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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2019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
研究计划立项课题名单的通知

各市（州）团委，省直团工委、省国资委团工委、长白山管委

会团工委、一汽集团公司团委，团梅河口市委、团公主岭市委，

各高校科研处、团委，各研究机构：

经专家评审，现就 2019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

立项课题名单公布如下。

类型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重点课题

2019jqy-z1
青年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

问题研究
陈 鹏 吉林大学

2019jqy-z2

新时代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长效机制建设理论与

实践研究

门瑞雪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19jqy-z3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治理

体系研究
王 勇 吉林大学

2019jqy-z4
新时代非公企业团组织建设

的创新与发展
郑 磊 吉林省团校

2019jqy-z5
吉林省青年电商助力脱贫攻

坚路径研究
顾晓琳 长春光华学院

重大理论

问题研究

2019jqy-001
群团改革背景下青年群众工

作机制及创新模式研究
吕 敏 吉林财经大学

2019jqy-00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

的重要思想理论研究
高 洋 吉林省团校

2019jqy-003
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教育

理论发展与创新研究
王 鑫 吉林师范大学

2019jqy-004
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与创新

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韩雪梅 吉林省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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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共青团

重点工作

研究

2019jqy-005
结合学校体育创新高校共青

团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
赵 扬 吉林大学

2019jqy-006
中学共青团工作改革创新研

究——“1247”模式探索
侯岩峰

东北师大附中

明珠学校

2019jqy-007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高校

共青团工作研究
陈 超 吉林财经大学

2019jqy-008
新时期高职院校共青团“成

长成才”育人机制研究
龚润华

吉林工程职业

学院

2019jqy-009

团的基层组织建设与团员发

展问题研究：基于对“团青

不分”现象的分析

高 岩 吉林省团校

青少年

发展研究

2019jqy-010
“校园贷”风险防范中折射

的青少年权益维护问题研究
赵 静 长春工程学院

2019jqy-011
乡村振兴视角下吉林省农村

电商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王 昆 长春光华学院

2019jqy-012

“一带一路”背景下吉林省

高校青年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研究

于 博 吉林师范大学

2019jqy-01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

青年电商发展研究
赵丽红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2019jqy-014

“数字吉林”背景下青年返

乡创业助力农村电商发展路

径研究

郭艳莹 长春光华学院

2019jqy-015
青少年宗教信仰现状与问题

研究
林媛媛 吉林大学

2019jqy-016

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体系研

究——以吉林省土木类专业

大学生为例

宋春雨
吉林建筑科技

学院

2019jqy-017

基于社会认知职业生涯理论

视角贫困大学生就业指导路

径及干预研究

王 丹 吉林师范大学

2019jqy-018
三全育人视域下的新时代大

学生就业指导路径研究
刘 昀 长春师范大学

2019jqy-019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就

业指导路径研究
李晓程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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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青少年

发展研究

2019jqy-020
基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大学生就业指导路径研究
孙杉杉 吉林化工学院

2019jqy-021
大学生就业教育的探索研究

——以吉林省日语专业为例
王 越 长春师范大学

2019jqy-022 大学生就业指导路径研究 周甡喆 吉林农业大学

2019jqy-023
地方高校大学生自我认知力

对就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佟 玲 长春师范大学

2019jqy-024

“互联网+”环境下共青团服

务青年创业研究——以吉林

省长春市为例

武欣楚
中共吉林省委

党校

2019jqy-025
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课堂融合研究
冯桂梅 吉林医药学院

2019jqy-026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毕业生

返乡就业创业问题研究
韩 立 长春师范大学

青少年

工作研究

2019jqy-027

新时代背景下基层团组织在

“乡村振兴”战略中工作机

制研究

许博文 长春师范大学

2019jqy-028
高校团组织新媒体平台建设

研究
骆旷达 吉林大学

2019jqy-029
民办高校共青团新媒体

平台的德育功能研究
贾 烊

长春大学旅游

学院

2019jqy-030
民办高校培养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者路经研究
关 巍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2019jqy-031
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路径研究
张 杰 吉林师范大学

2019jqy-032
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路径研究
曲畅竹 吉林大学

2019jqy-033
红色资源在高校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中的运用研究
王 旭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2019jqy-034
迭代创新：地方红色资源与

高校“青马”培养结合研究
籍卓佳 吉林师范大学

2019jqy-035
新时代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路径研究
于彦民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2019jqy-036
社会工作对青春期孤儿的

职业化服务研究
何金玲

吉林省孤儿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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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青少年

工作研究

2019jqy-037
新时代吉林省志愿服务双向

供需平台建设研究
谢雨池 吉林化工学院

2019jqy-038
师范院校特殊教育志愿服务

实践育人模式研究
左 宁 长春师范大学

2019jqy-039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者扶贫助

学存在问题及路径优化研究
沈洪艳

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信息学院

2019jqy-040

志愿服务对吉林省高校“励

志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影响

与培育途径研究

赵瑞杰 长春师范大学

2019jqy-041

高等教育大众化环境下“网

络亚文化”对当代高校学生

家国情怀养成的影响及对策

研究

齐 乐 长春工程学院

2019jqy-042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志愿服务

平台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

承作用研究

徐晓霞
吉林建筑科技

学院

2019jqy-043 青年志愿服务创新路径研究 刘文斌 延边大学

2019jqy-044 青年志愿服务创新路径研究 寇雅楠
东北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

2019jqy-045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创新的模式与途径研究
郝丽丹

长春工业大学

人文信息学院

2019jqy-046
吉林省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治理创新模式与途径研究
付艳丽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2019jqy-047
以红色文化涵养大学生家国

情怀的时代价值及路径探究
吴 越 吉林师范大学

2019jqy-048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以五

四精神涵养新时代大学生家

国情怀的实践研究

高竞男 吉林化工学院

2019jqy-049

“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当代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家国情怀

养成教育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张 晔 长春工程学院

2019jqy-050
新时代吉林省高校大学生

家国情怀培育路径研究
董志遥 吉林师范大学

2019jqy-051

高等教育大众化环境下当代

高校学生家国情怀养成问题

研究

吕金泽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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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青少年

工作研究

2019jqy-052
高校学生面向基层就业对家

国情怀养成的作用研究
许丽娜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2019jqy-053
新时代吉林省少先队大队辅

导员教育培训模式创新研究
郝文丽 吉林省团校

2019jqy-054
网络新媒体背景下的青年思

想政治引导工作研究
马荣陆 吉林师范大学

2019jqy-055
发展音乐剧社团对青少年美

育工作的创新模式研究
于 淼 长春大学

2019jqy-056
青年网络趣缘群体行为引导

策略研究
范士龙 吉林师范大学

2019jqy-057
青少年成长型思维模式培养

路径研究
尚亚丽 长春师范大学

2019jqy-058
思政育人视域下大学生社团

建设路径研究
邱 敏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2019jqy-059
网络文学中的青年亚文化及

其主流化转向研究
王晓楠 吉林师范大学

2019jqy-060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视域下高

等中医药院校第二课堂育人

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黄海鹏 长春中医药大学

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

2019 年 6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