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 1：支撑与反映成果的代表性教学研究论文（仅列 2011
年以来成果完成人为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的论文） 

序号 作者 时间 论文名称 位次 报刊或出版社 

1 刘涛 2021.11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案例教学

研究：实施路径与推进策略 
1/4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学报 

2 刘涛 2021.9 
旅游类高职专业产教融合的诉求、

模式与载体 
1/3 教育与职业 

3 刘涛 2021.9 
新形势下旅游类专科高职应用型人

才培养与系统构建 
1/4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学报 

4 刘涛 2020.7 

Study o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pecialized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aking 
"Introduction to Hotel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1/2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Educaiton 
Research 

5 刘涛 2019.11 
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若干问题探

讨 
1/2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学报 

6 刘涛 2019.10 
旅游管理类本科专业顶岗实习运行
优化研究——基于特殊性和利益相

关者分析视角 
独立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学报 

7 刘涛 2019.10 
应用型人才的“思维—行动”能力

解构与培养研究 
独立 新教育论坛 

8 刘涛 2019.1 
“教学迎合”的形成机理与治理研

究 
1/2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
报 

9 刘涛 2016.8 
专本贯通人才培养的四个协同及其

实现路径 
独立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学报 

10 刘涛 2014.10 
旅游本科参与式教学改革探讨——
以《酒店管理原理》课程为例 

独立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 

11 刘涛 2014.4 
我国旅游本科教育的困境、 路径依

赖与出路 
独立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 

12 刘涛 2012.1 
Stakeholder Analysis and 

Optimized Strategy of Order-
oriented Personnel Training 

1/2 
高等教育发展与教
学改革研讨会论文

集 

13 刘涛 2012.1 
对《旅行社经营管理》课程建设的
若干思考——以山东工商学院为例 

独立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

报 

14 王绚丽 2019.3 
中华传统文化助力职业院校工匠精

神养成研究 
独立 度假旅游 

15 王绚丽 2019.4 职业院校旅游教学改革分析 独立 数码设计 

16 王绚丽 2017.8 素质教育在旅游教学中的几点思考 独立 旅游纵览 

17 王绚丽 2017.7 
体验式教学在酒店管理教学中的应

用 
独立 现代管理 

18 王绚丽 2021.4 
智慧酒店应用对酒店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的影响 
独立 今天 

19 徐福英 2020.3 
基于“三全育人”的本科生导师制

优化研究 
1/2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学学报 

20 徐福英 2019.3 
经管类专业本科实践教学的模式比

较与优化研究 
1/2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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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徐福英 2018.12 
基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高校教师

增权研究 
1/2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学报 

22 徐福英 2017.12 
参与式教学效果的实证研究——以

山东工商学院本科生为样本 
1/2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学报 

23 徐福英 2016.4 
旅游专业参与式课程教学的实现路

径研究 
1/2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学报 

24 徐福英 2013.11 
旅游管理专业双语教学的改革思路

——以山东工商学院为例 
1/1 旅游纵览 

25 徐福英 2013.12 
参与式教学的实施与应用研究——
以《酒店管理原理》课程为例 

1/2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学报 

26 徐福英 2011.12 2010 年中国高职旅游教育研究述评 1/1 
河南高等商业专科

学校学报 

27 赵洪宁 2013.6 旅游英语写作教学的分析与研究 1/1 管理学家 

28 赵洪宁 2013.7 
浅谈旅游英语教学中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技能 
1/1 管理学家 

29 赵洪宁 2014.5 探究任务驱动法的应用 1/1 管理观察 

30 赵洪宁 2019.7 
谈职业院校旅游英语专业“双师

型”教师队伍培养 
1/1 现代职业教育 

31 刘仲雨 2020.9 
高职院校工学结合实施中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 
1/1 教育 

32 刘仲雨 2018.4 
浅谈素质教育下中职旅游地理教学

的改革 
1/1 数码设计 

33 刘仲雨 2018.7 
论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旅游教育发

展途径 
1/1 中外交流 

34 邢丽 2014.9 技工院校行动导向的礼仪教育探析 1/1 消费导刊 

35 邢丽 2016.12 
中职礼仪教育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

研究 
1/1 

教育科学 

 

36 姜添耀 2016.12 
谈中职学校市场营销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与对策 
1/1 教育科学 

37 姜添耀 2019.12 
基于校企合作的中职网络营销教学

探讨 
1/1 神州 

38 姜添耀 2020.1 
浅谈如何开展高效中职旅游市场营

销课程教学 
1/1 神州 

39 咸友敏 2019.02 
关于新媒体环境下韩语教育的创新

探索 
1/1 教育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