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67 CEFA2020067ND 浙江戏曲民营剧团职业培训长效机制研究 杨晓i宏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68 CEFA2020068ND 艺术职业院校毕业汇报质量保障的研究与实践 齐磊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69 CEFA2020069ND 
工匠精神融入艺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路径与策略研究

冀肖力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基于榜样教育法和需要理论的探索与实践

70 CEFA2020070ND 
新时代艺术类高职院校美育实践路径构想 以重庆文化

刘庆美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艺术职业学院为例

71 CEFA2020071ND 艺术类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李阳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72 CEFA2020072ND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艺术职业院校创新教育教学模式研究 张晓娜 重庆艺术学校
论文

研究报告

73 CEFA2020073ND 探索高校戏剧教育文化影响对教学应用的研究 王远杰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研究报告

74 CEFA2020074ND 基于传统技艺的创新设计研究 以＝灶竹草编织为例 颜西贝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75 CEFA2020075ND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学习APP创意设计研究 谢颜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76 CEFA2020076ND 
“互联网十”时代书籍设计创新模式在传统文化出版产业链

周小青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中的应用研究 专利

77 CEFA2020077ND 艺术类职业院校“校企一体化”办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闰永涛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Administrator
矩形



78 CEFA2020078ND 
高职院校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途径 以麦田华彩影视制作

董莹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产业学院为例

79 CEFA2020079ND 
艺术职业院校创新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保障机制的研究与

李爱玲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实践

80 CEFA2020080ND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艺术职业院校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研

周翔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究与实践 以高职英语的云班课教学模式研究为例

81 CEFA2020081ND 信息化手段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舒扬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 专项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成果形式

CEFA2020001ZX 疫情背景下高职声乐集体课线上模式研究 李玉勇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2 CEFA2020002ZX 
防疫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景观设计专业应用性教学案例研究

尹国华 大连艺术学院 论文
以医院“景·疗”设计为例

3 CEFA2020003ZX 疫情以来影视编导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靳相林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4 CEFA2020004ZX 
艺术职业院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以

宋连弟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应对新冠感染肺炎疫情为例

5 CEFA2020005ZX 
防疫常态化下中等艺术职业学校公共文化课防疫与教育有

陈流
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

论文
机渗透的实践与应用 学校

6 CEFA2020006ZX 防疫常态化背景下的艺术中职学生教育研究 刘明援
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

论文
学校

7 CEFA2020007ZX 疫情下艺术高职类英语课程线上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冯丽春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8 CEFA2020008ZX 抗疫视角下舞蹈融入新冠患者康复治疗研究 f余睁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9 CEFA2020009ZX 新冠疫情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孙运玲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10 CEFA2020010ZX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艺术类高职院校实践育人工作的

王睿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探索

11 CEFA2020011ZX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艺术生的思想教育研究 周新娟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12 CEFA2020012ZX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艺术职业院校表演课网络教学探索 刘振艳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13 CEFA2020013ZX 重大疫情防控下的艺术院校思政教育路径探索 涂淑梅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论文

14 CEFA2020014ZX 新冠疫情下高职影视艺术类人才就业竞争力研究 傅玄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论文

15 CEFA2020015ZX 高职艺术院校“抗疫”主题艺术实践研究 季青援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16 CEFA2020016ZX 
防疫背景下艺术职业院校音乐表演专业学生线上教辅职业

夏金fill: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技能拓展训练研究

17 CEFA2020017ZX 高职院校线上教学质量评价模型研究 冯妮婷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Administrator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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