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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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秀平 性别 男 申报资格 教授 申报类型 正常申报 

出生年月 19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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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1 2003.12 

原专业技术资格 中专高级讲师 

资格

取得

时间 1999.11

职务

聘任

时间 1999.12 

 

最高学历(起止时 

间何校何专业) 本科  1990.09--1993.08  浙江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教育 

最高学位(起止时 

间何校何专业) 无       

外语成绩 

(或免试)  年龄免试 
计算机成绩 

(或免试) 年龄免试
现担(兼)任 

党政职务 学院教学督导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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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门 
是否 

“双师” 
不作要求

岗位类别 “双肩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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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08-1999.11 丽水商业学校 中文专业课程教学 讲师 

1999.11-2003.11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中文专业课程教学 高级讲师 

2003.11-2013.09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中文专业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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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2-2003.02 研究生课程 浙江师范大学 王嘉良 300 结业 

2001.07-2001.09 教育理论 浙江师范大学 王秀华 80 结业 

-今      

-今      

-今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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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止时间 所任工作名称 班级（姓名） 人数 成绩或业绩 

2004.09-2008.09 学院成人教育 全学院 800 良好 

经 

 

 

 

 

 

历 

 

2010.09-2011.09 党员干部班级联系制度 人文分院音乐系 80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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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高职语文》 7个班级高职学生  370人 讲授全部 268 B 

2009/2010 《大学语文》 4个班级高职学生  200人 讲授全部 320 B 

2010/2011 《应用文写作》《鲁迅小说人物研究》 6个班级高职学生  320人 讲授全部 216 C 

2011/2012 《应用文写作》《鲁迅小说人物研究》
10个班级高职学生  540

人 讲授全部 328 C 

2012/2013 《应用文写作》《鲁迅小说人物研究》
15个班级高职学生  840

人 讲授全部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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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民主革命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

解读 (1/1)代表作 

《时代文学》  ISSN1005—4677  CN37—1173/I 
总第179期 2010.04 1/1   

鲁迅小说关于中国农民命运的文学

探索 (1/1)代表作 

《作家》  ISSN1006—4044  CN22—1028/I  总
第502期 2010.12 1/1   

鲁迅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文学探索 

(1/1) 

《名作欣赏》  ISSN1006—0189  CN14—1034/I 
总第365期 2011.07 1/1   

鲁迅小说关于旧中国市民意识改造

的文学探索 (1/1) 

《大家》  ISSN1005—4553  CN53—1108/I  总
第124期 2011.02 1/1   

鲁迅小说《伤逝》关于婚姻观的文

学探索 (1/1) 

《长城》  ISSN1003—7802  CN13—1001/I  总
第191期 2011.01 1/1   

鲁迅小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种

形象 (1/1) 

《山花》  ISSN0559—7218  CN52—1008/I  
2011年第03期 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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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畲族传统与风情文化研究（重点课题） 09—10 浙江省社科联 重点
2009.06至

2009.11 1.3 1/4 是 著作；研究报告；论文

高职院校职业人文素质培养方法研究 fh08009 浙江省教育学分会 一般
2008.05至

2009.05 0.3 1/4 是 研究报告；论文

畲族“三月三”文化研究 LB200712 丽水市社科联 B类
2007.10至

2008.10 0.4 1/0 是 研究报告；论文

畲族民间心理文化研究 LC200919 丽水市社科联 C类
2009.10至

2010.05 0.3 1/7 是 研究报告；论文

畲族文化调查与少数民族政策研究 LB201006 丽水市社科联 B类
2010.06至

2011.06 0.4 1/5 是 研究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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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教育著作《寻访孔子足迹》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08.12 1/1 

古汉语著作《文言文字句阅读》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07.12 1/1 

畲族研究著作《畲族传统与风情文化》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10.12 1/1 

浙江省教育学分会规划课题《高职院校职业人文素质培养方

法研究》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优秀研究成果奖 三等 浙江省教育学分会 2010.08 1/1 

民族传统文化研究论文《畲族民间传统文化现状调查探微》 中国民族文化创新成果奖 一等 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会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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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建设 《应用文写作》编写 2008.01至2009.01 参与编写工作 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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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 中国当代艺术协会 协调学术交流；终身名誉主席 正常工作  

社会工作 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会 参与民族研究；研究员 正常工作  

社会工作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 参加企业经济研究；特邀研究员 正常工作  

法律服务 丽水市 法律咨询与服务 常年服务  

技术指导 
丽水市华泰纸箱厂；丽水市千思

装饰工程公司 政策研究；市场调查 常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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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