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对 2015 年外语教学成果奖

拟授奖成果进行公示的通知

外语教指委[2016] 24 号

各职业院校：

根据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外语教指委”）

《关于开展 2015 年第一届外语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外语教指委[2015]31

号）有关要求，经外语教指委组织专家评审，现评出 2015 年外语教学成果奖拟授奖

成果共 58 项，其中，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52 项。现将拟授奖成果予

以公示，公示期为 2016 年 6 月 3 日至 9 日。

附件：2015 年外语教学成果奖拟授奖成果名单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 年 6 月 3 日



附件：

2015 年外语教学成果奖拟授奖成果名单

序号 类别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等次

1 专业外语 北京地区旅游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市外事学校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北京双雄对外服务公司

北京市北海公园管理处

北京中美亚国际旅行社公司

北京首旅置业集团永安宾馆

常红梅 老青 陈薇薇 王月会

栾丽君 王杨 李凤 鞠海虹

刘爱服 郭威 刘秀荣 郭健忠

侯巧恩

特等奖

2 专业外语 高职应用韩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申延子 吕松花 谢梦 王洋

金龙国 闫钰卓
一等奖

3 公共外语 信息技术与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整合的探索与实践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川 刘兰明 舒娅 夏彩霞

李凤 王佼
一等奖

4 公共外语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五网、四维、1+X”高职公共英语教

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宋梅梅 曾衍文 汪雯波 吴莎

黄小妹 李燕霞
一等奖

5 行业外语
基于产业转型与岗位需求的“大平台、小方向”商务英语

专业人才培养实践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申厚坤 徐福文 刘自强 耿协萍

陈丹琰 姚小挺
一等奖

6 综合改革
“互联网+”背景下英语教育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探索与

实践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广州市少年宫语言部

林红 蔡绿妍 冯冰清 徐苏燕

勒妍 何婴
一等奖

7 专业外语 应用英语专业多元人才培养“立交桥”模式创新与成效 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
陈诚 窦春霞 李冠群 曾玲

申洪波 李晓琳
二等奖



8 专业外语
应用英语专业校企“六对接、一贯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与研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佛山市稳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宁顺青 杨爱国 陈文静 叶红

卢雪良 何丽洁
二等奖

9 专业外语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 2S3D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天津天服三悦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李富森 房玉靖 刘玉玲 冯岩岩

李惠翔 张怡 左洪侠 马卫民
二等奖

10 专业外语 英语语法教学定位与策略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戴日新 彭宣红 童丽玲 王湘敏 二等奖

11 综合改革 商务英语专业跨境电商协同创新与师资培养实践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巡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广州市立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丁红朝 刘殿兰 邓志超 陈浩

莫川川 张莉萍 李薇 杨巍
二等奖

12 专业外语
基于“翻译作坊”模式下的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教学改

革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黄笑菡 胡琰 李师君 俞晓霞

蒋贵琴 朱旻媛
二等奖

13 综合改革 适应高职教育三种人才培养模式需求的英语课程综合改革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凤 薄志毅 胡喜平 杨洪玉

王志丽 王素雅
二等奖

14 行业外语 “互联网+课堂”的整合型行业英语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段薇 尹莉 范雯 谢璐

李佳芩 田娜
二等奖

15 专业外语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学商一体、行业先导”工学结合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友良 廖素清 禹婷婷 闫娟 二等奖

16 专业外语
校企合作背景下商务英语高仿真模拟实践课程开发及应用

成果研究报告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代艳莉 吕和 王鑫玉 刘薇娜 二等奖

17 公共外语 基于职业能力发展的高职英语实训体系研究与实践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吴天慧 颜红梅 孙萍 张惠

张薇 陈红
二等奖

18 专业外语 旅游英语专业区域协同育人平台体系建设与实施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胡爱清 梁悦 蔡龙文 刘志霞

刘晶晶 岳友林
二等奖

19 行业外语 高职院校 EGP 与 ESP 课程衔接的有效途径研究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史晓慧 王翠 张妍 张婷婷

张静华 蒋沫沫
二等奖



20 专业外语
商务英语技能实训智能化系统及应用——商务英语理实一

体化教学模式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熊昌英 郭霏霏 刘芳 杜振亮

李小梅 张雅云
二等奖

21 公共外语
基于职场应用能力培养的高职公共英语课程体系探索与实

践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肖潇 王燕华 许振雅 林春方 二等奖

22 行业外语 需求导向下的高职行业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肖德钧 王正华 周建惠 伍学雷

谢艳红 周娟
二等奖

23 行业外语 《领队英语》精品课程开发与建设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承德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王哲 姜柏林 马慧东 毕伟力 二等奖

24 行业外语 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行业英语改革与实践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胡海英 金筱艳 张彩霞 韩玲

诸葛霄
二等奖

25 行业外语
高职公共英语课堂基于工作过程的任务型教学模式及实施

框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韩艳 郑刚强 丁际群 熊倪

徐华琴 许峰
二等奖

26 综合改革
需求分析视域的高职专业英语 ESP 课程改革与校（产学）

企融合路径研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孟建国 陆金英 顾晓栋 李佳

王艳 刘正飞
二等奖

27 专业外语
对接地区纺织外贸行业，创新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一

线三元”人才培养模式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燕如 丁永久 张婷 是文涛

章忆晶
二等奖

28 专业外语
以行动过程为导向的高职高专英语专业 基础英语写作教

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马莉 葛兆爽 彭朝霞 许艳敏

张震 赵荣改
二等奖

29 综合改革
立足英语类“社会实践-学生科研-技能竞赛”，提高青年

人才培养水平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市北海公园管理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文化教

育中心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国际交流

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外语交流协会

刘晓晶 党洁 彭洪明 何明华

周金凯 姜丽 刘秀荣 王晓明
二等奖

30 专业外语 基于专业群的高职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陈锦阳 吴燕芝 曾亚梅 吕振燕

李芳芳 齐艳冰
二等奖



31 综合改革 高职高专韩国语专业企业文化教育内容研究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李忠敏 郑伟 梁丽华 朱振霞

朱媛
二等奖

32 综合改革
基于 PHP 开源社区程序的高职公共英语课程群网络资源共

享平台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洪洋 崔红 吴美蓉 陈思慧

王波 刘梅丽
二等奖

33 专业外语 高职院校应用韩语专业开放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成效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李晓梅 于桂萍 孙宏彬 马洪武

刘彬
二等奖

34 公共外语 基于信息化技术的英语网络课程平台建设与教改实践 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杨卫红 黄艳彬 钟俊 胡长月

林音 黄雪霞
二等奖

35 行业外语 连接主义理论观照下的行业英语听力教学模式探索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任虎林 翟天利 赵玉闪 韩明茗

郑丽 刘朝晖 东刚
二等奖

36 综合改革
地方高职院校英语师生团队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的实践与探

索
张家港开放大学

丁亚娟 陈颖宇 黄维 陈红娟

张晓华
二等奖

37 公共外语 高职英语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体优化的研究与实践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史洁 原小军 李宝强 祁景蓉

郭瑰 缑慧权 郭峰
二等奖

38 公共外语 网络环境下的个性化学习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志敏 邱黎 伍转华 陈剑勇

徐学敏
二等奖

39 行业外语
基于数字教学媒体的高职海事英语创新人才培养理论与实

践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李恩亮 刘玉红 刘婷婷 张仁杰

吴雪花
二等奖

40 公共外语 高职商务类专业的职业英语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黄忠电 商珍 黎红米 文静

刘萍 潘钰婷
二等奖

41 公共外语
“服务学生职业发展”的公共英语教学实践探索——职场

英语“项目链”的重构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威敦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江霖 徐瑾 顾飞飞 胡军

张莉 蒋静君
二等奖

42 专业外语 基于工作过程的商务英语一体化课程开发与实践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首钢长白责任有限公司

刘艳 王元元 张祖辉 张力

姚延文 丁妍 于成泽
二等奖

43 专业外语 “一核二维三技能”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建设模式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池玫 俞露 刘姗姗 陈桂峰

陈瑾 官文娟
二等奖



44 综合改革 以岗位能力为培养导向的《商务文秘英语》课程改革研究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孙芳 全毅文 赵丽娟 胡燕华

郑华
二等奖

45 公共外语 以地方文化为依托的英语口语教学游戏开发与应用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南通）
张成国 周春艳 许鹏 林梅

唐友东
二等奖

46 专业外语
职业交际语境视阈下高职外贸英语课程群教学整体设计与

实践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李细平 刘颂新 黄文娟 谢华

彭永爱 杨贝艺
二等奖

47 专业外语 基于语料库、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高职商务英语教学研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郑长发 刘雨轩 宋瑶 赵阳

温晶晶 边洁英
二等奖

48 专业外语 微课资源支持下的应用英语课堂有效教学实践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陈仕清 陈平 郑梅花 吕睿中

叶攀 陶琼
二等奖

49 公共外语 信息化背景下高职公共英语课程 1+1+1 模式教改实践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农村与农业职

业教育专业委员会

张红 张晓青 周琰 张凯

田锦 冯庆华 马杰
二等奖

50 公共外语
面向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的高职公共英语分层分类教学探索

与实践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崔红 洪洋 严挺 陈一

朱晓婕 丁菲凡
二等奖

51 公共外语
以英语综合技能及国际文化交流能力为导向的高职公共英

语教学研究与实践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刘慧 肖映眉 应婷婷 王薇

贺智慧 刘爱莲
二等奖

52 行业外语 高职行业英语如何有效服务企业的研究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黄星 胡国良 曹杨 王暖

黄晨露 刘博
二等奖

53 综合改革 高职高专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教学衔接探索与实践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周海燕 谢玉荣 张小曼 向梅

王栖
二等奖

54 行业外语
基于境外顶岗实习下的旅游英语专业英语教学改革创新与

实践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陈增红 杨秀冬 张斐斐 郭慧

高涛
二等奖

55 综合改革 利用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东盟国家语言教学改革的研究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刘杰英 朱倩倩 黄恒拾 韦丁榛

李翠霞
二等奖



56 专业外语 高职高专东盟小语种专业实训教学体系构建研究与实践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李太生 李玲 李莹 二等奖

57 行业外语
校企共建共享 知识技能双赢——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

英语课程建设及应用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四分公

司

陈薇薇 米玉琴 裴冠金 罗春红

朱爱华 贾文婷 齐超 艾宾
二等奖

58 公共外语 基于学习风格的高职英语教学媒体选择与运用研究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樊玉国 于彩凤 王磊 刘金凤

刘海霞 侯秋英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