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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拟立项项目名单 

 

一、重点资助项目（15 项） 

立项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负责人 单位名称 

18SZA-01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思想指导下的大学

生生涯教育研究  
陈岩松 
王渤 南京理工大学 

18SZA-02 “互联网+”时代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模

式创新研究  
居学明 
花瑞锋 扬州大学 

18SZA-03 应用型本科院校新生思想特点和成长

规律研究  徐新华 盐城工学院 

18SZA-0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案例研究——基于江苏联合

职业技术学院 95 家分院、办学点的调

研 

郭偌伶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18SZA-05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徐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SZA-06 高校学生辅导员职业成长及保障机制

研究  
费小平 
徐畅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18SZA-07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卫生类高职院

人文素质教育体系建构研究  张红萍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

院 

18SZA-08 领头雁计划——辅导员培养工程建设

的探索与实践  
盛波 
谢建平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

院 

18SZA-09 多样化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行为影

响现状与对策研究   王荣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18SZA-10 “互联网+”背景下红色文化融入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张忠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

院 

18SZA-11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成长体验

训练研究 
王亚萍 
赵晓川 江苏理工学院 

18SZA-12 师生共同体：建构良好师生关系新模

式  黄步军 南京工业大学 

18SZA-13 新时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

改革探索及实践 魏晓锋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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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资助项目（45 项） 

序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负责人 单位名称 

18SZB-01 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法治素养培

育与提升研究 钱长锋 盐城工学院 

18SZB-02 
艺术类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机制实

践研究——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

学院为例 
张继玉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18SZB-03 多样化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价值取向和

言行方式的影响研究 雒新艳 河海大学 

18SZB-04 法治中国视阈下高校突发事件应对策

略研究 
李印 
布丹丹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

院 

18SZB-05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规范

化制度建设研究  林祖华 扬州大学 

18SZB-06 改革开放伟大成就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体系研究  胡欣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07 高校新时代师道及其育人机制研究  姜强强 淮阴师范学院 

18SZB-08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本科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实践路径研究  王磊 南京师范大学 

18SZB-09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资源建设研

究——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资源开

发及混合式学习的应用 
王士恒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10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研

究  张静 东南大学 

18SZB-11 “三全”协同育人模式下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机制创新研究 杨智勇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18SZB-1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研究——基于苏州大学课程实践化教

学模式探索 
许冠亭 苏州大学 

18SZB-1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推进

机制研究  李晓娟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14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院校校园文

化建设融合研究  梁惠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1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立体化教学资

源建设研究  黄骏 南京大学 

18SZA-14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高校“形势与政策”

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贾学军 
李生峰 南京晓庄学院 

18SZA-15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建

设研究  金爱国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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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ZB-16 “智贤微世界”与学生思政工作同频

共振的社会影响力及常态化研究  匡亚茹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18SZB-17 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职

业发展的保障机制研究  
金雷 
刘莉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18SZB-18 南京本土教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的运用研究  徐成 南京财经大学 

18SZB-19 思政教育融合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指

导研究  
耿巍 
张毓秋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20 网络直播平台泛娱乐化对高职类学生

思想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  
冷育荣 
徐绕山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21 “大思政”背景下的公共艺术课程改

革研究  
唐劲松 
钱艳芬 南通职业大学 

18SZB-2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推进

机制研究——以三江学院“十大”育

人体系实施方案为例 
余雪冰 三江学院 

18SZB-23 高职院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培养路径研

究  贾虹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24 大学生双创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

合路径研究  
张国良 
姚金凤 苏州市职业大学 

18SZB-25 “全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与

实效同频发展研究  杨仲迎 江苏师范大学 

18SZB-26 
新时代地方文化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以江苏扬州为

例  

仓明 
陆亚玲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SZB-27 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生需求研

究 陈思蒙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

院 

18SZB-28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研究——基于常州大学城 6 所大学的

调研 
赵蕾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29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研究——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例  

刘素梅 
韩立云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8SZB-30 “常州三杰”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

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  徐小美 江苏理工学院 

18SZB-31 卫生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

人”推进机制研究   王家兵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

院 

18SZB-32 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保障机制

研究  
李洪波 
李宏刚 江苏大学 

18SZB-33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创新研究——基于江苏高校学生思想

动态的调查 

冯莹 
胡芳芳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34 基于传统文化审美体验的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 陈君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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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ZB-35 思政教育融合视角下的旅游类专业学

生职业成长路径研究  汪亮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18SZB-36 基于“互联网+”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

设与职业成长机制探索  贲智勤 南通大学  

18SZB-37 高校“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体系及其协同育人机制建构研究  蔡瑶 江南大学 

18SZB-38 改革开放成就视角下的新时代高职院

大学生获得感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章彬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39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视域下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接受机制研究  
杨旭娇 
贾迅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40 构建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教育机制研究  杨呈胜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SZB-41 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

述研究  王卫兵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4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现状与

案例研究  崔宏利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18SZB-43 高校德育工作中和谐师生关系构建路

径研究 张波 无锡太湖学院 

18SZB-44 戏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  
承剑芬 
崔安芳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8SZB-45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协同机

制研究  乔以明 盐城师范学院 

三、立项不资助项目（70 项） 

序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负责人 单位名称 

18SZC-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方法研究  
李志江 
卞浩瑄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ZC-02 新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张文海 盐城工学院 

18SZC-03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功能

实现路径研究  顾建春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04 社会思潮网络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应对策略研究  郑海燕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05 “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创新研究  梁庆婷 中国矿业大学 

18SZC-06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传统文

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张玲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07 “故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研究——
以“概论”课程为例  

桑雷 
于兴艳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08 农牧高职院校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研究  
张彩虹 
吴加权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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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ZC-09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个性

化服务研究  
康建军 
王红星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10 基于SWOT分析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网络教学优化策略研究  董海龙 盐城工学院 

18SZC-11 基于 OBE 理念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  
范冬云 
刘智芳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

院 

18SZC-12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交互式思政教

育模式创新研究  高健 南京林业大学 

18SZC-13 服务创新人才培养的江苏高校实践育

人共同体构建研究  何学建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

学院 

18SZC-14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

日常生活研究  赵霞 南通大学  

18SZC-15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推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
作研究  

何茂昌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16 高校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三进”工作路径探究  钱晓蓉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17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全”协同育人

机制的案例研究  陈飞 盐城师范学院 

18SZC-18 高职院校推进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三

进”工作机制研究研究  李覲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19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影响力研究

——基于年度影响力人物的事迹文本  黄绍华 南京农业大学 

18SZC-20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操

作路径的研究  张虹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18SZC-21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与引

导研究  黄婷婷 南京邮电大学 

18SZC-22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视阈下的大学德育

途径研究  盛杨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23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交往的有效

性研究  刘朝武 淮阴工学院 

18SZC-24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规范

化建设策略与路径研究  贾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18SZC-25 高校“国防教育”课规范化建设研究  陶娟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26 差序格局理性化支配下大学生价值观

研究  曹琳琳 常州大学 

18SZC-27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亲和

力研究 ——基于“徐川思政工作法”

的启示与借鉴  
张广川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28 基于独立学院的“课程思政”实践研

究——以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为例  
陈琳琳 
马益昌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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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ZC-29 基于蓝墨云班课平台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研究  蔡坚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30 基于陶文化和隐性德育场视角的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  张祖华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31 新时代高职学生就业观现状分析与对

策研究  王亚芳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32 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中融入流行文

化的方法与路径研究  
潘亚兰 
郑毅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33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苏中洋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34 农业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路径研究  
郭海红 
杨春梅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35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有效融合研究  仲泓宇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

院 

18SZC-36 
高校书法公选课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以南京江宁大学城高校

为例  

王正昱 
邹文荣 金陵科技学院 

18SZC-37 “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社会实践能

力提升路径研究  朱新文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38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高校意识形态和宣

传思想工作研究  
李红亮 
李军 南京理工大学 

18SZC-39 “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

径创新研究  许小军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

技学院 

18SZC-40 基于心理资本论视角下的高校辅导员

职业倦怠风险预警研究 
刘璐 
孙思浚 南京医科大学 

18SZC-41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高职学生创业心

理资本研究  
刘爱春 
徐晓静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18SZC-42 “课程思政”环境下辅导员队伍专业

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韦小双 
张健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43 红色文化在培育践行当代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应用研究  潘小宇 南京晓庄学院 

18SZC-44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党建工作创新模式

研究  刘强 苏州科技大学 

18SZC-45 
“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研究——以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易班”建设为例  
王从容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46 “互联网+”时代高职思想政治课实践

教学创新研究  朱建 南通职业大学 

18SZC-47 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参与“课程思政”

路径研究  张艳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48 “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提升路径研究  邓姗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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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ZC-49 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自信逻辑互动视

域下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路径研究  胡冰 徐州医科大学 

18SZC-5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融合路径探究  蒋艳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51 扬州地区红色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  卜春艳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52 立德树人视阈下高校学生精准资助的

内涵及策略研究  陈艾芳 南京林业大学 

18SZC-53 
生态学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

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合机制

研究  
李娜 河海大学 

18SZC-54 新时代大学生课外阅读与思想政治教

育融合研究  
赵玉玲 
鲁伟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55 基于项目导向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规范化系统化长效机制研究  陈习知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56 以体育运动为载体的大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研究 东明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18SZC-57 生命教育视域下的“四导四生”教育

体系研究  董志鸿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58 
体育活动在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作用研究——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

学院为例  

黎明 
薛春柏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59 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  王敏 宿迁学院 

18SZC-60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

式创新研究 袁媛 南京晓庄学院 

18SZC-61 
高职院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案例与实践

教学研究 
张继宏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18SZC-62 生源多样化特征下高职院校学生工作

精细化管理体系研究  杜昊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

术学院 

18SZC-63 习近平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思想

研究      吴宝海 河海大学 

18SZC-64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规范

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郭杨子 
王昌福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

院 

18SZC-65 改革开放地方实践融入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以常州为例  张永林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18SZC-66 医药类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融入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祝鸿 
项莹 中国药科大学 

18SZC-6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课程实践研究——以《古村落文

化融入生态文明教育》课研究  
张红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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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ZC-68 多样化社会思潮背景下高职学生思想

行为引导策略研究 何晓岩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18SZC-69 交往理论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路径创新研究  
孙国锋 
曹婷 南京审计大学 

18SZC-70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构建与

创新研究  
张志祥 
王茜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