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 

 所在单位：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盖章）                         

                                                           

 一、基本情况                                           

姓名 刘秀峰 性别 女 申报资格 教授 申报类型 正常申报 

出生年月 1975.12 现从事专业 中国语言文学 教师类型 教学科研型 

现专业技术资格 副教授 2008.11 2008.12 

原专业技术资格  

资格

取得

时间  

职务

聘任

时间  

 

最高学历(起止时 

间何校何专业) 本科  1993.09--1997.06  温州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教育 

最高学位(起止时 

间何校何专业) 硕士  2001.09--2003.06  浙江师范大学  语文学科教学 

外语成绩 

(或免试)  合格 
计算机成绩 

(或免试) 合格 
现担(兼)任 

党政职务  

是否取得高 

校教师资格 是 
是否取得岗 

培合格证书 是 
研究生主干课 

程成绩(门数) 硕士 
是否 

“双师” 是 

岗位类别 教学 
年度考 

核情况 2009年：合格 2010年：合格 2011年：合格 

1.工作经历及社会简历 

起止时间 单位 从事何种技术工作 任何技术职务 

1997.08-2001.08 龙泉一中 高中语文教学兼班主任 中教二级 

2001.09-2002.06 浙江师范大学 攻读语文学科教育硕士 中教二级 

2002.08-2013.06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旅游文化、普通话等课程教学 讲师、2008年晋升副教授 

2.参加各种培训进修、访学（访问）、实践锻炼等及其业绩 

起止时间 内容 单位 导师或证明人 学分 成果或业绩

2011.02-2011.02 教学管理及最新教学法研修班 香港理工大学 王秀华 7天 结业 

2011.09-2012.06 访学 浙江大学 赖金良 一年 结业 

2012.05-2012.05 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工作坊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吕文飞 16学时 结业 

2010.03-2010.03 国家精品课程师资培训项目 教育部人事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梁伟样 2天 达到培训要求

2011.07-2011.08 龙泉旅游人文资源调查等 龙泉市旅游局 季晓燕 35天 业绩较好

2012.07-2012.08 文化产业投资市场调查与咨询 杭州馨琦投资有限公司 梅盛龙 
文化顾问聘期三

年 业绩突出

2010.07-2010.08 给员工培训普通话、讲授丽水本土文化等 龙泉山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 叶立新 35天
员工反映效果良好

2012.06-2013.06 柔性挂职锻炼（中高职衔接等事项） 丽水旅游学校(民办学校) 梅三莲 一年 业绩较好

3.担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或任职以来指导青年教师工作的经历 

经 

 

 

 

 

 

历 

 

起止时间 所任工作名称 班级（姓名） 人数 成绩或业绩 



 

2003.09-2006.06 市场营销专业班主任 营销0303班 33 优秀班主任 

2012.09-2013.06 联系班级 英语1220班 37 发展了2名入党积极分子 

2005.09-2013.06 财贸管理分院第二支部组织 市场营销、物流管理专业学生 200 每年联系发展4位学生党员

经 

 

 

 

 

 

历 

 

2012.06-2013.06 
指导旅游养生学院青年教师开展

教学研究，申报教改项目 吴贵、郑秋晓等老师 15 成效明显 

                                                           

                                                           



 

 二、工作业绩(各栏目须加盖相关职能部门公章)                         
 1. 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情况(无教学业绩考核情况的须注明原因，研究系列填写本职工作业绩) 

学年/ 

年份 
讲授主要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及学生数 

本人承 

担内容 

学年 

总课时 

教学业 

绩等级 

2008/2009 旅游文化、经典影视作品赏析、毕业论文指导（12人）
旅游管理、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学生、

全院公选课学生  270人 主讲 380 B 

2009/2010 旅游文化、经典影视作品赏析、毕业论指导（12） 
旅游管理、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学生、

全院公选课学生  198人 主讲 408 B 

2010/2011 旅游文化、毕业论文指导（12人）
旅游管理、旅行社经营管

理专业学生  130人 主讲 420 A 

2011/2012 旅游文化、毕业论文指导（12人）
旅游管理专业学生  127

人 主讲 351 A 

2012/2013 旅游文化、经典影视作品赏析、毕业论文指导（12人）
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全院各专

业公选课学生  179人 主讲 370 B 

 

 2. 任现职以来发表论文著作情况(正高填6项以内,副高填4项以内) 

论文、著作题目 
刊物(出版社)名称、 

刊号(书号)、卷(期)数 
发表时间

本人

排名

收录、转载 

等情况 

影响因子(IF)

和他引次数
传说、庙会与民俗社会的构造——浙江缙云张山寨

“七七”庙会研究 (1/1)代表作 

文化遗产  ISSN1674-0890/CN44-1645/GO  2013

（2） 2013.04 1/1 CSSCI来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来

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 (1/2)代表作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ISSN1001-5035/CN33-1011/C  2012（5） 2012.09 1/2
《新华文摘》摘编（2013.03）；《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摘编（2013.01）  

庙会文化在构建和谐乡村中的意义与作用——基于“张山寨

‘七七’庙会”（国家非遗项目）的田野调查 (1/1) 

学术交流  ISSN1000-8284/CN23-1048/C  2012

（5） 2012.05 1/1
CSSCI来源、人大复印资料《文化

研究》转载2012（9）  

演唱的力量——浙南鼓词《陈十四

夫人传》颂唱仪式调查 (1/1)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ISSN1673-8179/CN45-1349/C  2012（1） 2012.01 1/1 CSSCI来源  

非遗保护理念和美丽乡村建设 

(1/1) 
光明日报  CN11-0026  2013.04.06 2013.04 1/1   

俗神叙事：传承、流变与展演 (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2696-7  2013.05 1/1   

                                                           



 

 3. 任现职以来科研（含教改教研）项目等情况(任现职以来立项的，填5 项以内) 

项目名称(须注明立项号) 
项目来源 

和类别 

起止 

年月 

金额 

(万元)

本人 

排名 

是否 

结题 

成果 

形式 

俗神叙事的演化逻辑：以陈靖姑传说等为例 12YJC751056 
教育部 人文社科青年基

金项目 

2012.01至

2013.12 6+3 1/6 否 论文、专著

民间信仰语境中的口头文学叙事——以浙南陈十四夫人庙会文本

为个案 10CGWH12YB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 常规课题

2010.08至

2012.03 1.2+1 1/6 是 论文 

口头传统遗产的“社区保护行动研究” 12FC02YB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 扶持课题

2012.04至

2013.04 1.5+1.5 1/7 是 研究报告 

提高专业课程实效性的教学策略研究 SCG413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办公室 年度课题

2009.01至

2010.01 0.5 1/5 是 论文、研究报告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丽水古村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研究 

LA200919 
丽水市社科联 重点课题

2009.07至

2012.05 
0.15+0.3 1/5 是 研究报告 

 4. 任现职以来所获荣誉和教学科研成果、育人成果等情况 (含各类授权专利，填5项以内) 

所获荣誉名称/成果的项目名称 成果类别和等级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本人(指 

导)排名 

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 人才项目 省级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2013.03 1/1 

浙江省“151”第三层次人才 人才项目 省级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2011.11 1/1 

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导游比赛) 
浙江省导游大赛二等奖（中文组） 省级

省级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

员会 2011.10 1/2 

《中国旅游文化》（第二版） 丽水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市级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12.12 1/1 

《处州名胜古迹》 丽水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市级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11.12 1/1 

                                                           



 

 5.任现职以来参与团队业绩（如参与学科/专业/课程/实验室及各类基地建设的情况(填5项以内） 

业绩类别 内容 时间 
本人排名或 

所发挥作用 
备注 

省级精品课程建设 《旅游文化》 2010.08至2013.12 主持  

高职高专教材建设 《中国旅游文化》（第二版） 2008.12至2010.12 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被国内许多

高职院校旅游专业采用

省重点教材建设 “十一五”重点教材建设《新编旅游文化》 2009.08至2011.06 第二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省级示范校建设 四个重点专业、一个公共平台、三个实训中心建设 2009.10至2012.06
主笔示范校建设总结报告、院长报告；沟通、协调、落实各

项工作计划，宣传报道以及各项材料的汇总统稿，定期编辑

示范建设简报等 

学校以较优异成绩通过

验收 

丽水职教集团建设 
丽水职教集团的筹备工作，旅游养生学院筹建、中

高职衔接等 
2009.10至2012.06

职教集团章程起草，成立大会各类文字稿的撰写；承担“五

养”系列教材《文化养生》的编写 

担任旅游养生学院副院长、受

聘丽水旅游学校客座教授

 

6.服务社会工作（项目研发与攻关、技术指导与服务、成果推广转化与专利、政策与技术咨询、意见

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人员培训与挂职等）中取得的成果，担/兼任各类学术/社会职务等情况（填5

项以内) 

服务形式 服务地点 工作内容及本人承担的任务 工作成效 备注(专利号等)

项目研究 莲都区旅游局 东西岩景区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本人主持 
成果通过验收，受

到好评。 
横向经费到账5.97万元

对策研究 丽水市 丽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保护对策建议 
成果已经提交市政协

三届二次会议 

成果被转化为民进市委会集体提案和个人提

案，其一杯列入重点提案 

文化产业调研等 
丽水飞扬旅行社、龙泉山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杭州馨琦投资有限公司等 员工普通话培训、文化市场咨询与调研等 效果明显 
帮助企业调查非遗产业

化问题等 

学术职务 丽水市 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 成效明显 
校内研究所之一，目前研究所成员获立全国

社科基金1项、省部级项目6项 

社会兼职 丽水市各县市 
浙江省普通话测试员，承担丽水市教师、学生、公务员普通话

培训与测试工作，承担讲课与测试 成效明显 
自2003年以来一直受聘丽水市教育

局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 

 三、所在单位考核及评审推荐意见                          

就申报者的思想政治、为人师表、专业知识、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含推广情况)、学科建设、实 

验室建设、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综合工作量是否饱满、是否符合破格条件提出意见: 

 

 总人数 实到人数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备注 

学科组       

所在单位 

评审委员 

会表决 
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