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王显芳 北京师范大学

2 优秀校园网络文化作品生产引导机制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吴昊 重庆大学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信息失真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郑爱龙 滁州学院

4 基于大学生行为数据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任昊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5 基于课程思政的高校专业课程协同育人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朱丽颖 东北大学

6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体系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曹晓飞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7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关键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田歧瑞 河南师范大学

8 大数据时代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与干预机制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李俊芝 河南中医药大学

9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彭斌 衡阳师范学院

10 基于潜在剖面模型的大学生心理危机筛查机制和精准干预的追踪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苏斌原 华南师范大学

11 新时代高校文化安全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史炳军 江苏警官学院

12 新时代蒙古族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吴玉红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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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时代革命文化的育人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欧阳秀敏 三明学院

14 高校资助育人长效机制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胡艳丽 上海交通大学

15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彭宗祥 上海理工大学

16 运用大数据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郭超 皖南医学院

17 新时代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内涵及落实机制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楚龙强 武汉大学

18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内涵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刘毓航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19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融通路径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侯旭平 长沙学院

20 青年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现状分析及纠偏路径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潘红霞 浙江传媒学院

21 基于学生“千日成长”的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体系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张鹏超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22 新时代高校资助育人成效评价体系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焦中宁 安徽大学

23 社会工作视阈下新时代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的路径探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许俊杰 安庆师范大学

24 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仪式育人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乔凯 蚌埠医学院

25
媒体融合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政平台共建共享创新机制研究——以北京
高校为例

辅导员骨干专项 祁雪晶 北京师范大学

26 高校辅导员工作-非工作边界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及其提升策略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杨槐 成都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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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内生动力理论视域下高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刘友洪 重庆文理学院

28 自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文化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归因与重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钟凤宏 大连医科大学

29 提升大学生获得感的辅导员教育工作路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樊琳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30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协同培育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吉喆 东北师范大学

31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研究生就业形态及思想演变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郝艳萍 东华大学

32 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的构建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邹艳辉 福建工程学院

33 中国共产党人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陈苏珍 福建师范大学

34 大数据视域下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演化规律及校际协同应对策略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文鸿莹 福州大学

35 新工科高校体验式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刁衍斌 广东工业大学

36 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生成机制及教育引导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旷晓霞 广西师范学院

37 重点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与方法创新案例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曹文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38 新时代高校校友会育人功能及其发挥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魏小坤 哈尔滨工业大学

39 专业化视阈下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亲和力提升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杨剑锐 哈尔滨理工大学

40 “后真相”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吴楠 华侨大学

第 3 页，共 6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请人 学校名称

41 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吴兆文 淮南师范学院

42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赵曙光 淮阴工学院

43
新时代社会责任视阈下高校“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思想政治教育模
式创新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张振宇 济南大学

44 从高厌恶敏感性到强迫症：神经机制、调节因素及预防干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曾庆 暨南大学

45 新时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吴晨 江苏师范大学

46 新时代大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研究——以兰州大学为例 辅导员骨干专项 李鹏君 兰州大学

47 大思政格局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廖梦雅 丽水学院

48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丁瑞兆 临沂大学

49 师范院校贫困生“特岗教师”培养机制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辅导员骨干专项 高艳姣 六盘水师范学院

50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网上思想文化阵地边界问题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王长伟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 新时代大学生使命教育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潘麒羽 南开大学

52 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精准资助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李欣欣 内蒙古工业大学

5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开发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王雪 山东师范大学

54 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新时代大学生网络话语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徐炜炜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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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互联网时代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传播与沟通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王凤仙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56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亲和力及提升路径
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张平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7 新时代新疆高校安全稳定长效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郭长帅 石河子大学

5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樊新华 四川理工学院

59 高校辅导员抗逆力提升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樊艳丽 太原科技大学

60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及优化机制
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陈显捷 泰山学院

61 新时代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构建及实现路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曲玲 天津城建大学

6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智库建设路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刘阳 天津科技大学

63 文化自信视阈下大学生革命文化认同培育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谢群 天津科技大学

64 新媒体对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朱杰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5 高校研究生党支部建设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马佳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6 基于新媒体平台的优秀校园网络文化作品创作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赵明锴 新乡医学院

67 基于自我效能感理论的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培养模式实践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杨健民 燕山大学

68 智能学工：人工智能环境下高校学生工作的转型创新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吴玲玲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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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红船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李安 浙江万里学院

70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体系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申晓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71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平台建设的实践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包文杰 中国民航大学

72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刘亚楠 中国农业大学

73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构成要素与培育认同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汪平 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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