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拟获奖成果公示名单

序号 作 者 单 位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奖 次

1 孙翠峰、张建国、孙兴权、吕全强、刘静 山东师范大学校 某校医院在防控新冠肺炎中人员调配的做法 学术论文类 一等

2
杨晓霞、石义庆、孙桂珍、胡向艺、林维

明、王娇
山东农业大学 泰属高校“医养结合”文化养老的研究与设计 学术论文类 一等

3 柳专红、徐向荣、姚雷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卫生健康安全教育课 教材专著类 一等

4 吕全强、吕霞霞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
某市21所本科高校医疗机构现状与发展思路 学术论文类 一等

5
孟凌春、王华、刘琳琳、高娟、吴修文、

孙丽霞、刘大鹏、孙燕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护理专业“校院联动，赛训协同”实践教
学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研究报告类 一等

6 苗天爱、杨金玲、黄璇、杨柳 山东女子学院 高校医院急诊患者的人性化管理观察与分析 学术论文类 一等

7
李强、毕迎玉、田英浩、崔晴晴、王群、

张骞月
淄博市周村区正阳路小学 体育分项式教学推进构建全员运动会新样态 创新项目类 一等

8
胡翔燕、牟宗玲、王萍、宋锐、刘双妍、

陈鲁沂、王琦、刘媛君
山东体育学院 健康教育“1+2+2”特色路径探索与实践 经验总结类 一等

9 于彩云 青岛农业大学 某校大学新生与慢性病相关危险行为现状调查 调查报告类 一等

10
张瑜、张发余、赵云虹、张绍元、郑金华

、王堃、崔璀、庄苒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GSP实务 教材专著类 一等

11 谢芬 山东艺术学院 中医治未病的临床应用与研究 个人专著类 一等

12
朱琦、张彤、刘更生、王新陆、王振国、

高树中、匡建民、孙蓉、张雪亮
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 教材专著类 一等

13 吕帅、邱宗满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自尊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同伴关系的中

介作用和自我认知的调节作用
学术论文类 一等

14
郭娅棣、王海生、范春晖、赵延敏、高燕

燕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沿海某高校职工甲状腺结节患病情况
与生活方式相关性调查

学术论文类 一等



15
孟令丹、王芝发、李公民、陈玉水、郭雪

、王汉香、高欣、王红梅
青岛黄海学院 校内临时隔离区运行管理指南 防控预案类 一等

16 许萍、李妍静、张博文、孟霞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

验小学
生命教育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的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类 一等

17
尚云冰、闫方杰、姜 侠、马芝艳、李炜

、于宜平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中医“治未病”理法的常见传染病校内防
治策论与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类 一等

18
沙立玲、彭翠、黄翠翠、李银宾、李艳华

、李云云、李滟蔚、李海强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全民战疫背景下高校“共抗疫情、爱国力行”
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及作品汇编

经验总结类 一等

19
赵长英、王志伟、李希春、解术军、孙传

明、张振中、沈萌萌、王朋立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体育与健康 教材专著类 一等

20
孙莎莎、孙婷婷、李海梅、魏华英、阎树
香、吴冰欣、代相玉、卢守凤、王瑞文

诸城市枫香小学
以德育活动提升小学卫生与健康教育效能的实

践与研究
研究报告类 一等

21 战戈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药用植物学课程一体化教学设计分析 学术论文类 一等

22
齐羽羽、张颖慧、崔 娜、赵龙刚、齐苗

苗、孙昱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大学生急救知识与技能普及情况的调研报告 调查报告类 一等

23
胡宗宝、王淑凤、胡明政、汤文霞、孙玮

、潘慧、路丰伊、丁玲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路

幼儿园
幼儿园卫生健康教育实施策略研究 研究报告类 一等

24
高月娟、李淑华、孙玉美、王浩亮、张善

翠、董玉芬、孔凡霞、滕茜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学 学生青春期健康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经验总结类 一等

25 王军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基于翻转课堂的药物分析学教学设计研究 学术论文类 一等

26 丁国玉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日照市大学城大学生的烟草使用现状调查 学术论文类 一等

27 王娜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

学
家校合作促进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调查 调查报告类 一等

28
高建伟、隆宽彬、康 燕、李华忠、王玉
红、马科栋、王成成、彭 涛、穆振辉

滨州实验学校 体育与健康“1+3+X”教学实践策略研究 经验总结类 一等

29
李光武、裴虎城、许天娇、郭德城、周红

梅、王金凤、刘方言、李芳军
山东华宇工学院 山东华宇工学院日常防控方案 防控预案类 一等

30 苏征、王玲娜、张芳、李佳、张永清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不同产地忍冬藤HPLC指纹图谱研究 学术论文类 一等



31 孙翠峰、张建国、孙兴权、王红灵 山东师范大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对高校医院职能的思

考
学术论文类 二等

32
耿桂美、李军、何丽丽、张文华、李慧珍

、张雪梅
济南市莱芜区胜利中学 心理健康教育在古代历史教学中的渗透 经验总结类 二等

33 朱坤、毕研强、郭肖、李胜、吴修文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中医“治未病”理论对高校女生原发性痛经的

干预研究   
研究报告类 二等

34
康忠香、纪栋尙、李吉妮、卢星宇、毕雪

婷、杨路、王海鉴、吕帅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工作专业化发展新向度---康妈辅导员工
作室建设项目

经验总结类 二等

35 张珣、李换平、占素扬、孙永波 青岛黄海学院
围绕“三化融通”打造“叙事医学”和“五心

”养成教育的实效性探讨
学术论文类 二等

36 杨长征、崔凤芹、王静静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

一中学
“疫”起行动 守护心灵 经验总结类 二等

37
张云峰、亓琪、马春晓、刘文哲、张杰、

李萌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

二小学
疫情下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课程的构建

探究
学术论文类 二等

38
高涛、张忠福、王聪、任亮、李霞、张雷

、马慧、王昌海、张士超
滕州市至善学校 滕州市至善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实践举措 经验总结类 二等

39 阮庆虎、王汝娇、张广环 济宁经开区疃里镇前贾小学 关于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 研究报告类 二等

40 王桂兰、周大为 山东省邹城市第一中学 心理与药物治疗学生考试焦虑的疗效观察 专题论文类 二等

41 张晶、刘婕、王玉静 高慧丰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中药安神盘香的研制与开发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类 二等

42 许文媛、陈春光、颜士芹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全程健康教育在高校门诊输液室实施效果观察

与探讨
学术论文类 二等

43
王奉铁、刘然然、武传浩、于洋、李佳欣

、王丽、吴帅、王文娟、高慧
济宁经济开发区疃里镇吴庄

小学
行为参与下的小学生卫生与健康教育 学术论文类 二等

44 卢运友、狄寿永、孟凡学、李莉 济南市莱芜区胜利中学
卫生健康教育融入道德与法治教学模式的经验

总结
经验总结类 二等

45
孙荣、刘旺、姬脉敬、曹鑫蕾、曹苗苗、

张萍、申传菊
汶上县第二实验小学 疫情防控应对处置流程 防控预案类 二等

46 董秀娟、冯卫国、王亚菲、杨海存 梁山县第一中学 卫生与健康教育 经验总结类 二等



47
顾文辉、程美丽、朱治国、陈文娟、查寅

洲、程凌娇、曹桂敏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堽城镇

中心小学
抓好小事，重视习惯——小学卫生

与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
学术论文类 二等

48
刘明星、杨传奎、马玉强、刘蓓蓓、彭浩

、王启兴
泰安市岱岳区开元中学 学校卫生与健康的创新发展 学术论文类 二等

49 张开臣、刘建升、王军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一种药物分析滴定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二等

50
安国庆、薛志、王一军、王志强、

纪来彬、王令民、续 海、李杰、张祥梅
宁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职“问题学生”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 研究报告类 二等

51
王俊、李传顺、姜国庆、于光涛、孙海燕

、刘庆强、张琪、刘云鹏
肥城市王庄镇初级中学 关于乡村学校新冠疫情防控的探索 经验总结类 二等

52 王军、谭瑞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一种药学用配药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二等

53
夏龙芳、宋代军、高扬、房永胜、张锋、

孔庆荣、孙溪胜、惠建国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日照城市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与对策研
究

研究报告类 二等

54
杨圣梅、周忠玉、吴智敬、侯丰雷、吴海

峰、柳 波、杨晶晶
济南市莱芜高新区实验学校 青少年超重肥胖干预研究 研究报告类 二等

55
宋启峰、程文娟、黄晓辉、郭永红、王涵

、岳登阳、马清艳、宋维洁、卢洋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第四实验

小学
关注近视防控 呵护健康成长 经验总结类 二等

56 王军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药物分析实验可视化数据处理系统V1.0 软件著作类 二等

57 郝勇、张波、路佳佳、王昭 邹平市魏桥实验学校
以“心”育人 践行幸福教育——魏桥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程的构建与实施
经验总结类 二等

58
李淑华、李绪芹、高月娟、张金莉、厉霞

、苏诚、程静静、牟建刚、李方雅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学 青春导航 教材专著类 二等

59 丁国玉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中医针灸治疗学 个人专著类 二等

60 辛艳梅、刘飞、刘敏、王庆蕾、张晶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基于工作过程的中药调剂一体化

课程考核方式研究
研究报告类 二等

61 李正学 日照市卫生学校 学校开学前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探讨 调查报告类 二等

62 吕艳芝、杨跃英 庆云县金书小学 呵护童心，构建心理健康新生态 经验总结类 二等



63
郝勇、张波、王虎、郑丽丽、田宝玲、仇

悦、马晓蕾、李彩霞
邹平市魏桥实验学校 浅谈“健康中国”下的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 经验总结类 二等

64
李华忠、王玉红、高建伟、隆宽彬、李智

超、康燕、胡乃煜、宋亮、王成成
滨州实验学校 疫情期间体育健康学科教学策略研究 经验总结类 二等

65
王成宝、邓建平、马卫东、梁彦君、许彦

波、许新忠、赵国珠、马健
德州市临邑县恒源小学 浅谈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问题 专题论文类 二等

66 闫洁、王守健、勾庆伟、翟立峰、王晓燕 庆云县北海学校
沙盘游戏在学习障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

用研究
专题论文类 二等

67 孔琳、张魁星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

疏肝健脾法对青少年腹泻型肠易激
综合征治疗作用的临床探究

学术论文类 二等

68 胡荣新 庆云县渤海小学 后疫情时代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及解决策略 专题论文类 二等

69
史立强、刘玉花、高明月、李海港、宁德

福、李猛、钟静华、于超 临邑县翟家镇实验小学 农村小学生安全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学术论文类 二等

70 张文华 济南市莱芜区胜利中学 百年党史与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策略初探 研究报告类 三等

71
刘会、孟凌春、朱坤、张海燕、黄潇、时

晨、朱丽倩、孙慧珍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网络平台的混合式教学在护理人际沟通实
践课程的应用

学术论文类 三等

72
马桂兰、彭翠、李银宾、沙立玲、郑彩华

、曲宗顺、蔡兴壮、丁东杰、王烁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与人格发展 专题论文类 三等

73
王玉红、高建伟、李华忠、隆宽彬、马科

栋、梁惠阳、李智超、彭涛、梁萍
滨州实验学校

加强健康教育，促进学生成长--滨州实验学校
生活技能校本课程

经验总结类 三等

74 王军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浅谈加强医药技工院校班主任队伍

建设的若干方式方法
学术论文类 三等

75 滕兆运、李明峰、金欢、景荣会、杨丽萍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后学校公共运动健康促进研究 学术论文类 三等

76 许文媛、颜士芹、陈春光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期间大学生健康素养调查分析 学术论文类 三等

77
刘苹、梁凤芹、马艳玲、曹颖、高新兰、

亓玉广
济南市莱芜区胜利中学

沙盘游戏疗法在初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
用案例

案例分析类 三等

78
刘媛媛、李莎、王玉、董清霞、陈娜娜、

李媛、于芳荣、申奥文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探
索与实践  

经验总结类 三等



79 丁国玉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饲料中添加发酵桑叶对草鱼生长性能、血清生

化指标的影响
学术论文类 三等

80 郝勇、张波、孔维商、张宝玲 邹平市魏桥实验学校 三级联动，关注心灵，为学生健康成长护航 经验总结类 三等

81
王成成、王玉红、李华忠、高建伟、马科

栋、梁萍、胡乃煜、宋亮、梁惠阳
滨州实验学校 小学部大课间主题课程建设 经验总结类 三等

82 王军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药物分析技术-片剂的重量差异检查 教学设计类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