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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2 年河南省终身教育专项课题和课程开发立项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批准号 申请课题名称 类型 主持人 主持人单位 课题组成员

1 豫教〔2022〕45720 家校社共建共享教育资源的研究 课题 吕玉卿
郑州市郑东新区九年制

实验学校

管莉、冯莉莉、张雨、付云燕、

李晓庆

2 豫教〔2022〕45721 立足地方的社区教育特色课程开发研究 课题 贾新生 临颍县职业教育中心 娄志勇、陶方、胥胜男

3 豫教〔2022〕45722
依托中职学校社区新型高素质职业农民培养

教学实践研究
课题 张航利 漯河市源汇区教育局 曹永红、殷俊丽、陈智慧、陶俊年

4 豫教〔2022〕45723
社区教育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以漯河

市为例
课题 杨子峰 漯河市社区大学

周硕举、余飞、贾进婷、王新新、

贾梦真、刘前进

5 豫教〔2022〕45724 社区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共享与应用研究 课题 李素娥 漯河市龙塔社区学校
常云梅、楚娟、周恃卓、李小双、

王新新、刘前进

6 豫教〔2022〕45725
数字化学习环境下双线混融式社区教育的教

学模式研究
课题 李新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贺望琢、冉三、李宏扬、王保军、

王军凯、葛鑫

7 豫教〔2022〕45726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研究 课题 卢永刚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侯同江、卢叙吉、李宏扬、王宇飞、

耿祥玉、张萍

8 豫教〔2022〕45727
新时期继续教育培训信息化管理绩效评价体

系研究
课题 杨瑞丽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徐慧、王倩、王文林

9 豫教〔2022〕45728
终身教育背景下大学教育参与社区教育的融

合研究
课题 徐慧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杨瑞丽、李衍珂、王文林

10 豫教〔2022〕45729
基于“稳就业 惠民生 促发展”目标的政校企

合作社区教育教学资源开发、共享与应用研究
课题 李锐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王婧、张斐、梁一村、段一珂、

齐晓培、钱薇

11 豫教〔2022〕45730
社区教育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以河南

社区教育为例
课题 马迪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谢甜、吴锐侠、薛庞娟、王利冬、

张素勤、郭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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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豫教〔2022〕45731
社区教育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及实现路径研

究
课题 赵琪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郭彦琳、职慧、郭倩倩、冯高飞

13 豫教〔2022〕45732
以社区为依托的郑州市老年教育终身学习体

系增能研究
课题 戴琳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王侃、李霞、马燕燕、廖茹琼

14 豫教〔2022〕45733 互联网+背景下社区数字化学习方式研究 课题 王侃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马燕燕、戴琳、李霞、廖茹琼、

赵琪、林静雯、杨易楠

15 豫教〔2022〕45734
《大美中原》传统文化课程社区教育普及推

广研究
课题 陈道山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宋平、张永奇、雷俐丽、连建功、

常书辉

16 豫教〔2022〕45735
乡村振兴视域下高素质农民培养模式与机制

研究
课题 宋平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王元明、王云善、狄波、周晶、

吴秀云

17 豫教〔2022〕45736
智能时代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与应

用研究
课题 朱富丽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王云善、刘建朋、周红雷、刘志龙、

张锦宇、陈英杰

18 豫教〔2022〕45737
河南省城市社区健康教育“体卫融合”优化

路径研究
课题 彭媛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

校

赵成、孙莎莎、郑风景、武孟辉、

丁雅谈、杨淑涵

19 豫教〔2022〕45738 社区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课题 逯云杰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宋志峰、郭建英、黄伟

20 豫教〔2022〕45739 终身学习理念下社区教育品牌建设探索 课题 陈扬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周瑞丹、何慧玲、崔世佳、胡玉会

21 豫教〔2022〕45740
乡村振兴中基于需求洞的高素质农民培训模

式与机制研究
课题 漆彦忠 许昌学院

冯璐彤、梁广华、王展、王昭、

吴文静

22 豫教〔2022〕45741 英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模式及其启示研究 课题 姚琳 许昌学院 张弘毅、李帆、徐来群、梁正瀚

23 豫教〔2022〕45742
面向社区教育的“高级语言编程”虚拟仿真

实践平台开发、共享与应用研究
课题 田胜利 许昌学院 胡涛、杜根远、姚丹丹、鄢靖丰

24 豫教〔2022〕45743
基于地域文化的社区教育在线特色课程开发

研究
课题 李红英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吴永杰、赵银红、李昂、辛玉森、

刘凤鸣、李如月

25 豫教〔2022〕45744
终身教育视阈下高职专业资源库服务社区教

育建设研究
课题 赵银红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李红英、吴永杰、李政增、李昂、

郝顺增、刘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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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豫教〔2022〕45745
新时代终身学习理念背景下社区教育的实施

路径与对策研究
课题 张思卿 郑州西亚斯学院 李倩、李萍、尚冠宇

27 豫教〔2022〕45746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社区教育精准服务重点人

群研究
课题 周航 周口师范学院 朱欣颖、徐艳伟、张坡

28 豫教〔2022〕45747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家校社课程资源共建

共享——以健康管理课程为例
课题 万雪琪 河南技师学院

吴芷菁、田婧、孙琳、楚安妮、

谢风来、侯嘉伟

29 豫教〔2022〕45748
职业院校与社区服务中心教育网络优质课程

资源共建共享探索
课题 吴芷菁 河南技师学院 田婧、王兰香、江帅、孙琳、谢风来

30 豫教〔2022〕45749 终身学习视角下河南社区教育发展策略研究 课题 方刚 信阳师范学院 郑孝梅、邓耀辉

31 豫教〔2022〕45750
社区教育视角下成人高等教育地方民俗文化

课程开发研究
课题 祝军 信阳师范学院 郑雪松、邓耀辉

32 豫教〔2022〕45751 互联网＋高职院校社区教育模式研究 课题 杨静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彭浩、耿军恒、李瑶瑶、崔婧、

蔡燕超、范玉宁

33 豫教〔2022〕45752
社区下终身学习活动品牌建设策略的探索研

究
课题 范玉宁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庞璐璐、杨杰杰、杨静、李一玥、

常燕、李思辰

34 豫教〔2022〕45753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社区教育策略研究 课题 薄新党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李改玲、孙勇、段安琪、关杰、

吴昀、孟付荣

35 豫教〔2022〕45754
疫情常态化下高职老年大学与社区共建老年

医养教结合模式探索
课题 段安琪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王风云、孟付荣、葛华、韩宝来、

肖华伟、窦纪梁

36 豫教〔2022〕45755
“校-行-企”协同构建终身学习体验基地的

探索
课题 张佳阳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薄新党、杜宁、徐海云、李改玲、

蔡庄红、赵扬

37 豫教〔2022〕45756 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社区教育协同发展探索研究 课题 李文举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原方方、张育善、段鑫、廉斌、

赵庆杰、杨宏民

38 豫教〔2022〕45757 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数字化转型创新研究 课题 张洛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邓启民、葛辉、张潮、任重凯、

柏榛



— 4 —

序号 项目批准号 申请课题名称 类型 主持人 主持人单位 课题组成员

39 豫教〔2022〕45758
“互联网+”背景下社区教育创新发展路径研

究——以郑州市二七区为例
课题 董芳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常珞珞、王睿、李琼、张瑞坤、

蔡迪、冉苒

40 豫教〔2022〕45759
共享教育理念下高职院校助推社区教育数字

化教学资源建设的路径研究
课题 可心萌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若飞、宋颖、刘爽、尚季玲、

胡宽辉、魏瑶瑶

41 豫教〔2022〕45760 高职院校参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课题 原方方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鹏宇、余建勇、崔琬茹、李文举、

魏祥、张秀英

42 豫教〔2022〕45761 社区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课题 蔡崇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李羚、肖梦宇、李漪镔、张斌、

马晓红

43 豫教〔2022〕45762
新时代老年教育体系中老年美德资源开发与

传承研究
课题 崔风华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毕坤、王利平、韩昆朋、海英姿、

曹丽慧、朱东方

44 豫教〔2022〕45763 《诗经》文化在社区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课题 梁雪漫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蔡崇、郝继萍、李嘉、曹观峰、

赵凯、杜邦

45 豫教〔2022〕45764
专职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发展研究——以

河南省为例
课题 管磊 河南开放大学 李梦真、陆胜、李品良

46 豫教〔2022〕45765 社区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课题 李京 河南开放大学 邢勃、裴延锋、陈曼

47 豫教〔2022〕45766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有效开展社区老年教育实

践路径研究
课题 张筱茜 河南开放大学 孟丽强、李梦真、陆胜

48 豫教〔2022〕45767 家庭教育模式与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课题 陈曼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张欣宇、朱怡君、孙长忠

49 豫教〔2022〕45768
基于微课的社区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研究
课题 王雯心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张玲、张欣宇、孙长忠

50 豫教〔2022〕45769
“家校社共育”中家长深度参与的现状分析

及对策研究指导
课题 蒋香玉 荥阳市教育局 史瑞峰、楚雅丽、贾秀存、王甜甜

51 豫教〔2022〕45770 新时期“村改居”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模式研究 课题 王小雪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韩雷斌、陈春燕、段景艳、昌秀娟、

李萌、刘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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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豫教〔2022〕45771 书法体验基地在社区终身教育中的实施探索 课题 周岩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付全立、陈春燕、韩雷斌、段景艳、

王小雪、刘丹丹

53 豫教〔2022〕45772 社区教育地方传统文化课程开发研究 课题 林五星 焦作大学
王晓艳、和彩霞、徐莉萍、司国斌、

安小红、张明宇

54 豫教〔2022〕45773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视角下焦作社区教育发展

改革研究
课题 徐莉萍 焦作大学

和彩霞、王晓艳、刘晟天、原雪辉、

王琳、林琛城

55 豫教〔2022〕45774 社区教育优质教学资源建设标准和方法研究 课题 徐春华 郑州大学 许飞、董涵、李晨雪

56 豫教〔2022〕45775 宋代茶文化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建设研究 课题 徐轲 开封大学
常卫锋、杨艳丽、袁安娜、孙晓颖、

陈加龙、李琳

57 豫教〔2022〕45776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培育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课题 王琳琳 开封大学 葛华、张晓宇、刘奎

58 豫教〔2022〕45777 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瓶颈及对策研究 课题 卢海
济源市王屋镇社区教育

学校
张波、齐建锋、袁婧

59 豫教〔2022〕45778 中职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路径研究 课题 李晓庆 新密市职教中心
吴海朝、张秀娟、慎佳慧、王军伟、

朱敏锋

60 豫教〔2022〕45779 社区家庭教育的价值及实现途径的研究 课题 闫江涛 平顶山学院 李宏亭、任玮、李飒

61 豫教〔2022〕45780
终身教育视域下多元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

研究
课题 康镇

禹州市成人教育教学研

究室
李兴来、朱陆一、张菲菲、宋亚琦

62 豫教〔2022〕45781
数智时代老年人信息素养教育困境及应对策

略研究
课题 周九常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刘广河、史文佳、王红云

63 豫教〔2022〕45782 社区教育现代化路径探索与实践研究 课题 周彦涛
河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

学院
李明玉、刘洁、王娜、王孔飞、张彦

64 豫教〔2022〕45783 学习型社区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提升的探究 课题 范娜
河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

学院

许欣然、王艳丽、郝玉霞、江姗、

郑言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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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豫教〔2022〕45784 行业企业参与社区教育激励机制研究 课题 费海波
河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

学院

周彦涛、李泽琰、赵海潮、王孔飞、

张彦

66 豫教〔2022〕45785
“文明十二家”终身共学互助模式的实践性

研究
课题 石国华

河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

学院

柴丽芳、牛彩虹、张广、王军伟、

王艳珍、戈禄瑜

67 豫教〔2022〕45786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社区教育融入社

区治理路径探索
课题 陈静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聂席宾、陈新进、杜悦、李卫国

68 豫教〔2022〕45787
整合社区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夕阳红唱响中

原大地
课题 李娜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车进、崔颖、张达为、董旭彤、

刘月丽

69 豫教〔2022〕45788
河南省社区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郑州市为例
课题 吕春燕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张琳雪、叶闪闪、赵小佳、靳文静、

徐佳卉、高迁

70 豫教〔2022〕45789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区教育的实践困境及

优化策略
课题 李冰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丁涛、铁艳艳、来博、任昱玮、

马世界

71 豫教〔2022〕45790
终身教育背景下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实践

探索---以河南推拿职业学院为例
课题 李红玉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马磊、徐静、韩晓明、吴文娟、

王娜、张雨琪

72 豫教〔2022〕45791 社区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课题 贾宏基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高衡、郑直、聂金强、李慧华、

郭昊天

73 豫教〔2022〕45792
终身教育视阙下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

路径研究
课题 孙小利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归凯旋、宋静辉、苏萌、梁方、

王文思

74 豫教〔2022〕45793 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建设研究——以洛阳市为例 课题 杨庆玉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梁方、苏萌、殷德田、归凯旋、

侯斌、刘鹏

75 豫教〔2022〕45794 新时代背景下全民终身阅读路径的实践与探索 课题 柴丽芳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社区学院

王艳丽、韩丽丽、李银锋、张育诚、

沈俊霞、丁勇章

76 豫教〔2022〕45795
王阳明心学在中老年心身健康促进中的时代

价值与可行性研究
课题 高留战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老年社区学院敦复书院
何青艳、王少沛、谷凤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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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豫教〔2022〕45796 “FENG之声全民公益阅读活动”实施效果调查 课题 季东林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成人职业教育教研室
梁琦、刘小龙、姜宝成、朱慧杰

78 豫教〔2022〕45797 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课题 闫全胜 开封市柳园口中学
吴铁营、张山成、王洪茹、郭洁、

倪晶晶、季青莉

79 豫教〔2022〕45798
农村社区学校课堂教学中渗透孝文化的策略

研究
课题 朱广华

开封市祥符区教育体育

局职业与成人教育教研

室

张园红、杜苗苗、张玉灵

80 豫教〔2022〕45799 《美术教育特色课程手工课活动策略的研究》 课题 张园红

开封市祥符区教育体育

局职业与成人教育教研

室

韩振敏、于吉永、任艳冰

81 豫教〔2022〕45800 终身学习活动品牌（综合实践活动）研究 课题 朱建新

开封新区社区教育学院

（开封新区青少年活动

中心）

张海红、王忠梅、朱梅英、赵新立、

刘玉琳

82 豫教〔2022〕45801
社区群众合唱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研究
课题 佘华良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杨晨、赵彬彬、刘营光、陈晓飞

83 豫教〔2022〕45802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终身学习的发展路径研究 课题 豆流鑫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卞翠敏、张伟、安静、屈笑羽、

王艳杰、李盼

84 豫教〔2022〕45803 新时代社区教育创新发展趋势研究 课题 康家林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秦晓峰、徐江莉、马士玲、荆科科、

姚传安

85 豫教〔2022〕45804
国家中心城市背景下郑州社区英语教育发展

研究
课题 李敏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郭春林、李莹、王晓燕

86 豫教〔2022〕45805 文化强省战略背景下河南社区教育发展研究 课题 于诗晨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刘曼、于洋、佘华良、魏田田

87 豫教〔2022〕45806 互联网+背景下社区数字化学习方式研究 课题 张君瑞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刘伟丽、轩丹阳、郝文博、白东丹、

王山青、张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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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豫教〔2022〕45807 德国终身职业教育融通性的可借鉴性研究 课题 赵金雪 南阳科技职业学院
吕红安、王达嘉、赵亚菲、刘迪、

张协、王理

89 豫教〔2022〕45808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路径与模式研究 课题 郭晓辉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赵静、李晓庆、刘常兴、冯会利、

胡会欣、刘红

90 豫教〔2022〕45809 河南省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提升对策研究 课题 周莉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刘彦博、郭晓辉、王娟、朱妍、

姚旭、李琳

91 豫教〔2022〕45810 学习型社会背景下社区教育发展实践研究 课题 苗连叶
鹤壁市成人职业技术教

研室
杨羽溪、梁艳艳、李佳蔚

92 豫教〔2022〕45811 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教育研究 课题 高明珠
鹤壁市机电信息工程学

校

苗连叶、王坤、白雪亮、张宁、

江晓燕

93 豫教〔2022〕45812
社区教育教学模式创新研究---“教学做一体

化”探析
课题 陈晓平

鹤壁市科技中等专业学

校
宋拥政、郭雅、张洪涛

94 豫教〔2022〕45813
“高校—企业—社区”联合的老年教育体系

探索
课题 王文生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申洁、王梦露、刘玉林、苏月、

侯艳

95 豫教〔2022〕45814 社区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课题 杨红霞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王焕章、武锋、尚玉保、胡继锋

96 豫教〔2022〕45815
在职业学校建立老年学院以承载社会老年教

育及其他服务研究
课题 胡卫东 南阳第五中等职业学校

薛娣、李妍、姚远、沙小会、夏书敏、

杨希

97 豫教〔2022〕45816
写家书传家风在“家校社共育”中的实践与

研究
课题 于永军 范县教育局关工委

陈全奎、卢志远、李丽、陈馨萌、

赵利如、巴世阳

98 豫教〔2022〕45817 双减政策下如何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研究 课题 王洪杰
濮阳城东办事处龙腾社

区学校
王教允、李凤珍、张佰泉

99 豫教〔2022〕45818 终身教育视域下小学家校社共育的策略研究 课题 李永强 清丰县诚睦路小学
赵晓慧、丁瑞钗、韩翠娟、梅晓娜、

库焕锋

100 豫教〔2022〕45819 社区教育网络优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研究 课题 梅乐堂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李小强、梁保然、万弢、李文乐、

黄菲、王照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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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豫教〔2022〕45820
互联网+背景下高素质农民育训结合培养模

式研究
课题 肖珑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梁保然、黄菲、刘瑞娟、鲁冬、

王斌、万弢

102 豫教〔2022〕45821 社区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共享与应用的研究 课题 杨文平
信阳平桥区五里办郝堂

村小学

吕云云、郭歌、王亚男、郭小伟、

魏全秀

103 豫教〔2022〕45822 农村社区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 课题 吕继运 新县职业高级中学 万治国、余建华、邢晓航

104 豫教〔2022〕45823 社区教育课程标准建设研究——以洛阳市为例 课题 白雪琳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 高瑞、韩旭、李妍、任晓雨、鲍菁

105 豫教〔2022〕45824
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发展策略研究─以洛

阳社区大学为例
课题 高瑞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

白雪琳、韩旭、李妍、任晓雨、

王卫兵

106 豫教〔2022〕45825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居民应

急能力提升研究
课题 翁文阳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 左玉新、韩欣达、孟晓蕊、张向颖

107 豫教〔2022〕45826
“乡村振兴大讲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实

施策略研究
课题 王洋洋 汝阳县城关镇中心学校

李艳芳、史朝霞、许聪、李亚蕾、

刘渊洋、付风霞

108 豫教〔2022〕45827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学院发展的现实困

境与路径探索——以汝阳县社区学院为例
课题 袁孬旦 汝阳县社区学院

江荣利、吴域杰、马晓红、张社军、

熊便伟、申志怡

109 豫教〔2022〕45828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高素质农民培养方法

和策略研究——以河南省汝阳县为例
课题 张社军 汝阳县社区学院 江荣利、熊便伟、吴域杰、李东方

110 豫教〔2022〕45829 腰鼓传统文化在社区教育中的研究 课题 赵振华 嵩县城关镇老年学校
杨艳艳、田慧霞、朱智晓、于丽珂、

刘任魁

111 豫教〔2022〕45830
沙盘游戏对社区青少年表达能力影响策略的

研究
课题 李巧珍 嵩县城关镇社区学校

杨利娟、周晓玉、徐静飞、刘文燕、

张靖伟、李霞

112 豫教〔2022〕45831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研究 课题 张静会 嵩县社区教育学院
董璐、赵笑鸽、李占玉、屈玉峰、

徐静飞、郝为民

113 豫教〔2022〕45832
关于学习型社区建设与提升人的全面发展的

研究
课题 张宏立 淅川县盛湾镇社区学校 姚鹏程、周成建、周学伟、马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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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豫教〔2022〕45833 社区教育地方传统文化课程开发研究 课题 李春辉 鲁山县艺术社区学院
李喜芳、谢超、高正义、杨德全、

杜恩成、杨五乾

115 豫教〔2022〕45834
提升老年教育服务能力的路径研究——以平

顶山为例
课题 温亚丽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黄昕、牛显明、张丽瑶、高见、

周俊辉、孙林坡

116 豫教〔2022〕45835 社区家庭教育模式的研究 课题 曲娟 平顶山市新华区教体局 任帅星、曲克强、郭晓丹、曲鹏贞

117 豫教〔2022〕45836 社区教育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课题 赵天坤 西高皇街道中央花园 李君、张水莲、郭康达

118 豫教〔2022〕45837 终身教育背景下周口市农村社区教育模式探究 课题 刘亚东 郸城县职业中专 贺敏杰、连博、李伟、张超、王艳召

119 豫教〔2022〕45838
社区数字化学习的现状分析及发展路径研究

——以 F县为例
课题 李冠贤 扶沟县职业教育中心 杨茗月、杨玉华

120 豫教〔2022〕45839 社区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 课题 黄健男
周口市淮阳区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

朱相如、任美子、吕梅杰、雷丹丹、

张静、李凡

121 豫教〔2022〕45840 社区教育服务青少年及老年人群的研究 课题 刘良安 商水职业中专
张子昂、刘徽、马永生、王丽、

毛云峰

122 豫教〔2022〕45841 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瓶颈及对策研究 课题 杨红伟
商水第一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许伟敏、王红举

123 豫教〔2022〕45842 社区教育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课题 李艳伟 沈丘县范营乡中心校 赵鹏、张大伟、樊廷辉

124 豫教〔2022〕45843 社区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课题 李辉 沈丘县刘湾镇社区学校 李建伟、宋伟、杨炎

125 豫教〔2022〕45844 地方传统文化在老年学院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课题 王景强
周口市职业高级中学（川

汇区老年学院）

谭敬涛、胡纲、何飞、王贝贝、

郑林

126 豫教〔2022〕45845

在社区教育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

径研究——基于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

区学院实践探索分析

课题 刘大卫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社区学院

乔王甜、徐露、马丽、肖永洁、

张子祺、李滢涛

127 豫教〔2022〕45846 新时代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研究 课题 张鲜芝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社区学院
杜利丹、石欣、张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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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豫教〔2022〕45847 互联网+时代社区养教模式实践研究 课题 周杰辉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社区学院

陈衍雯、夏春兰、靳珂、董炜、

高跃鹏

129 豫教〔2022〕45848
社区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以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区学院为例
课题 马丽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社区学院

马丽顾昕伟、刘大卫、肖景霞、

徐露、李苗苗、肖永洁

130 豫教〔2022〕45849 农村社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课题 张建伟 周口技师学院
杨叶彩、康盼盼、王锦伟、胡金中、

康强

131 豫教〔2022〕45850 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学习平台建设研究 课题 霍其伟
西华县第二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徐桂霞、赵得功、高林燕、王振、

展亚涛、张俊韩

132 豫教〔2022〕45851 社区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课题 谢伟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琪、房广涛、梅杨

133 豫教〔2022〕45852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发展方向探究 课题 毛冰萌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田利芹、刘芳、曾侨妮

134 豫教〔2022〕45853 发展社区普法教育 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课题 曾侨妮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杜远征、刘芳、毛冰萌

135 豫教〔2022〕45854 互联网+社区教育模式研究 课题 张海红
洛阳市宜阳县电大教师

进修学校

白长伟、汤蕊蕊、杨静、冯辉辉、

张宝利

136 豫教〔2022〕45855 农村老人常见心理问题及解决策略的研究 课题 乔变霞 登封市石道乡东区小学
李占国、郑耀杰、王晓、赵田田、

刘新惠、王意晓

137 豫教〔2022〕45856
社区教育专兼职教师队伍现状调查研究——

以郑州高新区 W 办事处为例
课题 杨苏娟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教研

和智慧教育发展中心

任亚萍、李璐婷、朱晓静、王雅琨、

吴颖博、梁瑾

138 豫教〔2022〕45857 社区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与教材开发的研究 课题 吕海群
郑州市新郑市观音寺镇

社区学校
陈红彦、赵培红、时令歌

139 豫教〔2022〕45858
终身学习背景下的乡镇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

建设研究
课题 楚彤 荥阳市汜水镇中心学校 蒋小茹、张瑜、武鹏

140 豫教〔2022〕45859
社区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验——

以荥阳市城关乡传承乡土文化为例
课题 刘福平 荥阳市城关乡中心学校 王新杰、张艳艳、赵瑞瑞

141 豫教〔2022〕45860 二七区社区教育专业工作者能力提升研究 课题 唐晓旭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廖启明、张海定、甘文泉、武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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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豫教〔2022〕45861
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与属地社区共享教育资

源的实践与研究
课题 王磊 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 张树周、张雪飞、牛文冰

143 豫教〔2022〕45862 关于建立布艺香包技艺传承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课题 王红 中原区社区学校
芦爱玲、张振辉、侯惠敏、陈智伟、

刘泽宇

144 豫教〔2022〕45863 社区教育赋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对策研究 课题 王运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甘文泉、范选伟、乔涛涛

145 豫教〔2022〕45864 数字化学习赋能社区教育体系联动的策略研究 课题 甘文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范选伟、乔涛涛、张灵敏

146 豫教〔2022〕45865
社区教育地方教材开发研究——以地方教材

《郑州名人》为例
课题 丁利荣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 张灵敏、甘文泉、范选伟、王建霞

147 豫教〔2022〕45866 河南省学习型社会建设研究 课题 张海定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
梁才、李珂、范会芳、陈红彦、

陈颖、管磊

148 豫教〔2022〕45867
“党建引领下”郑州市社区志愿服务融合发

展研究
课题 张景安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 李伟亚、万锐、朱华粤

149 豫教〔2022〕45868 社区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及考核评价研究 课题 梁才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 胡苏、徐中磊、杨颖

150 豫教〔2022〕45869 县域社区学院发展思路的实践探究 课题 杨海现 新密市社区学院 张继红、张晓莉、张伟红、周君威

151 豫教〔2022〕45870
依托“岐黄文化”地域资源，有效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研究
课题 张富涛 新密市苟堂镇社区学校 包秀田、杨志永、杨晓丽

152 豫教〔2022〕45871
加强社区内闲散青少年就业指导与培训的实

验的研
课题 吕军委 新密市刘寨镇初级中学

张道学、宋丽娟、吕会平、马润枝、

王艳芳、范雅娟

153 豫教〔2022〕45872 借力经典诵读，推动文明家风形成的研究 课题 王国奇 中牟县雁鸣湖镇中心学校 韩爱景、冯涛

154 豫教〔2022〕45873 老年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课题 陈镇 邓州市老干部大学 陈祖胜、刘德洲、陈秀贤

155 豫教〔2022〕45874 社区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课题 陈祖胜 邓州市老年大学 刘德洲、陈镇、马均

156 豫教〔2022〕45875 享受健步快乐，拥有健康体魄 课题 丁长盈 邓州市教育局 韩丽英、周天刚、岁吉轩

157 豫教〔2022〕45876 老年教育课程标准化建设研究 课题 刘德洲 邓州市老年大学 陈祖胜、冀保生、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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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豫教〔2022〕45877
县域老年教育现状及发展研究——以邓州市

为例
课题 马均 邓州市委老干部局

陈祖胜、卢萍、刘小静、刘婷、

杨俊平

159 豫教〔2022〕45878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的实践研究 课题 杨传鹏 邓州市龙堰乡社区学校
苏珺、孙娜、张萌萌、余森豪、

孙航

160 豫教〔2022〕45879
隔代教育优化取向下社区家庭教育模式与机

制研究
课题 屈武帅 邓州市杏山社区学校 吴歌、贺翔、郭淑一、王沛、王志辉

161 豫教〔2022〕45880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继续教育教学模式研究 课题 罗青莉 邓州市职成教研室
滕花朵、宋雷、郭俊许、张萌萌、

魏小刻、王晓璐

162 豫教〔2022〕45881
社区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共享与应用研究--

以豫西老龄化社区开展诵读经典活动为样本
课题 卫彩霞 三门峡市外国语小学

韩江涛、王建锋、张艳丽、赵江玲、

袁延锋、刘海燕

163 豫教〔2022〕45882
“互联网+”背景下社区数字化教育模式的研

究
课题 卫婧华

三门峡市陕州区社区学

院

曹黎伟、王杰斌、王海朋、李永斌、

程春秋、张英娟

164 豫教〔2022〕45883
社区教育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行为的研究
课题 刘勇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刘娜、朱海霞、张秋莉、曲苗苗

165 豫教〔2022〕45884 构建多样化的社区教育师资队伍 课题 姚永锋 三门峡社区大学 朱丹果、李应霞、袁培良、赵雅丽

166 豫教〔2022〕45885 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建设研究 课题 姚春燕 湖滨区老年学院 温信军、上官志锋、董三邦、张俊红

167 豫教〔2022〕45886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策略

研究
课题 李瑞萍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李赞祥、马河荣、李亚慈、袁培良、

乔涛涛、张明昊

168 豫教〔2022〕45887
社区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研究

——以灵宝市焦村镇社区为例
课题 何晓晓 灵宝市中等专业学校

刘宝平、梁蓓君、朱卫星、冯青娜、

刘艳茹、张晓梅

169 豫教〔2022〕45888 高素质农民培养模式与机制研究 课题 何国锋 灵宝市中等专业学校
崔英华、马景龙、姚晓飞、杨彦东、

王同春

170 豫教〔2022〕45889 社区教育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课题 杨卫红 新乡市成人教育教研室
花琳、张臻、周雅静、屈城乡、魏楠、

仝正楠

171 豫教〔2022〕45890 基于家校社协同的优良家风文化培育研究 课题 王隽殊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 张永忠、徐小明、周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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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豫教〔2022〕45891
互联网+背景下社区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策略研究
课题 张海丽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周子英、于彦茹、谢华、许军、

李依帆

173 豫教〔2022〕45892
新时代背景下君子故里“新君子文化”开发

与应用研究
课题 周子英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赵建怀、方春国、王西臣

174 豫教〔2022〕45893 社区家庭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实践研究 课题 张全申 获嘉县大新庄乡社区学校 刘钧岭、乔丽丽、郭乃艳

175 豫教〔2022〕45894
传承发扬本地传统武术，助力社区群众终身

体育
课题 郭云周

新乡市凤泉区大块第四

小学
申静、周光娟、张进潘、张峰

176 豫教〔2022〕45895 残障人士社区教育支持需求调查研究 课题 连子明 巩义市社区学院
李琳琳、秦谦谦、魏敏、方静、

刘琦雯

177 豫教〔2022〕45896
基于学习型社区建设的职业教育服务社区治

理机制研究
课题 杨宏涛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与

评估院

李锐、张斐、王燕、齐晓培、王婧、

杨崇英

178 豫教〔2022〕45897
乡村振兴战略下社区教育研学基地的建设与

实践
课题 陈颖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与

评估院
江月剑、杨登伟、李佳珂、季东林

179 豫教〔2022〕45898 社区教育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课题 张文正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与

评估院

张静会、董璐、李武戟、王凯、

石红涛

180 豫教〔2022〕45899 农村社区教育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与实践 课题 郭强 林州职业教育中心
谷建军、连海彬、李少宇、郭云燕、

路奎龙、王志贤

181 豫教〔2022〕45900
家校社共育视角下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

研究
课题 李红丽 管城回族区回民第一小学 刘青华、张英杰、赵明月、张璐瑶

182 豫教〔2022〕45901 社区教育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及实现路径研究 课题 陈冰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彭媛、张磊、张斌、孙大维、张若楠、

杨旭东

183 豫教〔2022〕45902 老年医学保健 课程 王东生 临颍县职业教育中心 岳景歌、张艳伟、张智新、吕颍周

184 豫教〔2022〕45903 社区教育实用技术 课程 刘民杰 漯河市源汇区教育局 张航利、殷俊丽、田晓磊、陶俊年

185 豫教〔2022〕45904 精气神：中老年养生的必由之路 课程 孙国明 漯河市社区大学
程传蕊、朱保华、杨子峰、蔚盼盼、

李磊、王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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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豫教〔2022〕45905 老人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 李双
漯河市龙塔社区（老年）

学校

常云梅、楚娟、周恃卓、李小双、

王新新、刘前进

187 豫教〔2022〕45906 社区教育专项课程——家庭教育课程开发 课程 刘怀景 范县社区学院
王燕、赵森原、吴美荣、李洁洁、

胡彬、卢志远、陈全奎

188 豫教〔2022〕45907 孝道之乡 魅力清丰 课程 孔志华 清丰县城关镇社区学校
裴玉玲、张慧玲、常荣荣、张书红、

曹兆权

189 豫教〔2022〕45908 社区教育培育学习型组织研究 课程 魏俊 罗山县中等职业学校
洪立、陈瑞、吕华庆、王雪松、

张爱华、吕海云

190 豫教〔2022〕45909 茶与养生 课程 牛显明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温亚丽、黄昕、高见、张丽瑶、

段珊珊、崔靖晗

191 豫教〔2022〕45910
社区幼儿舞蹈组合——中国民族民间舞与中

国古典舞系列
课程 顾昕伟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社区学院

孙梦杰、周豫麟、陈冲、吴一帆、

刘晨

192 豫教〔2022〕45911 中医养生学 课程 张子涵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霍秀红、张波、田利芹、谢伟、

李雨杺、周淑敏

193 豫教〔2022〕45912 葫芦丝教学进社区课程 课程 李根强 郑州航空港区领航学校 张艳华、孙军红、张鑫星

194 豫教〔2022〕45913 健康生活自己掌握——健康管理系列微课程 课程 周志彬 河南技师学院
吴芷菁、杨颖、万雪琪、田婧、

孙琳、楚安妮

195 豫教〔2022〕45914
推动老龄社会信息无障碍建设——互联网+

智慧助老系列微课
课程 田婧 河南技师学院

万雪琪、杨颖、吴芷菁、江帅、

智十升、侯嘉伟

196 豫教〔2022〕45915 社区学院声乐课程 课程 胡苏 郑州幸福里文化艺术中心 徐中磊

197 豫教〔2022〕45916 元曲课堂 课程 陈祖胜 邓州老年大学 刘德洲、陈镇、马均

198 豫教〔2022〕45917

区域特色传统文化在社区终身教育中的实践

路径研究——以“道元正姿十二式”在豫西

老年群体实践经验为蓝本

课程 韩江涛 三门峡社会职业培训学校 曹富春、关世锋、王红岩、王建锋

199 豫教〔2022〕45918 社区教育培育居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课程 任娇娇 湖滨区前进街道办事处 高宏群、杨艳茹、曲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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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豫教〔2022〕45919 智能机应用 课程 赵瑞娜 湖滨区老年学院 姚春燕、张俊红、杨郭辉、熊壮

201 豫教〔2022〕45920 中华传统养生运动 课程 曲扬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李少杰

202 豫教〔2022〕45921 色彩应用 课程 陈雪玲 获嘉县社区学院 吕世营、李梦楠、李莹、李丹

203 豫教〔2022〕45922 国学经典诵读 课程 赵巧 获嘉县社区学院 韩葆华、卫莉、李永、郭艳芳

204 豫教〔2022〕45923 MG动画制作—— 助力老年群体掌握数字技术 课程 石玉峰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李彩霞、黄腾飞、许婷、徐战威

205 豫教〔2022〕45924 科普类教育课程——《科学之窗》 课程 王东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李春阳、赵连灯、焦艳娜、张晓俭、

刘晓华、刘睿博

206 豫教〔2022〕45925 老年学校书法艺术特色课程 课程 刘任魁
河南省嵩县城关镇老年

学校

高聚瑞、张静会、赵笑鸽、郭振宗、

李翠霞、陶丰果

207 豫教〔2022〕45926 青少年社区心理支持课程 课程 任若男 南乐县社区教育学院 申霞云、王红倩、夏子敬

208 豫教〔2022〕45927 品人文之蕴 赏艺术之美 课程 郭慧敏 南乐县傅潭路社区学校
杨金金、薛荣荣、赵瑞锋、韩珊珊、

黄亚玲、陈惠惠

209 豫教〔2022〕45928 社区学校--心理教育课程开发 课程 刘彩霞 华龙区建办社区学校
刘玉华、郑婷婷 、孙丽敏 、史亚宁、

高利花、韦曙博

210 豫教〔2022〕45929
传承发扬本地传统武术，助力社区群众终身

体育
课程 郭云周

新乡市凤泉区大块第四

小学
申静、周光娟、张进潘、潘红玉

211 豫教〔2022〕45930 川中社区大学幸福课 课程 张靓
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

儿园

郭文艳、宋琪、房玉苹、王彦、

李小娟、李醒东

212 豫教〔2022〕45931 社区教育学用结合课程开发 课程 石艳芹
濮阳市濮阳县社区教育

学院
王素娟、刘周星、马俊敏

213 豫教〔2022〕45932 尉氏县社区教育教材系列——老年篇 课程 杜新宇 尉氏县社区学院 孙向阳、杨胜利、苏剑峰

214 豫教〔2022〕45933 “岐黄文化”的开发·研究·推广·传承 课程 张富涛 新密市苟堂镇社区学校 包秀田、杨志永、刘海涛

215 豫教〔2022〕45934
探索面向各类人群的社区教育途径、方式，

提高社区教育参与率的实验
课程 王胜男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

河街道办事处社区学校
陈钾、霍少琪、林中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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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豫教〔2022〕45935
社会适应性的决定因素与社会转型不同类型

家庭的教育
课程 冯照军 新密市刘寨镇社区学校 冯照军、路旺喜、袁巧丽

217 豫教〔2022〕45936
弘扬传统文化 共筑精神家园--荥土文化我

在传
课程 张志桥 荥阳市城关乡社区学校 刘福平、李海、赵瑞瑞

218 豫教〔2022〕45937 农村青少年硬笔书法课程开发与研究 课程 王国奇
中牟县雁鸣湖镇社区学

校
韩爱景、冯涛、李长坤

219 豫教〔2022〕45938 萨克斯演奏及表演课程 课程 曹尔崇
开封市鼓楼区五一办事

处西苑社区学校
刘玉国、李宝恪、张春香

220 豫教〔2022〕45939
常见果树与中药材栽植和管理技术的课程开

发研究
课程 张宏立 淅川县盛湾镇社区学校 姚鹏程、周成建、马万里、孙林

221 豫教〔2022〕45940 现代礼仪 课程 杜兴堂 南阳市卧龙岗社区学院
郭娜林、胡卫东、夏书敏、王荣娟、

沙小会、杨希

222 豫教〔2022〕45941 网络技术在社区教育中的推广应用 课程 南江峰
三门峡市陕州区社区学

院
曹晓霞、刘铂、曹黎伟、卫婧华

223 豫教〔2022〕45941 惠济文化大观园特色社区教育课程 课程 陈志明 睢县尚屯镇社区学校 陈襄一、李自恒、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