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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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松华 性别 男 申报资格 教授 申报类型 正常申报 

出生年月 19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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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2 2002.12 

原专业技术资格 中专高级讲师 

资格

取得

时间 1994.12

职务

聘任

时间 1994.12 

 

最高学历(起止时 

间何校何专业) 本科  1977.03--1979.07  浙江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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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分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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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2011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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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07-1977.02 景宁澄照乡东畔村插队 务农、记帐员、保管员  

1977.03-1979.07 浙江师范大学 读书  

1979.08-2000.11 浙江林校 教书、讲师、高级讲师 担任过学校总务副主任、学校工会常务副

主席、阳林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2000.12-2013.06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担任过人文系主任、人文分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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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09-1987.07 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蒋风、张先亮 360 毕业 

2000.01-2001.06 研究生主干课程研修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徐辉 240 
6门成绩均合格

2003.12-2013.12 2003年浙江省第三期职成教管理干部短期

赴港进修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杨国强 36 结业 

2008.09-2010.05 民俗文化访学 浙江师范大学 陈华文 360 结业 

2010.07-2010.07 文秘专业骨干教师培训 教育部高职高专文秘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杨群欢 18 成绩优秀

2010.07-2010.08 赴日本学习考察民俗文化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尚徐光 36 成果丰硕

2012.03-2012.04 2012年丽水市第一期领导干部进修一班学

习 中共丽水市委党校 胡侠 120 毕业 

2011.07-2012.08 
公文规范审核指导、企业文化营造等工作、担任丽水

市阳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副总 
浙江艾莱依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行政部/丽水市

阳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沈培富、廖广渊 1800 业绩突出

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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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09-1982.07 班主任工作 森保307班 40人 优秀班主任 

经 

 

 

 

 

 

历 

 

1994.09-2013.05 指导青年教师 吴积雷、刘秀峰、孙瑾、胡红霞等 10人 这些老师都成了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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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与口才 
财会0706、0707、音乐0706 

120 全部内容 96 A 

2009/2010 古汉字与传统文化、应用文写作、中国饮食文化
旅游0910、0911、旅行社

0907、公选课  298 全部内容 126 A 

2010/2011 古汉字与传统文化、应用文写作、古汉字与饮食文化 
旅游1012、1013、旅行社

1008、公选课  330 全部内容 236 A 

2011/2012 古汉字与传统文化、古汉字与饮食文化
文秘1119、1120、1121、

公选课  220 全部内容 166 A 

2012/2013 
古汉字与旅游、演讲与口才、古汉字与传统文化、应用文写

作等 

旅游1114、1115、1116、1205汽车1001建工1207

建装1214园艺1110、公选课  445 全部内容 372 A 
      1.2005.07-至今担任人文分院院长，主管分院教学行政管理工作，负责分院管理制度的建设、专业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学计划的制定落实、实训室建设、实训基地建设、教学团队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及分院财务审批等管理工作。 

    2.从事《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古汉字与传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等课程教学，课时量饱满。 

    3.从事分院文秘、旅游等专业参加省内外高职高专院校职业技能大赛的演讲、书法、文案、礼仪等技能的辅导工作，比赛成绩突出。 

    4.从事分院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积极带头进行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完成大小课题十几个，出版专著两部，另外三部专著也将出版，发表论文二十多篇。 

    5.任学院“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带领40来位教师从事民俗文化，尤其是地方民俗文化的研究，影响逐渐显现。 

    6.作为丽水市政协常委，民盟丽水市委委员，参政议政也是本职工作之一，至今已经写了30多个提案和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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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汉字原生态文化解读》 (1/1)

代表作 
原子能出版社  ISBN978-7-5022-5183-3   2011.03 1/1   

《畲族饮食文化》 (1/1)代表作 学苑出版社  ISBN978-75077-3702-8   2010.12 1/1   

《畲族饮茶礼俗探究》 (1/1) 社会科学战线  ISSN0257-0246  总第197期 2011.11 1/1   

《饮食企业营销策略探析》 (1/1) 
中国市场  ISSN1005-6432 CN11-3358/F  总第

624期 2011.03 1/1
人大复印《企业家信息》全文转载

ISSN1005-443X  CN11-4360/F  

《畲族饮食道德文化元素探析》 

(1/1) 

前沿  ISSN1009-8267  CN15-1142/C  总第284

期 2011.06 1/1   

《浙江景宁畲族饮食文化旅游开发

构想》 (1/1)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ISSN1001-5035  总第168期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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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畲族饮食文化的变迁及社会经济效益研究 08WHZTO19Z 
2008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浙江

文化研究工程”立项课题 

2008.08至

2010.12 2+1 1/6 是 专著、论文

现代应用文写作 ZJG2009301 
2009年浙江省“十一五”重点教材建

设项目 “十一五”重点教材建设项目

2009.07至

2010.09 2+2 1/4 是 教材 

激活公选课传统文化因子 浓厚大学生人文素养氛围 SCG383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教育科学

规划2011年度研究课题 

2011.01至

2011.12 0.5+1.5 1/7 是 系列教材、论文

景宁畲族饮食习俗研究 LB200930 
丽水市2009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2009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2010.01至

2010.12 0.4 1/2 是 论文 

打造畲族饮食文化品牌 促进瓯江文化品牌建设 LB201033 
丽水市2010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2010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2011.01至

2011.12 0.4 1/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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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畲族饮食文化》（专著） 
奖励 丽水市2009-2010年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11.12 1/1 

《古汉字原生态文化解读》（专著） 
奖励 丽水市2010-2011年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12.12 1/1 

《现代应用文写作》（教材） 
奖励 2012年全国商务秘书专业委员会教

学成果评比一等奖 
全国商务秘书专业委员会 2012.04 1/4 

2011年浙江省高职院校秘书职业技能大赛指导老师 
育人 2011年浙江省高职院校秘书职业技

能大赛团体一等奖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

员会 2011.10 1/2 

2011年移动飞信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秘书职业技能

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育人 2011年第三届全国高职院校秘书职业技能

大赛团体一等奖、“优秀指导老师” 

教育部高职高专文秘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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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训室建设 浙江省高职示范院校建设——旅游实训中心建设 2009.11至2011.08 项目负责人 2011年被授予示范院校

专业建设 
浙江省高职高专特色专业建设——文秘专业建设方
案 

2009.11至2011.06 项目负责人 
2011年被评为浙江省高

职高专特色专业 

课程建设 《应用文写作》教材编写及其精品课程建设 2005.09至2008.09 主编（主持人） 
《现代应用文写作》为省“十

一五”重点教材建设项目

课程建设 《高职实用语文》教材编写及其精品课程建设 2008.02至2008.08 主编（主持人）  

实训基地建设 
负责人文分院文秘专业联系丽水市档案局实训基地

建设 
2006.03至2013.08 负责联系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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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研发与攻关 丽水市社科联 
研究编写《丽水•瓯江文化丛书》，本人承担《处州饮食研究》
的撰写任务 

已经完成20万字的

书稿撰写任务 

2012年丽水市社科联重

点委托课题 

项目研发与攻关 丽水东西岩旅游开发公司 
从事东西岩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本人承担“畲族特色饮食”的文化研究与开发任务，

同时参与“畲族历史”“畲族风俗”“畲族文学”“畲族宗教”等文化的研究和探讨。 

研究成果《风情东西》通过验收

并被东西岩旅游景区采用 

《风情东西》获2007-2008年度丽水

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技术指导与服务 丽水市旅游局 
给丽水市2011年度导游员年审第三、四期培训班培训，承担《古

汉字与丽水旅游文化》的讲授。 

受到市旅游局和学

员的好评  

成果推广与转化 景宁畲族自治县 
专著《畲族饮食文化》的出版发行填补了畲族文化研究的空白，对宣传畲族文化、挖掘整理畲族饮食文化作出

积极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畲族饮食产品的开发、包装、营销和旅游文化开发。 

成果受到景宁县政府、景宁民宗

局、景宁供销社等部门的肯定，

并被采用。  

学术职务 
教育部高职高专文秘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兼任浙江省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协作委员会委员 成效良好 兼任文秘技能大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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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