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申报人

1 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路径和工作机制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 郝翔

2 高校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研究 哈尔滨理工大学 陆岩

3 高校党组织严格党内生活常态化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姜德学

4 高校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覃红

5 网络评论规律与工作机制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周晔

6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齐冰

7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应培礼

8 大学生常见异常心理问题的类型与应对 山东财经大学 苏琪

9 制度匹配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泰山医学院 崔祥龙

10 健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评价机制研究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周国明

1 以共青团组织为基础平台的高校实践育人协同体系探索 北京大学 阮草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张言军

3 基于“易班”的高校教育资源整合机制研究 厦门大学 夏侯建兵

4 高校心理危机事件中保护性、危险性因素及预警机制构建 北京邮电大学 王建坤

5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学生学业支持路径的探析与实践 中国海洋大学 张欣泉

6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国际比较 浙江大学 代玉启

7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黑龙江大学 丁宏

8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路径与方法研究——以辅导员职业
能力考核评价为抓手

大连海事大学 董国松

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华侨大学 陈捷

10 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隋璐璐

11 新形势下新疆高校班级建设管理研究 新疆大学 刘洪波

12 网络公共事件中大学生群体意识的发生及其引导研究 长春工业大学 王晓珊

13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与日常生活的统一性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任志锋

14
基于沂蒙精神育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实践路径
研究

临沂大学 张光远

15 移动互联时代高校校园网络舆情预警引导机制的探索与研究 宁波大学 周青

16
情境领导理论视域下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模式创新研究——基
于粤港台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的比较

广州美术学院 詹捷慧

17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 于乐

18 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体系构建 曲阜师范大学 刘敏

19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的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李靖

20 反腐倡廉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成都理工大学 莫忧

21 医德教育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河南中医学院 张会萍

22 大学生与辅导员信任关系探究 吉林大学 白仲琪

23 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新疆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 余东

24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研究 绍兴文理学院 黄鹏红

25 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学生教育管理的方法和路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林立涛

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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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结果公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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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利用新媒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向仲敏

27 大学生在新型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习惯及引导策略研究 山东财经大学 张帆

28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及应对案例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周红霞

29 依法治校进程中的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杨林

30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研究 西华大学 张力

31 政治传播视角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 赵波

32
高职院校教学实践和技能训练中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以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郭泽忠

33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人格特征调查与人格塑造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杨晓英

34 大学生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华东交通大学 汪立夏

35 团体辅导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效果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 肖建伟

36 基于微信的学生综合管理系统的架构与实践 江苏师范大学 王友建

37 高校辅导员选拔、激励和发展机制创新研究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
学院

朱吉玉

38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曹威威

39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魏潾

40 基于网络环境：宗教渗透对大学生思想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 杨小霞

41
基于社交网络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及应对研
究

济南大学 朱德强

42 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黑龙江东方学院 蔡玉生

43 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创业就业中的思想引导研究 信阳师范学院 刘守义

44 建立健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体系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张小锋

45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协同性研究 宁波大学 李政

46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机制与培育路径研究 北方工业大学 田红芳

47 “红船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邹建良

48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视域下社会实践育人研究 江南大学 孔祥年

49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路径与方法 上海海洋大学 汪歙萍

50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路径研究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

朱美燕

51 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体验式教育模式研究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谷朝众

52 大学生网络评论规律及舆论引导研究 山东财经大学 聂培尧

53 高校实践育人的协同机制及实践路径研究 武汉大学 朱华

54 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变化特点及引导研究 河北联合大学 姚冰

55 大学生廉洁教育实效性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李宝国

5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黄河科技学院 何书彩

57 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精品项目培育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项建斌

58
依法治校过程中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的方
法路径研究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马雷

59
《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实施路径研究—
—基于上海市的实践与探索

复旦大学 尹冬梅

60 新媒体视阈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发展研究 吉林大学 肖文旭

6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研究 重庆文理学院 胡骄键

62 管理学原理方法在学生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齐鲁工业大学 任庆银

63 新建本科院校校园文化载体建设和实践研究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

吴月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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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流行音乐对青少年价值观养成之积极功能研究——以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视角

曲阜师范大学 姜振栋

65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路径和工作机制研究 信阳师范学院 岳宗德

66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测评指标研究 山东大学 王海宁

67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研究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李建

68 高职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力机制研究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万峰宇

69 残疾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的影响研究 滨州医学院 曲海英

70 大学生网络评论观点发现及思政教育工作机制研究 沈阳工业大学 于兆吉

71 网络评论有效生成与高效传播机制研究 重庆大学 肖铁岩

72 新常态下高校辅导员动员能力研究 长安大学 张骞文

73
完全学分制下辅导员和专业导师协同育人模式的构建与实证
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 许晓平

74 中国古代家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晓普

75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社会工作路径研究——基于“新青
年”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张书明

76 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创业就业中的思想引导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冯峰

77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哈尔滨理工大学 肖庆生

78 高校学生党建质量标准研究 广西大学 唐兴

79 新疆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研究 石河子大学 朱文

80 依托移动互联网创新大学生思想教育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 李丽鹏

81 高职学生职业素养与职业精神的培养研究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王东平

82
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养成研究——基于思想政治教
育模式创新的视阈

云南师范大学 张霞

83 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养成研究 山东政法学院 卢涛

84
中国梦语境下民办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
行研究

烟台南山学院 刘国强

1 高校优秀班集体形成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北京大学 郑清文

2
大学生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色定位和功能
实现

武汉大学 刘晓亮

3 以书院制管理模式优化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机制探究 华东师范大学 温旭

4 基于大数据处理技术的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建设问题研究 山东大学 何萌

5 当前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成因要素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齐尚晓

6 文科大学生创业教育“三段式、四驱动”模式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 肖秋生

7 美国高校学术指导在我国高校中应用的可行性研究 常州工学院 刘一鸣

8 微空间的生态治理与价值引领 重庆大学 赵楠

9
大学生党员自我成长路径实证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和中
央财经大学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 郭智芳

10 高校辅导员职业终身化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湖南理工学院 徐丹

11 微信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冲击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湘潭大学 黎益君

12 互联网思维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应用
河北联合大学冀唐
学院

魏勃

13 大学生基层党组织“五微一体”的党员教育模式研究 西南大学 金绍荣

14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交网络的人文生态治理研究 渤海大学 王璐

辅导员骨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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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校园治理视角下大学生自主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韩磊

16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中的叙事问题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 佴康

17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社会实践育人体系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杨化

18 实践育人机制下辅导员角色定位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刘琛

19 高校学生干部工作倦怠的自我调适与链式培养体系研究 西安理工大学 张治国

20
辅导员防范和抵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向大学生渗透工作现状调
查及对策研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何照清

21
微媒视域下地方优秀文化基因的开发利用与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策略研究

湖南工学院 曾喜云

22 高校网络“微文化”系统的构建与德育功能开发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东阳

23 教育福利视角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研究 天津科技大学 程治强

24 公祭仪式内化于大学生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培育机制研究 华东交通大学 刘波

25 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及对策研究 常熟理工学院 闫飞

26 大学生网络社群公民道德共识构建研究 邵阳学院 申双花

27
基于《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的骨干辅导
员培训课程研究

复旦大学 钟妮

2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青年学生立志、立德、立功的实施路
径研究

贵州大学 刘丽莉

29 建设高校学习型寝室研究 武汉工商学院 王龙

30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定制化”机制研究 徐州工程学院 宋思运

31 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模式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陈永华

32
高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式研究——基于辅导员的视
角

中国人民大学 丁莉婷

33 大学生思想动态监测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广东医学院 黄晓丽

34
地方高校优秀辅导员成长规律与培育机制研究——以100名
浙江省优秀辅导员获得者为例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

吴新林

35 大学生核心创业能力及培养机制研究——以X地区为例 山东大学 高弟

3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系列工作坊研究 大连大学 马速

37 大学生责任感模型构建及培育路径研究 河海大学 鲁扬

38 西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影响的途径与对策研究 滨州医学院 胡玉宁

39 WEB3.0环境下一线大学生辅导员网络思政工作方法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孟宪博

40 大学生志愿助残服务常态化机制研究
南京特殊教育职业
技术学院

李鹏

41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德育模式变革路径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 王琼

42 高校学生党建质量标准探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孙开帆

43 大数据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 何莉

44 大学生志愿服务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赵建立

45 依托行业协会建立校企实践育人协同体系的探索 北京化工大学 曹辉

46 SIYB与KAB比较研究及其对高校创业教育的启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亚宾

47 高校辅导员职业伦理失范成因分析与职业伦理精神的培养 湖南城市学院 冷红

48 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高校社区育人工作的实践探索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赵冰

49 基于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网络辅导员构建模式研究 郑州大学 赵昕

50
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特色项目培育建设研究——以高校学生党
支部组织生活的有效性为例

复旦大学 黄芳

51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西藏高校公寓文化建设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 杨红昌

52 新媒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接受性研究 浙江万里学院 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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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大学生在手机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习惯及引导策略研究——以
石家庄高校大学生为例

河北师范大学 边宇璇

54 高校德育视野下大学生网络社团生存状况及发展策略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周艳华

55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理工科大学生适应力提升工程实践体系
（模型）建立

天津大学 王颖

56 民族团结教育在武陵地区高等院校实施的新途径研究 湖北民族学院 李御娇

57
民办高校预防大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以西安地区为
例

西安外事学院 张敏

58 三艺育人——高职院校班级文化建设探索与实践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
学院

孙克亮

59 高校危机事件中辅导员的情绪管理研究 广州美术学院 伍慷

60 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预防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郭庆童

61 以科技型社团为依托的职业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徐晓

62 基于社会热点的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路径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杨雪岩

63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湖南工学院 刘斌

64
创新人才培养视角下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评价及提升路径研
究

重庆工商大学 郝颖

65
高校青年思政教师政治观与大学生政治认同相关性研究——
来自广州大学城10所高校调查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林淑贤

66 微时代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提升研究——以江苏高校为例 中国矿业大学 李琳

67 南疆高校大学生日常思政工作研究 喀什师范学院
热依汗古丽·阿

巴拜克日

68 高校学生住宿管理模式研究 新疆农业大学 范宏民

69 大学生“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的有效方式 辽宁大学 王铁英

70
高校“网络文化工作室”的运营模式分析研究——以易班为
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苏畅

71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俗化方式研究 石家庄学院 任靖宇

72 大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上海理工大学 张帆

73
高校本科低年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研究——基于辅导员工作
视角的法律通识课程案例设计

浙江大学 杨亮

7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宋红丽

75 高校实践育人制度化科学化常态化机制研究 天津科技大学 林琳

76 社交媒体背景下的高校榜样形象传播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 张璐

77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的内涵、特点与培育机制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 冯一秦

78 现代性视域下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实证研究与对策分析 温州医科大学 刘园园

79
学生家庭教育因素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作用的机制研
究——基于教育一致性原则

中国药科大学 黄少勇

80 当前高校多元化资助体系下贫困生的人格教育研究 江苏理工学院 李琳

81 研究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室建设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李涛

82 学习型组织视角下高校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东北电力大学 袁丽峰

83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路径实证研究——基于学习共同体
理论

绥化学院 梁广东

84 基于知识管理视域下的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朱建飞

85 基于网络社交平台的高校网络舆论热点提取与分析研究 天津大学 赵义

86 大学生成长剧场——教育戏剧思政工作坊模式探索 上海戏剧学院 李冬梅

87 协同视角下学风建设与学生党建互动机制研究 广东财经大学 张自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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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暨南大学 文李黠

89
艺术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研究——基于新
媒介视阈

浙江传媒学院 戴红梅

90
大学生科技创新先进典型人物挖掘、孵化模式创新及实践探
索

安徽理工大学 任少伟

91 高校大学生先进典型培育宣传机制实践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 王茹

92 高校治理视域下的学生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 长安大学 赵剑鹏

93 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上的行为习惯及引导策略研究 浙江外国语学院 陈澄

94
以需求差异为导向的“易班”学生用户网络行为分析与引导
路径探究

福建中医药大学 易耀森

95
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影响因素与途径研
究

齐鲁工业大学 李月娥

96 大宣传格局视角下高校突发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陈华栋

97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不良消费观念与行为调查研究——以网购
和网贷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何广材

98 高校辅导员实践智慧的成长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孙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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