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广州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19 年社区教育项目拟立项名单的公示

广州社区学院、各区分院（分校）及相关单位：

2019 年社区教育项目经各单位申报，由我中心组织专家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拟确定《广州市社区教育发展报

告（2017-2018）》等 34 个社区教育项目立项，现予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与我中心联系，个人来电或来件请用真实

身份并附联系方式，单位来件请加盖单位公章，否则，不予受理。

联系人：劳逸媛，电话：020-86375503，邮箱：laoyy@gcp.edu.cn。

附件：广州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19 年社区教育项目拟立项名单及建设任务

广州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19 年 4月 11 日



2019 年广州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社区教育拟立项

项目名单及建设任务

项目编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拟资助经费

（万元）
建设任务与要求

2019SQJY00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公共管理系

广州市社区教育发展报告

（2017-2018）
重点项目 柳彩霞 2

完成广州市社区教育发展研究报告 1 份

（1.5 万字），完成时间：2019 年 9 月。

2019SQJY002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社科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融入社区教育的路径研究
重点项目 于战明 2

1.完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融入社区教育的调研报告 1 份；

2.公开发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融入社区教育的核心期刊论文 1

篇。

2019SQJY00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商贸系

广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终身教育

体系构建的思路与策略研究
重点项目 董平 2

1.完成广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终身教育

体系构建相关研究报告 1 份；

2.公开发表广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终身

教育体系构建的核心期刊论文 1 篇。

2019SQJY004
广东开放大学教育

研究院

广州市及各区社区教育发展历程

及经验研究
重点项目 郑炜君 2

1.完成广州社区教育发展实证研究的报

告 1 份；

2.公开发表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研究的核

心期刊论文 1 篇。



项目编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拟资助经费

（万元）
建设任务与要求

2019SQJY005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公共管理系

全民阅读下广州社区图书馆运营

问题治理与长效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王建萍 1

1.公开发表广州社区图书馆运营问题相

关论文 1 篇；

2.完成社区图书馆读本 1 份（不少于 2 万

字）；

3.完成活动视频制作 1 个。

2019SQJY006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高职所

广州市社区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现

状研究
一般项目 韩娟 1

1.完成广州市社区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现

状调研报告 1 篇；

2.完成广州市加快社区老年教育资源供

给的策略和建议咨询报告 1 篇；

3.公开发表广州市社区老年教育资源供

给现状分析相关论文 1 篇。

2019SQJY007
广州市白云恒福

社会工作服务社

“布约而同”

——城市社区特色资源再利用探

索与实践

一般项目 李伯平 1

1.特色社区资源制品产出 200 件；

2.完成社区特色资源再利用探索与实践

的研究报告 1 份；

3.公开发表社区特色资源再利用相关论

文 1 篇。

2019SQJY008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旅游系

“彬彬有礼青少年”素养提升路径

探究
一般项目 陈纯莹 1

1.完成“彬彬有礼青少年”素养路径提升

方面的研究报告 1 篇（不少于 5 千字）；

2.公开发表“彬彬有礼青少年”素养路径

提升方面相关的论文 1 篇。



项目编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拟资助经费

（万元）
建设任务与要求

2019SQJY00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系

社区探“蜜”

——通过 Vlog 等融媒体展现社区

文化

一般项目 杨惠 1

1.完成项目成果展示画册 1 份；

2.公开发表通过 Vlog 等融媒体展现社区

文化相关论文 1 篇；

3.制作反映社区文化建设成果的视频博

客（不少于 10 条）。

2019SQJY010
南方医科大学护理

学院

广州市老年人学习需求调查与社

区教育课程设计研究——基于保

健品购买行为分析

一般项目 高钰琳 1

1.公开发表广州市老年人学习需求调查

与社区教育课程设计研究论文 1 篇；

2.完成课程设计方案 1 份。

2019SQJY01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高职所

社区治理中社区教育功能及其

优化策略

——基于个体社会化的视角

一般项目 郑玉清 1

1 公开发表社区治理中社区教育的功能及

其优化策略相关论文 1 篇；

2.完成社区治理中社区教育功能与策略

相关研究报告 1 份。

2019SQJY012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系

粤港澳大湾区社区青少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传承研究
一般项目 索笑雯 1

1.公开发表粤港澳大湾区社区青少年非

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传承相关论文 1 篇；

2.完成粤港澳大湾区社区青少年非物质

文化遗产教育与传承研究报告 1 份。

2019SQJY01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公共管理系

大学生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社

区教育研究——基于“沃野乡伴”

项目的实践探索

一般项目 李子慧 1

1.公开发表高职院校大学生参与农村社

区教育的模式与成效研究论文 1 篇；

2.完成高职院校大学生参与农村社区教

育的模式与成效研究报告 1 份。



项目编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拟资助经费

（万元）
建设任务与要求

2019SQJY014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创新训练营进社

区创新与实践
一般项目 刘炜 1

1.完成区块链技术应用创新训练营进区

创新与实践研究报告 1 份；

2.公开发表区块链技术应用创新训练营

进社区创新与实践相关论文 1 篇。

2019SQJY015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系

“文化+参与式介入”社区微改造

创新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广州

华乐街邮电社区为例

一般项目 姜涛 1

1.完成社区微改造社会服务项目 1 项；

2.公开发表社区微改造创新模式研究与

实践相关论文 1 篇。

2019SQJY016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系

社区儿童急救知识“KAP”模式

培训效果研究
一般项目 黄丽娟 1

1.完成社区儿童急救知识“KAP”模式培

训相关研究报告 1 份；

2.制定急救常识手册，印发给相关社区居

民；

3.建立社区儿童养育交流群；

4.制作急救知识海报，在社区宣传栏进行

张贴宣传；

5.制作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急救方法学

习视频，在社区电视屏进行定期播放。

2019SQJY017

广州市番禺区工商

职业学校

基于“养教结合”的广州老年教育

发展与对策研究
一般项目 李敏 1

1.完成广州老年教育发展与对策研究报

告 1 份；

2.公开发表广州老年教育发展与对策研

究相关论文 1 篇。



项目编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拟资助经费

（万元）
建设任务与要求

2019SQJY018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公共管理系

多元整合视角下社区禁毒教育模

式研究
一般项目 付美珍 1

1.完成多元整合视角下社区禁毒教育模

式研究报告 1 份；

2.公开发表多元整合视角下社区禁毒教

育模式研究相关论文 1 篇。

2019SQJY01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图书馆

高职院校图书馆面向社区开展阅

读推广模式研究——以广州城市

职业学院图书馆为例

一般项目 何文波 1

1.完成高职院校图书馆面向社区开展阅

读推广模式研究报告 1 份；

2.公开发表高职院校图书馆面向社区开

展阅读推广模式相关论文 1 篇。

2019SQJY020

广州社区学院白云

分院二院

（广州市白云行知

职业技术学校）

老年教育体验中心建设与运营研

究——以白云区老年教育体验中

心为例

一般项目 彭勇良 1

1.完成老年教育体验中心建设与运营研

究报告 1 份；

2.公开发表老年教育体验中心建设与运

营研究相关论文 1 篇。

2019SQJY021

广州社区学院白云

分院二院

（广州市白云行知

职业技术学校）

社区教育网络“周边功能”与

社区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甘冠宏 1

1.完成社区教育网络“周边功能”与社区

教育资源共享机制调研报告 1 份；

2.公开发表社区教育网络“周边功能”与

社区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相关论文 1 篇；

3.开发、完善社区教育网站 1 个。

2019SQJY022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系
广州社区学院十周年专题微视频

一般项目

（视频）
孙晔 1

1.完成一条 5 分钟的微电影，5 条 15 秒的

短视频；

2.公开发表广州社区学院十周年专题相

关论文 1 篇。



项目编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拟资助经费

（万元）
建设任务与要求

2019SQJY02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系

“广州寻根，对话黄埔”旅游路线

与文创产品体验特色课程

一般项目

（课程）
张容容 1

按照广州市社区教育优秀课程标准，开发

社区教育特色课程，编制社区教育读本

（不少于 2 千字），并深入社区上课（不

少于 5 次），结题验收时需提交前往社区

上课的相关佐证材料（如上课记录表、学

员登记表、上课效果评价等）。

2019SQJY024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系

《国际化背景下社区居民跨文化

素养提升》社区特色课程

一般项目

（课程）
刘向红 1

2019SQJY025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社科部

《十式太极拳》AR-3D

技术教学普及与推广社区教育特

色课程开发

一般项目

（课程）
容 云 1

2019SQJY026
广州市花都区

社区学院

《非遗传承-客家山歌》社区特色

课程

一般项目

（课程）
刘丽斯 1

2019SQJY027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系

社区特色课程——《少儿英语剧

场》

一般项目

（课程）
乔时玲 1

2019SQJY028
广州市花都区

社区学院
《数独》社区老年教育课程

一般项目

（课程）
黄志坚 1

2019SQJY0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城市建设工程系
《阳台可以那么美》社区课程

一般项目

（课程）
李俭珊 1

2019SQJY030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信息技术系

“小创客 大梦想”创客科普直通

车公益活动

一般项目

（活动）
孙萍 1

1.深入社区开展系列小创客教学实践活

动（不少于 5 次），结题验收时需提交前

往社区上课的相关佐证材料（如活动记录

表、活动照片，活动效果评价等）；

2.完成教育读本 1 份（不少于 2 万字）。



项目编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拟资助经费

（万元）
建设任务与要求

2019SQJY03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学生工作部

青少年体验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路径探索

一般项目

（活动）
张朝华 1

1.深入社区开展青少年体验式实践活动

（不少于 5 次），结题验收时需提交前往

社区的相关佐证材料（如活动记录表、活

动照片，活动效果评价等）；

2.完成青少年体验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有效路径研究报告 1 篇；

3.公开发表青少年体验式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相关的论文 1 篇。

2019SQJY032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食品系

发酵食品的社区推广——倡导家

庭饮食结构多样化

一般项目

（活动）
万红霞 1

1.深入社区开展发酵食品的社区推广活

动（不少于 5 次），结题验收时需提交前

往社区的相关佐证材料（如活动记录表、

活动照片，活动效果评价等）；

2.完成发酵食品社区推广研究报告 1 份；

3.公开发表发酵食品的社区推广相关论

文 1 篇。

2019SQJY03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信息技术系

社区教育视野下以 Scratch 趣味

编程学习为切入点的儿童信息化

教学探索

一般项目

（活动）
刘晓瑞 1

1.深入社区开展 Scratch 趣味编程儿童

（不少于 5 次），结题验收时需提交前往

社区的相关佐证材料（如活动记录表、活

动照片，活动效果评价等）；

2.完成一份社区儿童 Scratch趣味编程培

训教程。



项目编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拟资助经费

（万元）
建设任务与要求

2019SQJY034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番禺附属中学

日常地理生活知识进社区

教育活动

一般项目

（活动）
高晶华 1

1.深入社区开展日常地理生活知识教育

活动（不少于 5 次），结题验收时需提交

前往社区的相关佐证材料（如活动记录

表、活动照片，活动效果评价等）；

2.完成日常地理生活知识进社区教育相

关画册 1 份。

3.完成日常地理生活知识进社区教育活

动研究报告 1 份。

注：除特别注明外，重点项目研究期限为 2年，一般项目研究期限为 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