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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文件

浙社教〔2019〕6 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浙江省社区教育
实验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社区大学（城市大学、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县（市、区）

社区学院：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度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的通知》（浙

社教〔2019〕4 号）要求，经专家评议，确定“社区教育进农村文

化礼堂的实验”等 15 项为 2019 年度省级社区教育重点实验项目，

含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导师工作室项目（简称“导师工作室

项目”）、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终身教育研究基地项目（简称“终身

教育研究基地项目”）。确定“社区教育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

的实验”等 32 项为省级社区教育一般实验项目，现予以公布（详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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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要加强管理，为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支持，

并督促项目组按计划实施。项目负责人要按照社区教育实验项目

管理办法如期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附件：2019 年度浙江省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立项名单

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

2019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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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浙江省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立项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项目类别 备注

2019SYZ01 社区教育进农村文化礼堂的实验 杭州市萧山区社区学院
吴信贤

施国强
重点项目 导师工作室项目

2019SYZ02 社教兼职师资融入居民自治办学模式的实验 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学院
陈如平

陈继明
重点项目 导师工作室项目

2019SYZ03
从分散到整合：多元协作打造 0-3 岁早教学堂的实

验
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学院

滕璎

陈继明
重点项目 终身教育研究基地项目

2019SYZ04
“三堂”共育文化礼堂

——基于富阳区市民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实践
杭州市富阳社区学院 汪惠田 重点项目

2019SYZ05 集团化开展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训的实验
宁波市慈溪市逍林镇成人

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王亚波 重点项目

2019SYZ06 老年教育“乐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实验 宁波市江北区社区学院 徐奋 重点项目

2019SYZ07 温州市终身教育条例编制研究 温州城市大学 胡忠英 重点项目 导师工作室项目

2019SYZ08
发挥社区教育优势，有效开展吴兴老年教育的研究

与实践
湖州市吴兴区社区教育学院 陆根兴 重点项目 导师工作室项目

2019SYZ09 老年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实验 湖州市长兴社区学院
周金金

金小萍
重点项目 导师工作室项目

2019SYZ10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系统建设探

索
嘉兴城市大学 华芳英 重点项目 导师工作室项目

2019SYZ11 柯桥区推进教学点标准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绍兴市柯桥区社区学院 张宏泰 重点项目 导师工作室项目

2019SYZ12 依托社区教育，传承剪纸文化的实验 金华社区大学
章肖

邵玲
重点项目

2019SYZ13 舟山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 舟山蓉浦学院 周建军 重点项目 终身教育研究基地项目

2019SYZ14
市域乡村干部学历提升项目研究——以台州市为

例
台州社区大学 陈松炜 重点项目 终身教育研究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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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SYZ15 丽水社区教育资源整合实验 丽水社区大学 卢红 重点项目

2019SYY01 社区教育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实验 杭州市江干区社区学院 庞翔庚 一般项目

2019SYY02
“标准+特色”“百场三送”助力文化礼堂（家园）

建设研究
杭州市西湖区社区学院 陆子龙 一般项目

2019SYY03 打造传统社区“历史+”文化阵地集群的实验
杭州市拱墅区小河街道社区学校；杭州市拱

墅区小河街道董家新村社区
楼青芳 一般项目

2019SYY04 新乡村骨干培训三位一体课堂建设研究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宇秋月 一般项目

2019SYY05 “双乐+”提升老年教育综合实效的实验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钟建根 一般项目

2019SYY06 打造象山茶文化体验学习中心的实验 宁波市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朱仁凯 一般项目

2019SYY07 老兵学、学老兵：“老兵学堂”构建的实践探索 宁波市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周伟平 一般项目

2019SYY08
社区“漾▪公益”

——青年志愿惠民生实验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社区教育学院；宁波市北

仑区横杨社区

陆琪燕

王财定
一般项目

2019SYY09
推进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垃圾分类养成教育的实

验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社区教育学院；宁波市北

仑区坝头社区

张维珍

王财定
一般项目

2019SYY10 乡村田园式老年教育的实验 宁波市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潘其泽 一般项目

2019SYY11 社区教育打造“桑洲小吃”，助力乡村振兴实验
宁波市宁海县桑洲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

校
金齐斌 一般项目

2019SYY12 望子成器，家长素养学习坊的实践探索 宁波市宁海县社区教育学院 娄东升 一般项目

2019SYY13 慈城民俗画——老年教育特色课程开发实验 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刘建国 一般项目

2019SYY14 社区教育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化研究与实践 温州市洞头区鹿西社区学校 陈庆杰 一般项目

2019SYY15 结合“本土特色”送教进文化礼堂的实验 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姚美华 一般项目

2019SYY16 依托社区资源开展祖辈隔代教养能力提升的实验 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沈松江 一般项目

2019SYY17 优秀传统文化进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与研究 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施黎明 一般项目

2019SYY18
“两山”理念指导下的社区教育特色课程体系的开

发与研究
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 姚锦友 一般项目

2019SYY19 推进老年群体数字化学习策略的实验 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丁卫耿 一般项目

2019SYY20
“志愿服务”助推老年教育进文化礼堂的实践与研

究
嘉兴市平湖社区学院 金惠善 一般项目

2019SYY21 平湖市独山港镇创建“红色文化”社区教育品牌 嘉兴市平湖市独山港镇社区教育中心 沈水法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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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SYY22 利用现有资源，深化社区托管教育的实验 嘉兴市平湖市当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盛正跃 一般项目

2019SYY23 “夕阳红课堂”优品学习实践研究 嘉兴市海宁社区学院 詹 霞 一般项目

2019SYY24 依托社区教育振兴本土文化的实验 绍兴市越城区东浦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张海根 一般项目

2019SYY25 加强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建设的实验
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北海社区教育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北海社区
王晶晶 一般项目

2019SYY26 “两库一讲”送课进文化礼堂的实验 金华市东阳市社区学院 朱燕红 一般项目

2019SYY27 瑶仪陶文化终身学习体验模式探索 金华市东阳市南马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金晓玲 一般项目

2019SYY28 常山喝彩歌谣非遗传承实验 衢州市常山社区学院 丁远进 一般项目

2019SYY29 农村老年人科学素养提升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舟山市定海区岑港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罗伏邦 一般项目

2019SYY30 海岛精品民宿专业人才培育项目 舟山市朱家尖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洪玲鹉 一般项目

2019SYY31 玉环市“ 三位一体”茶与生活培养实践研究 台州市玉环社区学院 倪一琳 一般项目

2019SYY32
以“非遗”传承 提升农村文化礼堂的“两度”

——基于缙云社区学院的实践探索
丽水市缙云社区学院 谢国光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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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 2019 年 7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