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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 

2019-2020 年度优秀成人教育科研成果等级鉴定 

结果公示 

 

根据《关于开展 2019-2020 年度优秀成人教育科研成果

等级鉴定的通知》（京成学会[2020]10 号）精神，2020 年 7 月

2 日经专家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等级签定，在申报的 109 项

中，共评出一等奖 12 项、二等奖 23 项、三等奖 34 项，现将

等级签定结果及作者、单位公示如下，公示期为 7 天。公示

期间如有异议，请与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秘书处联系。 

联系电话：82192286，15801683200 

联 系 人：樊祥峰 

 

 

 

 

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 

2020 年 7 月 6 日 



2019-2020 年度优秀成人教育科研成果等级鉴定名单 

序号 题        目 姓  名 单  位 等级 

1 成人高校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以《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为例 柴俊霞 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 一等奖 

2 
现代远程教育非学术性学习支持服务公关策略研究——以重庆大学网络教育

学院北京校外学习中心为例 
张  雨 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 一等奖 

3 北京市东城区学习型城区建设监测情况报告 张  琪 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 一等奖 

4 人工智能视阈下成人高等教育会计专业教学模式创新 李克红 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 一等奖 

5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成人公共英语混合式教学实证研究 邹  蓉 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 一等奖 

6 我国终身教育立法问题研究 冷荣芝 北京市石景山区成人教育学会 一等奖 

7 运用信息技术提高新型农民分层培训实效性的研究 刘旭冉 北京市门头沟区社区学院 一等奖 

8 社区少儿绘本阅读的实践研究 杨  岳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一等奖 

9 基于微信平台的翻转课堂应用于农村成人教育的实践研究 尹铁英 北京市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10 开大学生 2019年初级会计职称考试考后调查问卷分析 卢富昌 北京开放大学延庆分校 一等奖 

11 “双一流”建设下高校继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精准供给与跨界融合 丁  凯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一等奖 

12 开放大学教育质量标准的基本认识与构建 国兆亮 北京开放大学 一等奖 



13 成人高校翻转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范晓莹 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 二等奖 

14 建构主义视阈下酒店管理专业服务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郑转玲 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 二等奖 

15 “双创”视角下成人高校《金融学》教学实践研究 卜小玲 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 二等奖 

16 教育戏剧：高职大学语文教学的新路径 王晓娟 北京市海淀区职工大学 二等奖 

17 产教融合下成人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李静霞 北京市丰台区职工大学 二等奖 

18 基于 ACTFL《世界语言学习标准》的逆向教学设计在大学英语课程的实践研究 高  尚 北京市丰台区职工大学 二等奖 

19 直播课：成人高等教育的新机遇 苟旭辉 北京市石景山区成人教育学会 二等奖 

20 党建引领社区教育有效供给研究 拜晓勇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二等奖 

21 顺义区远程教育公共学习服务平台发展研究 李建军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二等奖 

22 终身教育视域下的顺义区社区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江立明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二等奖 

23 创建学习型家庭策略研究 刘俊梓 北京市大兴区社区学院 二等奖 

24 延庆区新市民城镇化教育途径的实践研究 张学兰 北京市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25 
基于国开学习网基层开放大学课程教学支持服务研究——以北京开放大学延

庆分校《公共行政学》为例 
郭  辉 北京开放大学延庆分校 二等奖 

26 基于国开学习网《计算机应用基础》 刘晓燕 北京开放大学延庆分校 二等奖 



27 
基于国开学习网的“三段式”线上实践性教学探索与实践—以《刑事诉讼法》

课程为例 
赵秀明 北京开放大学延庆分校 二等奖 

28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田毅敏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二等奖 

29 家庭微园艺 DIY产品开发与培训教材编写的研究 程莉琴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二等奖 

30 乡村旅游背景下延庆主题农家宴“营养火勺宴”开发的研究 吴玉忠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二等奖 

31 中式面点制作在成人社会培训中教学策略的研究 徐延文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二等奖 

32 构建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助力学习型燕山建设 朱宗宗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成人教育中心 二等奖 

33 开放教育完全学分制管理探析 孙宏辉 北京开放大学 二等奖 

34 高职院校非学历继续教育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李文琼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二等奖 

35 国有企业大学培训模式创新研究 
曾向英 

黄凤文 
北京市商业学校 二等奖 

36 用“专题”打造成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联盟” 耿  倩 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 三等奖 

37 信息化视角下社区老年人网络安全素养课程建构研究 高  阳 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 三等奖 

38 基于扎根理论的成人高校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王军梅 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 三等奖 

39 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朝阳区市民文明素质提升的作用 
孙国华 

邵建华 
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 三等奖 



40 区域性成人高校教师逆向选择问题及对策探析 李晓蕴 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 三等奖 

41 高职统计学教学高效课堂实现路径研究 李晓莉 北京市丰台区职工大学 三等奖 

42 泛在学习背景下继续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建设 李  毅 北京市石景山区成人教育学会 三等奖 

43 中国民族舞蹈进入中老年教育课堂 李  哲 北京市石景山区成人教育学会 三等奖 

44 高等继续教育院校加强专业课教学实践性的必要性和策略思考 赵秀艳 北京市石景山区成人教育学会 三等奖 

45 创新开展老年学历教育招生实践 
向左霞 

奚旭菲 
北京市石景山区成人教育学会 三等奖 

46 家庭公约在新时代家庭教育中的实践与探索 刘孟海 北京市门头沟区社区学院 三等奖 

47 成人教育精准帮扶弱势群体的实践研究 谢明威 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农民教育工作委员会 三等奖 

48 铸魂育人 守正创新 推动房山成人教育思政课创新发展 隗永博 北京市房山区成人教育中心 三等奖 

49 成人学历教育中英语学习风格的研究 尼爱文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三等奖 

50 以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为引领促进学习型组织创新发展 李明春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三等奖 

51 顺义区家长教育线上资源建设实践与思考 秦  蓁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三等奖 

52 顺义区社区教育学习共同体管理模式的实践研究 郭  荣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三等奖 

53 通州区学习型教研组建设的研究 王占利 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 三等奖 



54 手机“微信群”应用于“成人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教学的策略研究 
夏  巍 

吴士红 
北京市昌平区成人教育中心 三等奖 

55 手机 APP在成人英语听说读写教学实践中的探索与研究 
高  燕 

夏巍等 
北京市昌平区成人教育中心 三等奖 

56 大兴区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与优化研究 梁红梅 北京市大兴区社区学院 三等奖 

57 依托成校开展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教育的研究 王  艳 北京市大兴区社区学院 三等奖 

58 班级活动有效服务于农民中专班教学的研究 高欢宇 北京市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59 植物画 DIY体验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辛金萍 北京市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60 建设农民中专班班风，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 史玉兰 北京市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61 延庆农村老年教育存在问题及对策 祁书亮 北京市延庆区社区教育中心 三等奖 

62 延庆区机关学习型党组织创建现状研究 王爱华 北京市延庆区社区教育中心 三等奖 

63 
冬奥背景下区域开放大学分校的远程教育合作——以延庆分校与张家口分校

的合作为例 
吴凤兰 北京开放大学延庆分校 三等奖 

64 学习网环境下支持服务影响因子分析  朱云霏 北京开放大学延庆分校 三等奖 

65 乡村旅游服务英语线上教学内容开发的研究 郑志文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三等奖 

66 混合式教学法在保健按摩社会培训中的实践研究 刘建军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三等奖 



67 新型职业农民计算机培训实施过程初探 王志伟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三等奖 

68 智慧教育在继续教育中的应用与发展前景 丁莉婷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三等奖 

69 新时代职业院校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研究 张芳喜 北京市商业学校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