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高职医药卫生教指委〔2021〕1号

关于公布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医药卫生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1年度优秀论文的

通知

各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

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医药卫生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于 2021年 5～6月开展了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医药卫生类优

秀论文的申报、评审工作。组织了广东省高职院校医药卫生

类专家对申报的 145 篇教学论文和 63 篇科技论文分别进行

了评审。经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医药卫生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审核，同意对“高龄模拟体验法在养老服务专业课程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等 90篇教学论文给予优秀教学论文奖；

同意对“Upregulated expression of pyruvate kinase M2 mRNA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in lung adenocarcinoma”等42篇科技论

文给予优秀科技论文奖。

联系人：吕文静，联系电话：07582857071，电子邮箱：

yzkeyanchu@163.com。

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医药卫生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mailto:yzkeyanch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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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医药卫生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1年优秀教学论文汇总表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奖励

等级

1 高龄模拟体验法在养老服务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
许莹 一等奖

2 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护理专业课程的融

合方案设计
何夏阳 一等奖

3 医学生科学方法学习量表的编制和信效度评估 刘毅 一等奖

4 山药重金属污染情况文献调研 陈洪浪 一等奖

5 New teaching mode in big data era: knowledge
teaching and internalization complementary fusion 黄德胜 一等奖

6 循证医学教学对培养医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效果的研究
郜文秀 一等奖

7 基于《孝经》的“课程思政”在中职老年护理教学

中的实践
彭爱霞 一等奖

8 基于职教联盟下药学专业店长孵化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索
彭荣珍 一等奖

9 高职护生基于智能手机碎片化学习状况调查研究 钱耀荣 一等奖

10 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_碎片化_教学模式在生理学

教学中的应用
谭秋婵 一等奖

11 直线牙体形态描绘技术在牙体雕刻教学中的应用 李少华 一等奖

12 探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课程思政在药剂学教学

中的实施
莫颖华 一等奖

13 数字化学习资源在公众急救培训中的应用现状 蔡少莲 一等奖

14 生源多样化背景高职医护类专业分类分层分段式

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
黄珊珊 一等奖

15 不同生源种类高职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现况调查及

影响因素分析
高娟 一等奖

16 红色文化铺筑大学生信仰之路 张文智 二等奖

17 高职院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组织学混合式教学探

索
杨荫 二等奖

18 高职护生核心素养现况调查及对策 高娟 二等奖

19 共情教育-涵育高职生传统文化自信 张文智 二等奖

20 病理检验技术与医学机能实验混合式教学探索 王敏 二等奖

21 基于微信平台医学人文教育融入口腔医学教学的

研究
张海英 二等奖



22 护理专业新生入学心理调适策略探析 卢碧燕 二等奖

23 参与式教学法在医药市场营销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陈波 二等奖

24 基于超星学习通下的混合式教学在高职护理管理

学中应用的效果
徐燕菊 二等奖

25 “教学做”智能化模式应用体会---以糖尿病病人的

护理为例
罗桂方 二等奖

26 OSCE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黄锦 二等奖

27 基于在线学习平台的形成性评价对大专护生自主

学习的影响
罗俏玲 二等奖

28 基于 SPOC 的高职分析化学实训教学探索 ——
以酸碱通用滴定管的使用为例

唐冰雯 二等奖

29 基于创新创业的药学综合实训课程改革研究 唐冰雯 二等奖

30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促进作用——以中药传统技

能竞赛为例
吕立铭 二等奖

31 “互联网+教育”时代现代信息技术在职业教育应

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吕立铭 二等奖

32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育人机制的实践与探索 靖吉芳 二等奖

33 基于核心素养的儿科护理实验教学探索 高娟 二等奖

34 标准化病人心理体验的质性研究 余淑仪 二等奖

35 与行业共建共用的医务礼仪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梁洁 二等奖

36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职中药学课程教学的实践与

探索
陈少珍 二等奖

37 在中职护生实习前教育中理清毕业实习与护考及

高考的关系
董全斌 二等奖

38 融入计算思维的医学计算机的教学改革实践 陈嘉发 二等奖

39 医学课程直播教学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何晓磊 二等奖

40 1+x证书制度试点研究——以老年照护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为例
邹立琴 二等奖

41 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党建引领学生工作的路径探析

——以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谢新莹 二等奖

42 以基层就业为导向的卫生类专业民族生就业指导

对策
谢新莹 二等奖

43 关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践——以针灸

推拿专业为例
余琴华 二等奖

44 在职业院校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课堂模式的探究—
以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化学课堂教学为例

张颖 二等奖

45 在校护生静脉留置针实训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庄佳嘉 二等奖

46 移动教学模式下护生自主学习能力、评判性思维

能力培养研究
陈雪红 二等奖

47 高职高专中医儿科学教学实践研究 胡钰颖 二等奖



48 第二课堂建设与高职中药学专业“双创”人才培养

的探索与实践
陈少珍 三等奖

49 “学会学”微信平台在高职药物检验技术教学中的

应用
李荣 三等奖

50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 杨凤琼 三等奖

51 戴明环指导下的任务驱动法在中职护理实训教学

中的应用探讨
彭爱霞 三等奖

52 信息化背景下病理动物实验教学改革新思路 卢碧燕 三等奖

53 Sandwich教学法对我国护生学习效果影响的

Meta分析
熊海燕 三等奖

54 问题导向结合情境模拟在中药炮制技术实训课程

中的探索
姚瑶 三等奖

55 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引领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实践

——以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检验系党支部为例
谢新莹 三等奖

56 粤北山区 1042名高职护生的专业志愿对职业价

值观的影响与分析
颜丽芳 三等奖

57 自制标准化操作视频在基础护理实训教学中的研

究与实践
庄佳嘉 三等奖

58 研讨式教学法在高职高专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
陈景锋 三等奖

59 “工匠精神”融入中药调剂技术课程教学的实践与

探索
陈少珍 三等奖

60 高职食品检验类课程整合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聂健 三等奖

61 浅析在线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杨水莲 三等奖

62 高职高专护理专业病原生物学实验教学改革探索 冯曌 三等奖

63 高职高专寄生虫学检验技术实验教学改革探索 冯曌 三等奖

64 Focusky演示软件在药理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陈林 三等奖

65 在高职医数学教育中巧用五味良方“治未病” 王媛媛 三等奖

66 中高职衔接的基础化学项目教学探究 郑峰 三等奖

67 中医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工匠精神”
的路径研究

朱娟 三等奖

68 基于智能云教学的内科护理学实验模式改革效果

与研究
罗桂方 三等奖

69 智能云课堂教学设计---以“白血病病人的护理”为
例

罗桂方 三等奖

70 学校-社区-家庭三段递进式教学模式在社区护理

教学中的应用
邹银婷 三等奖

71 利用微信公众号构建 CLEN辅导平台的应用研究 熊海燕 三等奖

72 智能化医学模拟系统下 PBL-Workshop教学法在

内科护理学中的应用
熊海燕 三等奖

73 高职《中药药剂学》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剖

析与对策
陈容 三等奖

74 基于学习通的 SPOC 模式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 谭伟群 三等奖



的应用

75 “反思性实践”在高职护理技能综合实训课程中的

应用
田京京 三等奖

76 “抗疫精神”融入新时代医学生职业素养与情怀培

育的路径探索
邓惠良 三等奖

77 基于微信平台的翻转课堂在口腔内科学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
张少姬 三等奖

78 弹性学制下高职药学类专业学分制改革创新与实

践
徐英辉 三等奖

79 在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中融入创新创业教

育的研究
潘秋凤 三等奖

80 加强教学质量管理 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唐浩 三等奖

81 “双创”背景下《中医药膳学》的教学改革初探 陈静敏 三等奖

82 对高职护理专业基础医学课程整合的研究 林敏琳 三等奖

83 针灸学穴位定位实训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 黄丹青 三等奖

84 基于 SCL教学法的“注射给药法”教学设计 陈玉婷 三等奖

85 CDIO教学模式在高职护生内科护理学中的应用

研究
黄锦 三等奖

86 基于学习通平台的微格教学法在高职护理综合实

训课程的应用
李燕飞 三等奖

87 MOOC视域下CLEN辅导平台在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辅导教学中的应用
熊海燕 三等奖

88 微课在药事管理与法规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侯秋苑 三等奖

89 以转化医学为导向的药理学实践教学改革 艾文利 三等奖

90 模拟药房的开放性使用管理研究 梁结斐 三等奖



附件 2
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医药卫生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1年优秀科技论文汇总表

序

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

者
奖励等级

1 Upregulated expression of pyruvate kinase M2 mRNA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in lung adenocarcinoma 王桂平 一等奖

2
Colorimetric sensing strategy for multiplexed detection
of proteins based on three DNA-gold nanoparticle
conjugates sensors.

陈鲜丽 一等奖

3
Visual detection of different metal ions based on the
tug of war between triangular Au nanoparticles and
metal ions against mercaptans.

陈鲜丽 一等奖

4 一种富集高温栅藻 Desmodesmus sp. F51的新型生

物絮凝剂
曾思钰 一等奖

5
Ibrolipim attenuates early-stage nephropathy in
diet-induced diabetic minipigs: Focus on oxidative
stress and fibrogenesis

刘毅 一等奖

6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combined with
chemometrics to detect and quantify adulteration of
maca powder

曾妙娜 一等奖

7 基于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的产呕吐毒素蜡样芽胞杆

菌特异性检测
徐晓可 二等奖

8 制备人间充质干细胞源细胞外微囊条件探索 吴波 二等奖

9 苯扎贝特和非诺贝特对肺腺癌 PC-9细胞增殖和

c-myc表达的影响
王桂平 二等奖

10 肠造口病人出院准备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周玥 二等奖

11 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基层医院糖尿病病人足部危险因

素及风险等级的现状调查
瞿良琴 二等奖

12 45 岁以上农村地区成年人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影响

因素
胡筱蕾 二等奖

13 忍冬藤胶囊的制备及其质量标准 徐英辉 二等奖

14 半夏泻心结肠靶向片的制备及其体外释放行为 余巧 二等奖

15 新形势下以全科医学理念为基础的老年人群医养结

合的思考
胡筱蕾 二等奖

16 新冠肺炎 Covid-19的临床诊疗和预后管理 金松洋 二等奖

17 N-乙酰基转移酶 2与大肠癌遗传易感性的meta分析 郜文秀 二等奖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scnu.vpn358.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3&SID=7C17WK5uCIx7XpSVxre&page=1&doc=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scnu.vpn358.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3&SID=7C17WK5uCIx7XpSVxre&page=1&doc=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scnu.vpn358.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3&SID=7C17WK5uCIx7XpSVxre&page=1&doc=1


18 HPLC 指纹图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法评价高良姜及其

不同炮制品的质量
邓仙梅 二等奖

19 五磨饮对脾虚气滞证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脑肠肽的

影响
吴晓芳 二等奖

20 同伴教育在高职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中的效果 王玉仲 三等奖

21 不同炮制方法对党参指标性成分含量的影响 吕立铭 三等奖

22 广东消费者对食用油和散装压榨食用油认知与消费

行为的调查
蔡天舒 三等奖

23 子宫颈红区靶向活检在子宫颈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郭雯雯 三等奖

24 温针灸联合五行音乐疗法治疗抑郁症疗效观察及对

脑电图α波的影响
米健国 三等奖

25 半夏泻心结肠靶向片对溃疡性结肠炎大鼠结肠组织

形态及血清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
李大炜 三等奖

26 “二孩”政策下经产妇母乳喂养的态度及影响因素研

究
丘桂芳 三等奖

27 党参清蒸前后成分含量变化及对功效的影响 吕立铭 三等奖

28 香连胃漂浮片的制备及体外释放研究 余巧 三等奖

29 肇庆市某医科学校中职学生营养 KAP与体育锻炼

态度的调查
黄苏群 三等奖

30 母体基础状态和伴随疾病与 B群链球菌感染的相关

性研究

欧阳惠

君
三等奖

31 基于关联规则挖掘药物副作用 张志山 三等奖

32 基于 LSTM 的比特币时间序列预测的实证分析 何雄伟 三等奖

33 数据挖掘分析MYB家族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预

后评估价值
李玮玮 三等奖

34 半夏泻心结肠靶向片的稳定性考察 余巧 三等奖

3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肿瘤患者心理困扰及影

响因素
陈雪红 三等奖

36 医患会话国内外对比研究 叶砾 三等奖

37 目的论视角下中医药术语文本类型及翻译策略 朱雁 三等奖

38 骨碎补总黄酮水提工艺的优化 聂健 三等奖

39 无色杆菌 HZ01细胞色素 P450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洪跃辉 三等奖

40 过表达MST-1基因对大鼠 INS-1细胞增殖与凋亡的

影响
陈立强 三等奖

41 老年血管性痴呆病人发生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田京京 三等奖

42 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肌功能减退发生情况及其与跌

倒风险的相关因素
邹立琴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