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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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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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2 日至 1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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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1-85801316 

 

    附件：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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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月 2 日 

  



附件 

2018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 
结项课题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1 2018jqy-001 
吉林省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途径研究 
郑 雪 东北师范大学 

2 2018jqy-002 
新时代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路径

创新研究 
钟  旭 长春工业大学 

3 2018jqy-004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供需对接障碍与机制

优化研究 
吉  喆 东北师范大学 

4 2018jqy-005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

路径研究 
王  典 吉林农业大学 

5 2018jqy-006 青少年宗教信仰现状与问题研究 马楠楠 吉林大学 

6 2018jqy-00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

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研究 
曲畅竹 吉林大学 

7 2018jqy-008 
新时代“网络文化”与青少年成长双向

契合策略研究 
王  丹 吉林师范大学 

8 2018jqy-009 
吉林省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教育培训模式

研究 
郝文丽 吉林省团校 

9 2018jqy-011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青年践行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路径研究 
许博文 长春师范大学 

10 2018jqy-012 
大数据时代青少年网络舆论引导创新机

制研究 
苏  文 吉林省委党校 

11 2018jqy-014 
从严治团背景下“三会两制一课”制度

实施状况及运行机制的研究 
韩雪梅 吉林省团校 

12 2018jqy-015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学生核心价

值观培育创新研究 
侯岩峰 

东北师大学 

附属中学 

13 2018jqy-01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养高校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卢  迪 长春工业大学 

14 2018jqy-017 
依托学科优势推动青少年课外活动专业

方向发展策略的研究 
盛  磊 吉林大学 

15 2018jqy-018 
大数据时代下共青团工作理念与路径创

新——以网络新媒体的视角为例 
高  洋 吉林省团校 

16 2018jqy-019 
以白求恩精神引领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

性研究 
刘晓贺 吉林大学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17 2018jqy-020 
以“五爱教育”为载体的高校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研究 
邱  敏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18 2018jqy-021 
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及

文化育人作用研究 
常  玥 吉林大学 

19 2018jqy-022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流行文化观引导 安桂颍 吉林师范大学 

20 2018jqy-023 青年志愿服务创新研究 张丽伟 东北师范大学 

21 2018jqy-024 
互联网+ 时代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研究—

以创新吉林省农产品网络销售模式为例 
杜凤英 吉林省委党校 

22 2018jqy-025 青少年学业就业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 李东生 吉林大学 

23 2018jqy-026 高校共青团工作品牌建设与创新研究 籍卓佳 吉林师范大学 

24 2018jqy-027 
大学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

题研究 
王适达 吉林建筑大学 

25 2018jqy-028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 
龙丽达 吉林师范大学 

26 2018jqy-029 
用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做实做深

高校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邵俊涛 吉林大学 

27 2018jqy-030 共青团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研究 闫广华 长春师范大学 

28 2018jqy-031 
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模式改革

的探析和实践研究 
邵  捷 长春工业大学 

29 2018jqy-032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推动少先队建设的特

质和策略研究 
王晓雯 

东北师范大学 

附属小学 

30 2018jqy-033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教育研究 马  旭 吉林大学 

31 2018jqy-034 大学生宗教信仰现状及对策研究 王秋磊 吉林省团校 

32 2018jqy-035 
以德育基地为依托的长效化青年志愿服

务机制研究 
常方圆 吉林大学 

33 2018jqy-036 大数据背景下青年群众工作的实践探索 王  佐 吉林省团校 

34 2018jqy-037 
创客背景下青少年创新素养培养策略与

路径研究 
尚亚丽 长春师范大学 

35 2018jqy-038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研究 
李  采 吉林工商学院 

36 2018jqy-039 共青团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研究 聂逯松 吉林大学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37 2018jqy-040 
新时代背景下少先队课程体系建设的创

新性研究 
孙中华 长春师范大学 

38 2018jqy-042 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关升亮 吉林大学 

39 2018jqy-04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少年成长研究 张天文 长春工程学院 

40 2018jqy-044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创

新性研究 
左  宁 长春师范大学 

41 2018jqy-045 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创新研究 刘  爽 长春工业大学 

42 2018jqy-046 大学生就业创业行为与动机管理研究 彭  鹏 吉林大学 

43 2018jqy-047 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路径研究 刘晓欣 长春工业大学 

44 2018jqy-048 “互联网+”时代的青年创新创业研究 徐  帅 吉林师范大学 

45 2018jqy-04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研究 
訾  群 通化师范学院 

46 2018jqy-050 
新时代青年教师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路径

研究 
王双双 长春师范大学 

47 2018jqy-051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 李晓程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48 2018jqy-052 “互联网+”时代的青年就业创业研究 遇  言 吉林财经大学 

49 2018jqy-053 中学生生态环保文明教育培育探究 郭  蕊 长春市第七中学 

50 2018jqy-054 
高校共青团参与“精准脱贫”工作机制

研究 
郭  超 长春师范大学 

51 2018jqy-056 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研究 王  旭 
吉林工程技术 

师范学院 

52 2018jqy-057 
高校大学生权益维护机制研究——以非

法校园贷个案为视角 
林媛媛 吉林大学 

53 2018jqy-058 
互联网及移动终端教育大发展背景下大

学生就业创业研究 
梁  聪 吉林师范大学 

54 2018jqy-059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路径研究 
郑  国 延边大学 

55 2018jqy-060 
高校志愿服务参与“精准扶贫”机制研

究 
温  卓 吉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