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2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劳动教育优秀实践项目获奖名单

注：项目按拟获奖项类别、推荐单位拼音依次排序，不分先后。

证书编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奖项

2022JSLP0-001 常州大学
“新材兴农”大学生专业劳动实践团助力乡村振兴项
目

程晓军  张帅 特等奖

2022JSLP0-002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草木衣染 棉之锦绣—运用天然原料设计制作“棉之
花”系列作品

张震宇  李洁琦 特等奖

2022JSLP0-003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三融三创”植物发电法的碳汇评估劳动实践 滕翔宇  于斌 特等奖

2022JSLP0-004 东南大学 立德精技 传承匠心—产品设计与制作劳动育人实践 陈建松  杨延清 特等奖

2022JSLP0-005 淮阴工学院 蔬菜认养——我的蔬菜我做主 任旭琴  黄志楠 特等奖

2022JSLP0-006 淮阴师范学院 营造家园—向乡村学习的微景观自主建设实践劳动 王呈祥  曹蕾 特等奖

2022JSLP0-007 江南大学
“德润全员、以劳铸魂”的江南特色劳动主题月育人
实践

孙子文 特等奖

2022JSLP0-008 江苏大学
“方寸之间，穿越千年” ——手工篆刻设计与激光
制作

黄舒  李品 特等奖

2022JSLP0-009 江苏大学 中草药栽培及产品制作 童珊珊  傅海珍 特等奖

2022JSLP0-010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传承地域文化 促进民族交融——最美家乡菜制作 文沛先  游飞 特等奖

2022JSLP0-011 江苏海洋大学 “食迎佳节”推动劳动实践“三融合” 张瑞龙  万金店 特等奖

2022JSLP0-012 江苏海洋大学 激聚创心—激光切割创意作品设计与制作 雷晓  陈劲松 特等奖

2022JSLP0-013 江苏科技大学 “稼穑学堂”——江苏科技大学劳动教育实践 薛泉祥  温华兵 特等奖

2022JSLP0-014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崇劳运动会 刘青  丁红燕 特等奖

2022JSLP0-015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青葵支教——赋能乡村教育振兴 陈鹏  王淑文 特等奖

2022JSLP0-016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劳育为先，五育并举”—智能循迹小车创新实践 李伟  房卓娅 特等奖

2022JSLP0-017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匠心建构 筑梦未来——“小小结构师”科普公益劳
动实践项目

陆金钰  孙泽阳 特等奖

2022JSLP0-018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劳动培养兴趣，专业服务生活——苏建院空调维护劳
动实践项目

林楠  王峰 特等奖

2022JSLP0-019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寓”见最美宿舍 邓峰  陈伟 特等奖

2022JSLP0-020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智慧农业装配与种植 蒋其友  陆红飞 特等奖

2022JSLP0-021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体验职业劳动技能，弘扬传统中药文化 葛萍  王立君 特等奖

2022JSLP0-022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主体协同，项目贯通，场域融通”劳动教育创新实
践项目

吴铭峰  蔡振东 特等奖

2022JSLP0-023 金陵科技学院 金科青年原创雨花英烈话剧走基层志愿服务队 周淼淼  冯年华 特等奖

2022JSLP0-024 南京财经大学
大手牵小手 社工助成长 ——社工学生开展青少年服
务劳动教育实践

许芸 特等奖

2022JSLP0-025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新时代“红色财经”劳动教育特色实践项目 孙海燕  孟翠湖 特等奖

2022JSLP0-026 南京大学 梅香育人园艺特色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王保忠 特等奖

2022JSLP0-027 南京工程学院 基于固废处理处置的沉浸式劳动实践项目 任凌霄  丁克强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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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0-028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劳动+思政+专业”三位一体的土木工程专业劳
动实践

王俊  张涛 特等奖

2022JSLP0-02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劳动教育砺心智科普服务促成长——“爱益科普”实
践项目

李晋斌  欧珊 特等奖

2022JSLP0-03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变废为宝——基于中国元素的“小创意，大环保”生
活劳动实践

郏宁扬  张若诗 特等奖

2022JSLP0-031 南京理工大学 “协作促融合，耕作砺心智”农业生产劳动实践项目 张军  王涛 特等奖

2022JSLP0-032 南京理工大学 城乡空间服务设计劳动创新与实践项目 徐伟  杨林 特等奖

2022JSLP0-033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
学院

信息化教学设备运维劳动实践 范伟  蔡玉峰 特等奖

2022JSLP0-034 南京林业大学
木材科学与工程国家一流专业木作技艺传承劳动教育
实践

石江涛  王志强 特等奖

2022JSLP0-035 南京农业大学
“育草育人 知行合一”——草坪日常养护劳动教育
实践

陈煜  武昕宇 特等奖

2022JSLP0-036 南京体育学院
高校乡村结对同发展，劳动实践基地育新人——大学
生劳动教育项目

张建明  孙绪芹 特等奖

2022JSLP0-037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火车模型灯彩制作”特色劳动实践项目 李媛冰  韩洁 特等奖

2022JSLP0-038 南京晓庄学院 “渔樵耕读，崇劳尚美”特色劳动教育 唐翔  贲爱玲 特等奖

2022JSLP0-039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巧编中国结  祝福共抗“疫” 初清华  王欢 特等奖

2022JSLP0-04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劳动体验传统文化习俗——端午粽香 周越  张教和 特等奖

2022JSLP0-041 南京医科大学
“卫蓝”沉浸式全过程水体富营养化治理劳动教育实
践项目

夏彦恺  王建明 特等奖

2022JSLP0-042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文化传播社会服务劳动实践项目 张继  温雯婷 特等奖

2022JSLP0-04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
学院

以劳育人 助力职业定向——“安全+服务”家庭劳育
特色实践项目

刘峰  胡玮 特等奖

2022JSLP0-044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农耕劳动综合实践 李庆魁  马国胜 特等奖

2022JSLP0-045 苏州市职业大学 “劳动之家”校园一站式学生助理服务实践项目 王琼  蒋君毅 特等奖

2022JSLP0-046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社区-乡村：“知行合医”志愿服务 冯敏  魏蓉婷 特等奖

2022JSLP0-047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茶为媒 品悟劳动之美 路冰  李敏 特等奖

2022JSLP0-048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六角螺母手工制作 杨飞  赵青青 特等奖

2022JSLP0-049 徐州工程学院 面向红色文化作品的创新设计与先进制造实践 郭华锋  吴丽君 特等奖

2022JSLP0-050 徐州医科大学
健康中国背景下基于急救科普志愿服务的劳动教育模
式实践探索

燕宪亮  赵宁军 特等奖

2022JSLP0-051 盐城工学院
劳动教育多元化实施路径：“菜单式”供应+“点单
式”参与

唐浩  袁梅 特等奖

2022JSLP0-052 扬州大学 “治水安邦”水利工程施工训练项目 袁承斌  丁奠元 特等奖

2022JSLP0-053 中国药科大学
我在药大有片田——新时期中药学类学生劳动教育实
践与探索

赵健  徐志成 特等奖

2022JSLP1-001 常熟理工学院 3D打印赋能传统智慧造物 杨艳石  王甜甜 一等奖

2022JSLP1-002 常熟理工学院 “梦起鱼行”师范生支教活动 王楠  姜伟 一等奖

2022JSLP1-003 常州大学 助力地方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服务性劳动 徐正旭  沈纲 一等奖

2022JSLP1-004 常州大学
体悟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三茶融合”劳动
教育实践

石佶  徐新意 一等奖

2022JSLP1-005 常州大学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劳动实践 江涛涛  林方毅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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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1-006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共绘振兴图 艺起向未来”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金心亦  管丹 一等奖

2022JSLP1-007 常州工学院 体验传统美食，体悟传统文化之美 相入喜  吴峰 一等奖

2022JSLP1-008 常州工学院 基于透光混凝土的文创作品设计与制作 王新军  史洪 一等奖

2022JSLP1-009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小飞机·大梦想”三层进阶式劳动教育项目 高雪  庄佳昕 一等奖

2022JSLP1-010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制节日手作 扬传统文化 王自晔  王奇 一等奖

2022JSLP1-011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讲好运河故事 赋能精工设计 祁峥  康晨 一等奖

2022JSLP1-012 东南大学
“一站式”学生社区场域下高校勤工助学劳动教育实
践探索

秦霞  张思 一等奖

2022JSLP1-013 东南大学 道路勘测设计野外实践 于斌  程建川 一等奖

2022JSLP1-014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国际乡建工作营 葛明 一等奖

2022JSLP1-015 东南大学 “点荒成林”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修复劳动育人实践 梁止水  杨才千 一等奖

2022JSLP1-016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于细微处培养劳动习惯 徐曼  丁秀山 一等奖

2022JSLP1-017 河海大学
“学·知·信·践·悟”——“五位一体”劳动教育
实践体系

刘兴平  李宁 一等奖

2022JSLP1-018 河海大学 “法爱相融 援来有你”法律援助劳动实践活动 范艳萍  李祎恒 一等奖

2022JSLP1-019 淮阴工学院 非遗技艺创意劳动实践 陆松福  张延爱 一等奖

2022JSLP1-020 淮阴工学院 依托红色文化  锻造劳动品格  助力乡村振兴 王红艳  解军 一等奖

2022JSLP1-021 淮阴师范学院 焕青行，青春环保 骆仁林  姜洁 一等奖

2022JSLP1-022 江南大学
基于紫砂非遗的“德美协同”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探索
与实践

唐忠宝  魏洁 一等奖

2022JSLP1-023 江南大学
学做“大先生”：综合性大学提升师范生劳动素养的
“小先生”实践

伍红林  于书娟 一等奖

2022JSLP1-024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家校共育劳动实践“i”计划 周全 一等奖

2022JSLP1-025 江苏大学 鲁班匠人传承技艺实训 韩荣  刘庆立 一等奖

2022JSLP1-026 江苏大学 新农村体验与劳动实践 沈春雨  吕翔 一等奖

2022JSLP1-027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蒲公英志愿者公益直播助农服务 潘凌理  王国林 一等奖

2022JSLP1-028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彩虹伞”关爱留守、流动儿童志愿服务劳动项目  宋学军   王艳 一等奖

2022JSLP1-02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劳动创造美——基于美丽庭院设计的劳动教育课程实
践

赵萍  王丽莉 一等奖

2022JSLP1-030 江苏海洋大学 本草传承，药苑留香 秦昆明  苏倩倩 一等奖

2022JSLP1-031 江苏海洋大学 校园趣味烹饪劳动实践 周鸣谦  陆文前 一等奖

2022JSLP1-032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舌尖上的劳动教育 秦海  何文阁 一等奖

2022JSLP1-033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欢聚金秋 爱在重阳”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吴银芳  胡影怡 一等奖

2022JSLP1-034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花开中国，以劳育美——中式家居插花实践 申雯雯  汪明镜 一等奖

2022JSLP1-035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苏建院“信小助”劳动教育特色实践项目 姜泰迪  白金一 一等奖

2022JSLP1-036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刘文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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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1-037 江苏警官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工作与公安工作双向互动的
劳动实践研究

张磊  陈棒 一等奖

2022JSLP1-038 江苏科技大学 基于大学新生转型的“行为养成”劳动实践教育 杨建超  周昱 一等奖

2022JSLP1-039 江苏科技大学
行业特色型高校“三业四色”劳动教育课程模式探索
与实践—以江苏科技大学为例

钟树杰  魏晓卓 一等奖

2022JSLP1-040 江苏理工学院
劳动教育融入高校经济统计专业课程育人效果提升研
究与实践

李向东  周密 一等奖

2022JSLP1-041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基于PBL模式促进服务性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研究——
以“青春建功新时代 社会实践走基层”项目为例

练晓月  孙虹 一等奖

2022JSLP1-042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一轴两维三版块”——稻田能手养成 吉彪  李赞 一等奖

2022JSLP1-043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普职融通  区域一体”劳动与职业启蒙教育实践
——以月饼制作创新为例

张军燕  胡辉 一等奖

2022JSLP1-044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涵养化育——劳动自觉塑造记 陶菊良  倪志红 一等奖

2022JSLP1-045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劳动教育视域下校园文化环境提升路径——以天鹅湖
板块为例

刘英华  邵怡 一等奖

2022JSLP1-046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艺工结合的新形态校园环境美化劳动实践项目 杜春艳  许悦 一等奖

2022JSLP1-047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信息赋能，生态共育——建立树木“一树一码一档案
”

徐书杰  庞训安 一等奖

2022JSLP1-048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车底盘与发动机拆装实践训练 耿国庆  成中秋 一等奖

2022JSLP1-049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中国传统手工艺工作坊 董佳丽 一等奖

2022JSLP1-050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榫卯工艺实木小板凳制作 朱琳  于连杰 一等奖

2022JSLP1-051 江苏师范大学 非遗布艺玩具手作与心育游戏支架的劳动教育实践 赵冬霞  杜向阳 一等奖

2022JSLP1-052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洒扫庭除 砥砺成长——学生承担主要教学区保洁劳
动实践项目

许化宁  范海雷 一等奖

2022JSLP1-053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院

“党建+职业启蒙教育”课堂 张丽萍 一等奖

2022JSLP1-054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基于中小学生职业体验服务的高职护生劳动实践 何曙芝  谭祥娥 一等奖

2022JSLP1-055 金陵科技学院 电工工艺劳动实习 刘旭明  王庆燕 一等奖

2022JSLP1-056 金陵科技学院 “锤炼”—锤柄制作劳动实践 杜雨辰  凌秀军 一等奖

2022JSLP1-057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州香包技艺训练传承 李巍  陶梅 一等奖

2022JSLP1-058 南京财经大学 德馨·耕读园 秦建国  张荣霞 一等奖

2022JSLP1-059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清洁宿舍、美化环境 褚红征 一等奖

2022JSLP1-060 南京大学 耕读学堂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张生  任玲玲 一等奖

2022JSLP1-061 南京工程学院 细节之处育匠心 ——金工实习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徐宏  刘树青 一等奖

2022JSLP1-062 南京工程学院 基于先进数控技术的智能制造劳动实践 郑勇  贾晓林 一等奖

2022JSLP1-063 南京工业大学 “盒子花园”景观设计与劳动实践 邵一鸣  王祝根 一等奖

2022JSLP1-064 南京工业大学 “食农食育”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熊强  马慧子 一等奖

2022JSLP1-065 南京工业大学 一湾绿水守护者——“河小青”环保劳育实践项目 张雪英  张莼波 一等奖

2022JSLP1-066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涵养劳动精神，开展新时代职业院校劳动教育 侯君  王亚峰 一等奖

2022JSLP1-06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无人机发射回收及飞行保障劳动教育 陈美丽  王阳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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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1-06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润致课堂”的“准书院制”建设与服务劳动教
育特色实践项目

蒋彦龙  张林 一等奖

2022JSLP1-06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IT运维劳动实践 张庆  王立松 一等奖

2022JSLP1-07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
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办高校一流专业学科融合、协同育
人的劳动教育设计与实践

奚曦  曹艳秋 一等奖

2022JSLP1-071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助老——让老年群体乐享智慧生活 张云  李进 一等奖

2022JSLP1-072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空间设计》：课劳融合、项目实战，专业服务
让劳动教育活起来

任南  王黛碧 一等奖

2022JSLP1-073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扎根实践育人，赋能劳动教育 布占坡  朱剑荣 一等奖

2022JSLP1-074 南京理工大学
赋于劳动教育以灵魂和文化的实训设备使用、维护及
拆装实践项目

张小兵  张巨香 一等奖

2022JSLP1-075 南京理工大学
“寓见劳动，育见成长”——学生公寓劳动教育实践
项目

尚海磊  刘璐 一等奖

2022JSLP1-076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
学院

“青绿行动”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服务劳动实践项目 陈建  刘桂涛 一等奖

2022JSLP1-077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文旅服务助宁乡村振兴劳动实践 陈冬  谌卉珺 一等奖

2022JSLP1-078 南京林业大学
生态文明背景下农林高校“三维多元”的劳动教育实
践路径

沈俣  吴雨伦 一等奖

2022JSLP1-079 南京林业大学 “长江卫士”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徐灵兮  高健 一等奖

2022JSLP1-0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蜂巢”主题自助餐厅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徐金华  高志斌 一等奖

2022JSLP1-081 南京农业大学 “走进田野 洞察三农”三下乡社会实践 何军  李扬 一等奖

2022JSLP1-082 南京农业大学
躬耕奋“豆”——大学生大豆优异种质发掘“七步法
”劳动教育实践

邢光南  孙磊 一等奖

2022JSLP1-083 南京农业大学 “植物医院”——大学生植物医生劳动教育实践 叶永浩  邵刚 一等奖

2022JSLP1-084 南京师范大学
“打造红色劳动IP” ——探索建立“红色教育+劳动
教育”融合培养模式

王馨婉  杨蕙宁 一等奖

2022JSLP1-085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青春话桑榆”社区为老服务劳动教育项目 刘鹏  吴济桃 一等奖

2022JSLP1-086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双模式多学科“联合教学” 刘勇 一等奖

2022JSLP1-087 南京体育学院 面向大众和精英运动员的运动恢复劳动教育 汤强  赵彦 一等奖

2022JSLP1-088 南京晓庄学院 科普赋能，助推“双减”落地 唐宁  周峰 一等奖

2022JSLP1-089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信大劳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以德馨讲堂为例 屈家安  吴波 一等奖

2022JSLP1-09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践行耕读教育  传承农耕文化——新农科场域下涉农
专业的劳动育人实践探究

景元书  张雪松 一等奖

2022JSLP1-091 南京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临床前技能训练 刘来奎  孙雯 一等奖

2022JSLP1-092 南京医科大学 基于药学专业特色的沉浸式大学生劳育实践项目 季勇  马俊 一等奖

2022JSLP1-093 南京艺术学院 《“一条大河”——公共艺术劳动实践项目》 杨 朔  虞 英 一等奖

2022JSLP1-094 南京邮电大学 科技赋能非遗传承·劳动共筑美好未来 鲍捷  丁杨 一等奖

2022JSLP1-095 南京邮电大学
“传承非遗，奋勇筝先” ——劳动教育理念下的风
筝文化艺术节

孙委委  齐沁儿 一等奖

2022JSLP1-096 南京邮电大学 妙手生花——特色手工劳动教育项目 陈明玉  秦昌建 一等奖

2022JSLP1-097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上工制皂”—防疫手工皂的生产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李开平  陈霞 一等奖

2022JSLP1-098 南京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专业“以劳增智”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柏亚妹  徐桂华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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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1-099 南通大学 青春有梦 我“芯”飞扬 王志亮  刘桂芝 一等奖

2022JSLP1-100 南通理工学院
“蓝色行动 爱不孤独”服务心智障碍儿童劳动教育
实践项目

葛皎丽  刘婧雯 一等奖

2022JSLP1-101 南通职业大学 巧手匠心—指尖上的扎染风情 陈 霞  李娟 一等奖

2022JSLP1-102 三江学院 青年“科技+”劳动实践项目 鲁璐  季凌尘 一等奖

2022JSLP1-103 三江学院 制作节日美食，传承节日文化 周学军  刘红军 一等奖

2022JSLP1-104 苏州城市学院
懂技术、乐服务、会创造——新时代大学生生产劳动
教育实践指导

张毅驰  钱磊 一等奖

2022JSLP1-105 苏州大学 “媒美工坊”实践教学课程 宋海英  宋智 一等奖

2022JSLP1-106 苏州大学 理实结合提升公共卫生防控能力的劳动教育实践探索 张洁  常杰 一等奖

2022JSLP1-107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
学院

垃圾分类巡检劳动实践 仲溪 一等奖

2022JSLP1-108 苏州科技大学 儿童玩教具设计与制作 严家丽 一等奖

2022JSLP1-109 苏州科技大学 基于教师职业精神培育为导向的师范生劳动教育实践 胡世怡  陈洋 一等奖

2022JSLP1-11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非遗+”美丽乡村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吴春花  周宇嫽 一等奖

2022JSLP1-111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匠心打造“劳动教育+地方特色”的新样本    —苏
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服饰手工”纪实

费桢  陈红 一等奖

2022JSLP1-112 宿迁学院 非遗麦秆画 魏颖  王凤侠 一等奖

2022JSLP1-113 宿迁学院 农耕文化节 邵士德  张丽华 一等奖

2022JSLP1-114 泰州学院 智慧应用工作坊 彭海静  谢丹艳 一等奖

2022JSLP1-115 无锡学院 面向“锻造‘中国芯’主力军”的劳动教育课程 郭业才  王青 一等奖

2022JSLP1-116 无锡学院 面向智能制造的新时代生产劳动教育课程 汪磊  李鹏 一等奖

2022JSLP1-117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锡职爱花人，“一米”花园校园环境美化劳动实践 蒋兆军  施红珍 一等奖

2022JSLP1-118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检以精心 修以匠心：新能源汽车维修劳动实践 游专  丁鹏 一等奖

2022JSLP1-119 徐州工程学院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志愿服务 朱炯  史璐璐 一等奖

2022JSLP1-120 徐州工程学院 青少年编程普及劳动教育特色实践项目 姜英姿  唐仕荣 一等奖

2022JSLP1-121 徐州工程学院 “执匠心·筑佳园”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郭莉  南楠 一等奖

2022JSLP1-122 徐州医科大学 强化社会实践，共建韧性社区 李辉  张美荣 一等奖

2022JSLP1-123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推进童语同音，助力西部振兴 王宁  栾文娣 一等奖

2022JSLP1-124 盐城工学院 服务湿地世遗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周晓燕  陈力 一等奖

2022JSLP1-125 扬州大学 “耘创行动”大田种植训练计划 杨泽峰  陆大雷 一等奖

2022JSLP1-126 扬州大学 新农科人才劳动教育和实践创新能力训练计划 何朝龙  卞金龙 一等奖

2022JSLP1-127 扬州大学 红色讲解团志愿服务劳动教育 徐金海  孙茂庆 一等奖

2022JSLP1-128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依托“皮艺工坊”融合专业教育的劳动实践 于涛  孙家珏 一等奖

2022JSLP1-129 扬州市职业大学 树木盆景加工 杨凯波  褚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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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1-130 扬州市职业大学
义诊关爱红医老人  弘扬传承红医精神——在志愿服
务中提升医学生劳动素养

卢子华  罗惠媛 一等奖

2022JSLP1-13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三业贯通，四链融合，打造“工业+”劳动教育实践
项目

王琦  胡敏 一等奖

2022JSLP1-132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雏鹰展翅，志存高远”困境儿童帮扶社会实践活动 黄晓帆 一等奖

2022JSLP1-133 中国矿业大学 《陶埙制作与传承》 徐登峰  朱文 一等奖

2022JSLP1-134 中国矿业大学
“学思践悟、知行融创”理工类专业劳动教育实践—
小家电检测与维修

焦杨  寻之朋 一等奖

2022JSLP1-135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电子元器件创意与命题焊接 夏帅  胡明 一等奖

2022JSLP2-001 常熟理工学院 汽车维修工具的安全使用 孙宜权 二等奖

2022JSLP2-002 常熟理工学院 基于“7S”职业素养培养的电工工具及仪表使用训练 罗野 二等奖

2022JSLP2-003 常州大学 可旋转笔筒智能制造实践教学 宋瑞宏  朱晓清 二等奖

2022JSLP2-004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环保生活，文明分类 纪有福  陈星宇 二等奖

2022JSLP2-005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百草根”创业实践 王磊  谢燕月 二等奖

2022JSLP2-006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创咖经营实训项目 仇志海 二等奖

2022JSLP2-007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青匠践习社”：技术能手养成的生产劳动实践体验
项目

赵蕾  吴玉剑 二等奖

2022JSLP2-008 常州工学院 “候鸟儿童”关爱行动志愿服务项目 陆婷  施云波 二等奖

2022JSLP2-009 常州工学院 废旧手机的拆解与线路板再利用 陈依漪  周品 二等奖

2022JSLP2-010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劳”有所护，一堂守护中老年养老“钱袋子”的财
商科普课

宋艳艳  陈莉 二等奖

2022JSLP2-011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纸花”寻真 数字圆梦——剪纸数字化保护与传播
劳动教育实践

李斌  戴丽兰 二等奖

2022JSLP2-012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田间课堂学插秧 助力夏种促生产 李洪昌  高芳 二等奖

2022JSLP2-013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车床卡盘互锁设计 共同守护劳动安全 朱俊  渠婉婉 二等奖

2022JSLP2-01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农夫山货——汇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胡雪芳  杜俊枢 二等奖

2022JSLP2-015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稻田创课——让青春在劳动中闪光 倪琳妍  赵黎娜 二等奖

2022JSLP2-016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计算机专业技能在劳动教育课程中的实践与应用 孙志宏  王晓峰 二等奖

2022JSLP2-017 河海大学 “美丽海岸”江苏海岸带清洁公益服务 姜龙 二等奖

2022JSLP2-018 河海大学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实践融合——以环境
类专业为例

吴军  王洵 二等奖

2022JSLP2-019 河海大学 新时期涉农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与应用 徐俊增  丁继辉 二等奖

2022JSLP2-020 淮阴工学院 校园管理“至臻至善”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王雪梅  刘长平 二等奖

2022JSLP2-021 淮阴工学院
耕读教育和双创教育融通的实践——以水稻基质育秧
为例

张国良  赵宏亮 二等奖

2022JSLP2-022 淮阴师范学院 蕈海食用菌社会实践服务项目 王新风 二等奖

2022JSLP2-023 江南大学
劳动播种希望  实践收获成长——江南大学“小鼋花
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吴光明  杜静 二等奖

2022JSLP2-024 江南大学 基于第二课堂的大学生劳动教育素质拓展 何涛  胡娟 二等奖

2022JSLP2-025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电气安全检查 侯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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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2-026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耕读育人守初心 王玲玲 二等奖

2022JSLP2-027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雕出青春  刻出未来 ——雕铣创意设计与制作 冯伟玲  秦犹 二等奖

2022JSLP2-028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推动绿色发展，践行劳动精神 孙奕  贾立新 二等奖

2022JSLP2-029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时雨春风”——展览策划布展劳动课 陶金鸿  孙仕荣 二等奖

2022JSLP2-030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为美丽乡村添“彩”------淮安文化元素主题墙绘实
践活动

高燕  尹昭辉 二等奖

2022JSLP2-031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助力乡村振兴，让青春在劳动中绽放 魏银霞 二等奖

2022JSLP2-032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米果园——劳动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保慧 二等奖

2022JSLP2-033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非遗文化铸就红船工匠劳动教育特色实践项目 宋雅兵  杜训柏 二等奖

2022JSLP2-034 江苏海洋大学 清浒净滩 赋能利用 周伟  王攀攀 二等奖

2022JSLP2-035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匠心筑梦、巧手结绳——体验航海技艺 刘芳武  乔前防 二等奖

2022JSLP2-036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心心 ‘箱’印 爱心助童”关爱自闭症儿童爱心行
动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王曼曼  王朝 二等奖

2022JSLP2-03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育好一粒种 创造幸福花 徐敏  马向锋 二等奖

2022JSLP2-038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劳模工匠进课堂，德技并修育匠人 居长志  时应峰 二等奖

2022JSLP2-039 江苏警官学院 传播红色文化 赓续红色血脉 刘莉  宁军丽 二等奖

2022JSLP2-040 江苏科技大学 汇聚四海之力，助力七彩假期 郝安妮  黄妍 二等奖

2022JSLP2-041 江苏理工学院
党建引领，校地共建，写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中
的红色融合文章

羊悦  占成 二等奖

2022JSLP2-042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不同人群营养科普宣传 曹正  陶程 二等奖

2022JSLP2-043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劳模精神，助力乡村振兴”劳动实践——现代
新渔人培养

汪善锋  王煜恒 二等奖

2022JSLP2-044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青春“志愿红” 守护“健康绿”——校地区域化党
建共同体劳动服务实践项目的构建与实施

王妲妲  陈熔 二等奖

2022JSLP2-04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无人机助力污染防治攻坚
战

王亚东  汤丽娟 二等奖

2022JSLP2-046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微光成炬”劳动教育特色实践项目 倪志红  缪妍妍 二等奖

2022JSLP2-047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宿’说青春，‘寓’见美好”宿舍劳动实践项目 张田力  傅玉 二等奖

2022JSLP2-048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劳
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一站式”学生社区公寓技防管理实践 丁雷 二等奖

2022JSLP2-049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大学生“挂职”家庭农场主的“五育融合” 劳
动教育实践

苗连琦 二等奖

2022JSLP2-050 江苏师范大学 “春苗行动”——赋能乡村教育振兴 任大伟  张超 二等奖

2022JSLP2-051 江苏师范大学 厨艺劳动实景课堂 刘云龙  陈健强 二等奖

2022JSLP2-052 江苏师范大学
工程训练劳动教育——培“工匠精神”，育“创新人
才”

徐乐  朱玉斌 二等奖

2022JSLP2-053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工科专业“专业+”劳动教育实践模式探索 田梦婕  王柏华 二等奖

2022JSLP2-05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院

中草药种植与文化传承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杨宝卫  祝冬青 二等奖

2022JSLP2-055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院

筑梦正青春，健康我先行 吴一凡  田青 二等奖

2022JSLP2-056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劳动淬成长，实践出真知 许婷  周阳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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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2-057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校友班主任全方位协同生产劳动教育实践探索 葛伟杰  盛险峰 二等奖

2022JSLP2-058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打造“行走的课堂”─中药学专业“三能”劳动教育
实践

李凤、陈立新 二等奖

2022JSLP2-059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以劳悟美，以劳拓技，以劳增智”厚植工匠精神劳
动教育实践平台 ——以主题宴会设计为例

庄敏  朱蔚琦 二等奖

2022JSLP2-060 金陵科技学院 基于工匠精神的文化创意制作及创业孵化项目 王柯  蒋茜 二等奖

2022JSLP2-061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心手协力行，英语耕茶香 糜艳庆  陈洁 二等奖

2022JSLP2-062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耕读有道”立体化劳动教育实践 朱萍  王英 二等奖

2022JSLP2-063 南京财经大学 零售业态店经营及业态创新的实践调查研究 陶金国  杨向阳 二等奖

2022JSLP2-064 南京财经大学
党建引领，劳动相传——朋辈领航“润新细无声”劳
动教育特色育人实践

段永杰 二等奖

2022JSLP2-065 南京财经大学
产教融合下的粮食工程专业学生劳动教育体系实践路
径

周进进  丁超 二等奖

2022JSLP2-066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创新劳动教育形式 践行公益助农初心 高楠 二等奖

2022JSLP2-067 南京传媒学院 “不老爱情”青年公益影像计划 王更新  曹琦 二等奖

2022JSLP2-068 南京传媒学院 校园核酸检测志愿服务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曹静  韩鹏 二等奖

2022JSLP2-069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手作“绢花”非遗体验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茆雅凤 二等奖

2022JSLP2-070 南京大学 “味之初”体验厨艺课堂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徐良 二等奖

2022JSLP2-071 南京工程学院
基于材料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验室劳动教育实践项
目

郏永强  怀旭 二等奖

2022JSLP2-072 南京工业大学
《践行女垒精神  “挥棒”助力劳育》服务性劳动实
践项目

岳克勤  边高峰 二等奖

2022JSLP2-073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依托“工本位”产教平台探索专业劳动教育改革实践 魏驰原  李海霞 二等奖

2022JSLP2-07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航滋味》厨艺课堂特色劳动教育实践 王国军  颜萌 二等奖

2022JSLP2-07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
学院

以钱洁语言康复中心为基地的助残支教劳动教育实践 汪永玲 二等奖

2022JSLP2-076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非遗花灯”项目设计制作 王国珍  杨阳 二等奖

2022JSLP2-077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7S标准的宿舍劳动教育体系建设 张宝中  张进宝 二等奖

2022JSLP2-078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雅器之美——创新漂流大漆技艺 孙成东  王磊 二等奖

2022JSLP2-079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以青春之名，伴志愿同行 黄高峰 二等奖

2022JSLP2-080 南京理工大学 “兰小杉”快乐课后劳动服务项目 凌晨  毛旻旸 二等奖

2022JSLP2-081 南京林业大学
尚劳明德，树木树人——学生公寓“壹出发”劳动教
育的探索与实践

李晶冰  徐登伟 二等奖

2022JSLP2-082 南京林业大学 三维目标导向下高校环保服务项目的优化 李鸣明  齐婉婉 二等奖

2022JSLP2-083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黄桥烧饼”非遗传承与创新劳动教育特色实践项目 吕慧  杜文文 二等奖

2022JSLP2-084 南京农业大学 “劳、艺”共绘——创意花园建造劳动实践 张清海  文习成 二等奖

2022JSLP2-085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宿舍“乐享家”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许江东  何苗 二等奖

2022JSLP2-086 南京审计大学 劳动书写青春 共建美丽校园——校园劳动实践课程 孙国锋  孙静 二等奖

2022JSLP2-087 南京审计大学 初级茶道与茶艺 王静  孙丝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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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2-088 南京审计大学 基于高校学生宿舍的整理收纳实践 孙静  李薇 二等奖

2022JSLP2-089 南京审计大学 珠联璧合：劳动教育与美育结合的实践课 王晓会  余宏旺 二等奖

2022JSLP2-090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学农、助农、兴农——劳动教育实践课 郭秋平  顾雪萌 二等奖

2022JSLP2-091 南京师范大学 践行劳动教育  铸牢红色初心 莫春菊 二等奖

2022JSLP2-092 南京师范大学
与“双减”同行，助力儿童成长——学校及社区儿童
教育志愿服务

张蓉  齐立旺 二等奖

2022JSLP2-093 南京师范大学 “以劳树德 以体育人”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胡凤飞  顾文欣 二等奖

2022JSLP2-094 南京师范大学 “心”助健康中国梦——社区心理健康服务 陈庆荣 二等奖

2022JSLP2-095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基于师范生素养养成的种植劳动 黄俊  崔晓萌 二等奖

2022JSLP2-096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以体树德、以体育心、以体育人 ——体育学院劳动
教育实践路径探讨

张启昕  屈文文 二等奖

2022JSLP2-097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劳动教育牵引创新“五博五力”育人工作体系 李鹏  元志立 二等奖

2022JSLP2-098 南京晓庄学院 微综艺节目制作与应用 初滢滢  戴红伟 二等奖

2022JSLP2-099 南京晓庄学院 “陶风徐来，勤体润教” 劳动实践项目 贾学军  赵培军 二等奖

2022JSLP2-10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练就预报内功，守护世间冷暖 朱彬  王丽娟 二等奖

2022JSLP2-101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驭“技”预“急”、“救”在身边 张从俊  王从容 二等奖

2022JSLP2-10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便携式多功能播放器制作 杨洁  郝秀云 二等奖

2022JSLP2-103 南京医科大学
“工匠精神”指引下五育融合的医学生临床实践模式
初探

姚欣  陈明龙 二等奖

2022JSLP2-104 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类高校后勤劳动育人创新实践研究 ——以后勤
生活课堂为例

曹萍  方亮 二等奖

2022JSLP2-105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劳动“救”在身边 顾霞飞  张维 二等奖

2022JSLP2-106 南京艺术学院 “长江新视听大会”专业实训劳动项目 张祺  韩栩 二等奖

2022JSLP2-107 南京艺术学院 “舞蹈道具维修与养护”专业服务劳动项目 郭罗乐  关健 二等奖

2022JSLP2-108 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乡建”主题社会实践劳动项目 周庆  张卫军 二等奖

2022JSLP2-109 南京邮电大学 “三融三合”创新创业劳动教育实践 葛丹  冯亚洲 二等奖

2022JSLP2-110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以实践深化劳动教育　用行动点亮美丽校园 余西亚  朱海燕 二等奖

2022JSLP2-111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临床大数据“人机协同”标注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杨涛  万佼 二等奖

2022JSLP2-112 南通大学
创建一种3D打印机拆与装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实训教学
劳动新项目

陆伟家  冯晓荣 二等奖

2022JSLP2-113 南通大学 红色匠心——“粉刷匠”劳动实践项目 叶欣欣  张诚 二等奖

2022JSLP2-114 南通大学 衣脉相承——传统舞蹈服饰道具的保护与传承 李晓燕  沈岳 二等奖

2022JSLP2-115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以“美”助“劳”—— 基于手绘墙画劳动教育的探
索

焦琪  曹阳 二等奖

2022JSLP2-116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最老”城市爱老伴老助老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范赟 二等奖

2022JSLP2-117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生电商直播助力乡村振兴项目 彭雪华  刘会丽 二等奖

2022JSLP2-118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盆景制作 孙正国  张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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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2-119 南通理工学院 “劳动教育”进公寓，让思政教育更贴近学生生活 吴海生 二等奖

2022JSLP2-120 南通理工学院
基于责任担当的本科大学生到基层政务部门开展劳动
实践服务

杨小山  管卫卫 二等奖

2022JSLP2-121 南通职业大学 “微心愿2+1”关爱流动花朵公益劳动实践服务项目 朱建  丁晨 二等奖

2022JSLP2-122 南通职业大学 美丽教学楼 全员大清扫 吴明圣  邢雅 二等奖

2022JSLP2-123 三江学院 乡村文化墙改造提升设计 郝峻弘  李甜茹 二等奖

2022JSLP2-124 三江学院 高校校园荒地种植劳动实践 郁政宏  沈萍 二等奖

2022JSLP2-125 沙洲职业工学院 电子科普进社区，校社携手向未来 王芳 二等奖

2022JSLP2-126 苏州城市学院 服务性劳动之大学生校内勤工助学模式研究 王晓莉  孙晓燕 二等奖

2022JSLP2-127 苏州大学
U-D-S协作模式下“惠寒”研支团预备役志愿劳动实
践探索

张佳伟  于潜驰 二等奖

2022JSLP2-128 苏州大学 零碳建筑设计与建造实践 韩冬辰  王思宁 二等奖

2022JSLP2-129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感“蟹”有你 劳动实践项目 朱珊珊  赵峰 二等奖

2022JSLP2-130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
学院

基于协同育人的酒店管理专业递进式劳动教育实践项
目

牛伟  张静 二等奖

2022JSLP2-131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
学院

“疫”起劳动，齐心战“疫”——劳动主题实践教育
活动

施红斌 二等奖

2022JSLP2-132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匠心驱动 校企协同  智能设备电气装调劳动教育实
践项目

荆瑞红  潘云忠 二等奖

2022JSLP2-133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稻香丰年”智慧种业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贾红圣  杨诗勤 二等奖

2022JSLP2-134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校社互动下艺术设计专业“绘田园”服务性劳动教育
实践项目

王钰岚  李鹏 二等奖

2022JSLP2-13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学会爱”假期7+1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王锋  孟会敢 二等奖

2022JSLP2-136 苏州科技大学 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 肖金球  刘传洋 二等奖

2022JSLP2-137 苏州科技大学 “物理科普”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吴娱  范君柳 二等奖

2022JSLP2-138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以“三下乡”为载体的劳动教育实践探索 孙景  刘亚男 二等奖

2022JSLP2-139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面向农业植保装备应用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生产实
践

秦维彩  杨艳山 二等奖

2022JSLP2-140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文化浸润，劳动赋能，育训一体  ——饮食与健康项
目

孙莹  张晓丽 二等奖

2022JSLP2-141 宿迁学院 “爱积分”校园公益劳动助学 陈志强  赖小萍 二等奖

2022JSLP2-142 宿迁学院 变废为宝——纸盒大变身 孙淼  史洪玮 二等奖

2022JSLP2-143 泰州学院 “红烛义教·西部支教”劳动教育实践 孔令玲  马永明 二等奖

2022JSLP2-144 泰州学院 劳动教育与专业实习深度融合实践 刘逢  杨国胜 二等奖

2022JSLP2-145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GMP的中药片剂的智能化生产 刘竺云  沙赟颖 二等奖

2022JSLP2-14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以劳育美，传承文化，塑造时代新风貌 费诗伯  谢华永 二等奖

2022JSLP2-147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传统竹木工艺制作实践 缪同强 二等奖

2022JSLP2-148 无锡学院 校园网贷风险科普与防范 孙宁  周志伟 二等奖

2022JSLP2-149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绘乡村·劳动焕新颜”——乡村墙绘劳动实践
项目

王思梦  马融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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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SLP2-150 徐州工程学院
助力绿色出行——光伏充电桩运行与维护劳动教育实
践项目

胡峰  刘冬冬 二等奖

2022JSLP2-151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助农，助推乡村振兴——草莓小镇特色劳动教育
实践项目

闫文  邓忍 二等奖

2022JSLP2-152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羊羊保卫战 王玉燕  董淑红 二等奖

2022JSLP2-153 徐州医科大学 “艾”在旅途—寻找红丝带的意义 刘晨 二等奖

2022JSLP2-154 徐州医科大学
“以劳育人，以行铸魂”—药学实践劳动与安全教育
融合中的“破与立”

杨冬芝  马云苏 二等奖

2022JSLP2-155 徐州医科大学 心系健康，从“新”出发，疫情防控，“微微”道来 朱丽丽  方锦花 二等奖

2022JSLP2-156 盐城工学院 “践行铁军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实践活动 蒋继华  何登溢 二等奖

2022JSLP2-157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一级维护保养 汤宝  薛明才 二等奖

2022JSLP2-158 盐城师范学院 劳动“数”造时代新人，实践铸就百年大“计” 接玉芹  张文菲 二等奖

2022JSLP2-159 盐城师范学院 "科研+劳动”——新农科背景下的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杨瑞平  汪正飞 二等奖

2022JSLP2-160 扬州大学
新冠疫情和产教融合双背景下动物医学类专业大学生
劳动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宋瑞龙  羊扬 二等奖

2022JSLP2-161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结构创新训练生产劳动—模型中筑劳动桥梁 实践中
建创新能力

崔海军 二等奖

2022JSLP2-162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稻田里的劳动课 张秋媛 二等奖

2022JSLP2-163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1+3+N”三层次互融互嵌“互联网+模拟企业班”劳
动教育实践项目

孙艳平  徐凯 二等奖

2022JSLP2-164 中国矿业大学 林间木雕 尚斌  洪缨 二等奖

2022JSLP2-165 中国矿业大学 传统女红基础缝制针法及其场景应用 马平 二等奖

2022JSLP2-166 中国矿业大学 手工木刻版画技艺与传承 王磊 二等奖

2022JSLP2-167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3D印创意”劳动教育实践项目 魏超  彭忠进 二等奖

2022JSLP2-168 中国药科大学 传播医药文化·增进节日体验：药苑劳动浸润课堂 卢献锁  单春林 二等奖

2022JSLP2-169 中国药科大学 多彩微生物与DIY创意“皿上添花”项目 储卫华  王峥 二等奖

2022JSLP2-170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雁翎行动”志愿劳动服务项目 孟祥康  张驰 二等奖

2022JSLP2-171 中国药科大学 基于医药产业链的药学劳动教育实践 沈雁  孙春萌 二等奖

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