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 
课题结项公示 

 

经评审会评审，现将 2017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

计划结项课题予以公示（具体名单附后）。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22日至 1月 26 日。对评选结果若有异议，请书面向

团省委反映，届时请注明本人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邮

编和电话，以便联系。凡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

受理。 

    受理电话：0431-85801318 

 

    附件：2017年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结项课题名单 

 

 

 

 

                             共青团吉林省委 

                                 2018 年 1月 22 日 

  



附件 

2017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 
结项课题名单 

 
序号 负责人 工作单位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1 徐晓辉 长春师范大学 2017jqy-01 
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质量提升

策略研究 

2 山世亮 吉林大学 2017jqy-02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实施路径研究 

3 彭雨石 吉林农业大学 2017jqy-03 
吉林省高等院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模

式与路径研究——以吉林农业大学为例 

4 李东生 吉林大学 2017jqy-04 
吉林省高校理论学习社团对培养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的促进作用研究 

5 孙永国 北华大学 2017jqy-05 
高校共青团改革视野下“青马工程”培养模式

创新研究 

6 邵 捷 长春工业大学 2017jqy-06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实施路径研究 

7 李忠双 吉林省团校 2017jqy-07 吉林省高校实施“青马工程”问题与对策研究 

8 吴红蕾 
吉林司法警官 

职业学院 
2017jqy-09 新媒体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9 罗继岩 吉林建筑大学 2017jqy-10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研究 

10 史慕华 吉林大学 2017jqy-11 
多元文化背景下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面临问题及对策分析 

11 张 鹏 北华大学 2017jqy-12 
微时代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现

状及对策研究——以吉林市 8所高校为例 

12 张长亮 吉林大学 2017jqy-13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网络社群信息行为影响

因素研究 

13 安桂颍 吉林师范大学 2017jqy-14 校园两微一端与青年思政教育融合研究 

14 杨柏松 长春师范大学 2017jqy-15 
吉林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信仰状况调查及

信仰教育研究 

15 于 瑾 北华大学 2017jqy-17 革命文化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 

16 盛继前 
吉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2017jqy-19 创新铁道类高职校园文化建设途径的研究 

17 赵 扬 吉林大学 2017jqy-20 
高校共青团提供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的研

究——以吉林大学为例 

18 王亚洲 吉林省孤儿 2017jqy-21 影响青少年孤儿价值观因素及教育策略研究 



序号 负责人 工作单位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职业学校 

19 赵海军 
东北师大附中 

明珠学校 
2017jqy-22 初中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途径研究 

20 郭 蕊 长春市第七中学 2017jqy-23 
中学共青团组织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载体研究——以长春市第七中学为例 

21 寇建新 长春工业大学 2017jqy-25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应用研究 

22 任春娇 长春师范大学 2017jqy-2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

现状及对策研究 

23 王 颖 长春师范大学 2017jqy-2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研究 

24 陶 宇 长春工业大学 2017jqy-28 家文化塑造与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成长研究 

25 王 佳 长春师范大学 2017jqy-29 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26 马永春 吉林省团校 2017jqy-30 
少先队改革背景下团队衔接工作机制的研究

——基于吉林省的调查分析 

27 于 聪 长春师范大学 2017jqy-31 “互联网+”背景下少先队工作的创新研究 

28 付静莲 
长春东师中信 

实验学校 
2017jqy-32 少先队活动课之社会实践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29 王 巍 
贵阳乐湾国际实

验幼儿园 
2017jqy-33 

主题教育活动视域下少先队活动课设计与实

施研究 

30 杨清溪 长春师范大学 2017jqy-34 少先队活动课实施常态化研究 

31 孙中华 长春师范大学 2017jqy-35 少先队辅导员职称评聘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2 刘柏岩 吉林大学 2017jqy-36 新常态下的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研究 

33 王 旭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2017jqy-37 

“互联网+”时代共青团服务青年创业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 

34 曹昕红 
东北师范大学 

东安实验学校 
2017jqy-39 青少年志愿组织与学校周边社区关系研究 

35 魏德新 吉林农业大学 2017jqy-40 
吉林省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实践育人的视角 

36 潘晓婷 吉林师范大学 2017jqy-41 “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37 左 宁 长春师范大学 2017jqy-42 
“吉青家园”基层服务型团组织阵地建设与功

能发挥研究 

38 马楠楠 
吉青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2017jqy-43 

吉林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现状及发展路径

研究 

39 张丽滢 北华大学 2017jqy-44 吉林省青少年再犯罪原因及对策研究 

40 王晓书 吉林省团校 2017jqy-45 青年创业大赛实效性研究 



序号 负责人 工作单位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41 王军华 吉林师范大学 2017jqy-46 
大学生创业教育“学院型培养模式”研究（以

传媒类学院为例） 

42 王瑛洁 吉林警察学院 2017jqy-47 青年创业教育“学院型培养模式”探索 

43 薛 雷 吉林大学 2017jqy-49 “互联网+”背景下青年创新创业的路径研究 

44 贾 兵 吉林师范大学 2017jqy-50 
“互联网+”条件下的吉林省大学生文化创意

实践模式研究 

45 魏婷婷 吉林师范大学 2017jqy-51 
当代大学生基于电商平台的视频自媒体创业

路径研究 

46 孙丽娜 长春工程学院 2017jqy-52 
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

研究 

47 李 采 吉林工商学院 2017jqy-53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48 许丽娜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2017jqy-54 利用新媒体开展大学生创业指导与服务研究 

49 韩雪梅 吉林省团校 2017jqy-55 
群团改革背景下青年群众工作机制及创新模

式研究 

50 李 晗 吉林省团校 2017jqy-56 
基于青年人才成长规律下吉林共青团干部培

养路径研究 

51 韩 冬 长春财经学院 2017jqy-57 
长春市民办本科学校共青团工作“项目化”对

深化团学活动的探索研究 

52 于伟东 吉林农业大学 2017jqy-58 
高校共青团改革背景下“项目化”工作机制及

路径探索研究 

53 王 佐 吉林省团校 2017jqy-59 
智慧共青团——大数据时代青年工作的互联

网转型发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