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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
课题结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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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高校团委，各研究机构：

按照专家评审意见，经资料审查和结项答辩，认定调研类

41 项参审课题、理论类 112 项参审课题符合结项要求，达到

预期研究目标，决定准予通过验收和结题，现予以发布。

附件:

1.2021 年“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调研类结项课

题名单

2.2021 年“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理论类结项课

题名单

共青团吉林省委

2021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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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

调研类结项课题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重点课题

2021jqy-zk1
吉林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现状及优化

路径研究
门瑞雪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jqy-zk2
吉林省新职业青年的价值诉求和发展诉求

研究
曹威威 东北师范大学

2021jqy-zk3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

究
庄海茹 吉林农业大学

一般课题

2021jqy-019
“十四五”时期吉林省农村青少年正向发展

实践研究——以驻村扶贫工作实践为例
顾海亮 吉林医药学院

2021jqy-024
基于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吉林省高校毕业

生就业现状分析与对策
郭海昭 吉林大学

2021jqy-028
吉林省新职业青年价值诉求和发展诉求的

研究
韩雪梅 吉林省团校

2021jqy-032
依托网络热点对青少年行为影响探析网络

思政创新路径
侯天放 长春工业大学

2021jqy-033

乡村振兴视阈下地方高校大学生返乡创业

培育现状与需求研究---以白城师范学院

“一核二联三导”团学培养模式为例

呼 亮 白城师范学院

2021jqy-034

吉林省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留省从事农业

相关行业意向调查——以吉林工程职业学

院为例

黄海燕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021jqy-039
吉林省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问题探析与路径

选择研究
寇雷雷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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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jqy-042 吉林省大学生创业意向调查研究 雷 明 白城师范学院

2021jqy-044
让阳光体育的雨露滋润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青少年体育与健康促进创新研究
李 丹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021jqy-046
吉林省民办高校应届毕业生职业意向与择

业趋势研究
李菁菁 长春光华学院

2021jqy-049
后疫情时代大学毕业生择业意向调查研究

——以吉林省部分高校为例
郭 鑫 长春光华学院

2021jqy-054
新时代大学生“四史”学习教育实践路径研

究
李秀绒 长春工业大学

2021jqy-055
吉林省高校大学生创新培养与创业择业趋

势研究
李延君 长春工程学院

2021jqy-059
吉林省高校艺术类应届本科毕业生求职心

理与择业观研究
刘 昊 吉林动画学院

2021jqy-06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青年返乡创业

现状与需求研究
刘 莹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2021jqy-068
吉林省高校应届毕业生职业意向与择业趋

势研究
刘义飞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070
吉林省新职业青年继续教育需求与供给研

究
陆雪莲 通化师范学院

2021jqy-072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吉林省高校护生从事老

年照护工作的职业意向研究
孟 微 长春人文学院

2021jqy-076 培养思政课学生骨干队伍研究 倪 男 长春人文学院

2021jqy-085
吉林省教育技术学专业应届毕业生职业意

向与择业趋势研究
尚亚丽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088 高校毕业生隐性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 史绍华 长春人文学院

2021jqy-089
习近平青年观嵌入高职院校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养模式研究
宋洪兴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2021jqy-092
吉林省青少年家庭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为例
苏亚利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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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jqy-097
健康中国背景下青少年健康素养与睡眠质

量的相关性研究
孙文婧 长春人文学院

2021jqy-101
高等职业教育扩招·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供给

侧改革路径分析
陶英瑜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2021jqy-105
新时代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路径研

究
张 峰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021jqy-121
吉林省青年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及促进对策

研究
武欣楚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行政学院）

2021jqy-126
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对求职意向的影响

研究
许丽娜 长春人文学院

2021jqy-128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县域籍大学生返乡

创业的现状及需求实证研究
杨 爽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2021jqy-130
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城市选择及其影响

因素研究
尹 典 长春工业大学

2021jqy-131
新媒体短视频育人机制研究——以吉林大

学为例
于 航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21jqy-132
吉林省高校食品类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意向

与择趋势研究
封 天 长春大学

2021jqy-142
基于专业课程教学的吉林省理工科大学生

数字素养培育研究
张国福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

息学院

2021jqy-143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青年新型职业农民

和农村经纪人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研究
张淑莹

吉林省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

2021jqy-149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 赵北斗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

校

2021jqy-150 吉林省青年婚恋观念变化及其引导研究 赵丹霄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2021jqy-153
吉林省高校应届毕业生职业意向与择业趋

势研究 ——以 C校毕业生为例
赵慧君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159 新时代中学生劳动教育探索与研究 齐 丽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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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

理论类结项课题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重点课题

2021jqy-zs2
青年返乡创业赋能吉林乡村产业振兴长效

机制与政策研究
王 昆 长春光华学院

一般课题

2021jqy-001
吉林省高职院校青少年实训、实习问题研

究——以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为例
白 娜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021jqy-002
“短视频”青年工作室机制下的影视艺术

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研究
白竹雪 长春人文学院

2021jqy-005 本科院校大学生劳动意识教育研究 蔡珊珊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

息学院

2021jqy-007
新时代高等学校学生会、学生社团改革与

发展路径研究
曹馨月 吉林大学

2021jqy-008
吉林省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现状与

路径研究
陈宝江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009 新时代创新青少年党史教育形式的研究 陈洪丽 通化师范学院

2021jqy-010
二次元”文化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

影响与引导研究
陈晓菲 吉林大学

2021jqy-011 吉林省青少年家庭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陈英姿 吉林大学

2021jqy-012
吉林省大学生返乡创业生态系统构建助力

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崔菁菁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013
“二次元”文化现象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

的影响及引导策略研究
戴竹君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

院

2021jqy-014
吉林省中小学课后体育服务的实施困境与

突破策略研究
单思聪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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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jqy-015
二次元文化现象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影

响与引导研究
冯子宸 吉林大学

2021jqy-016
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的协同路径研究
高 琛 吉林大学

2021jqy-017
国家外交战略下的吉林省青年人才引进路

径研究
高 崴 吉林大学

2021jqy-018
防疫青年志愿服务行动的动员模式及其机

制化研究
巩 丽 中共通化市委党校

2021jqy-020 吉林省青少年参与传统文化外宣路径研究 顾晓琳 长春光华学院

2021jqy-021
5G 网络对青年就业创业与人才转型的研

究
关 欣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

林有限公司

2021jqy-022
体教融合背景下吉林省青少年体质健康发

展对策研究
关静红 吉林外国语大学

2021jqy-025 青少年学生党史学习教育长效机制研究 郭宏岩 长春大学

2021jqy-026
新时代吉林省大学生理论学习型社团建设

研究
国 季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2021jqy-027 高校学生会改革与发展路径研究 韩晓康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2021jqy-030
吉林省高校学生会、学生社团改革与发展

路径研究
何 雪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021jqy-031
二次元文化视域下东北地区大学生价值观

教育研究
侯 旭 吉林外国语大学

2021jqy-036
依托吉林省红色资源开展青年爱国主义教

育研究
贾 维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2021jqy-037
滑雪运动对吉林省大学生心理效益的影响

及对策研究
姜春红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

院

2021jqy-038 新时代高校共青团提升组织活力途径研究 寇佳媛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

校

2021jqy-040 关于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研究 寇雅楠 长春人文学院

2021jqy-041 突发事件视域下青年生命与安全教育研究 郎晓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jqy-043
乡村振兴战略下吉林省大学生返乡就业政

策研究
李 博 长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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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jqy-045
新媒体娱乐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与引导研究
李 林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047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必要性问题研究 李立丰 吉林大学

2021jqy-050
吉林省青年社会组织现状及其发展路径研

究
郝丽丹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

息学院

2021jqy-051 高校服务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实践研究 赵金丹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021jqy-053
新业态背景下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与职业

发展研究
李晓程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

院

2021jqy-057
新形势下民办高校学生会创新发展路径研

究
栗 微 长春人文学院

2021jqy-058 吉林省青少年家庭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刘 庚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060
新时代背景下以“四史”教育推动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的研究
刘 琳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2021jqy-061
“二次元”文化现象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

的影响与引导研究
刘 璐 通化师范学院

2021jqy-062
吉林省青少年“三位一体”协同教育模式

研究
刘 帅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063 吉林省青少年家庭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刘 伟
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

院

2021jqy-065
吉林省新业态下青年从业质量影响因素研

究
刘东洋 长春建筑学院

2021jqy-066
吉林省高校应届毕业生职业意向及择业趋

势研究
刘慧旎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2021jqy-067
“二次元”文化现象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

的影响与引导研究
刘轩如 吉林动画学院

2021jqy-071 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工作实践路径研究 吕云婷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073 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孟 晔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

息学院

2021jqy-077 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对策研究 彭 鹏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2021jqy-079
网络直播泛娱乐化现象对青少年价值观形

成的影响与引导研究
李膺欣 长春光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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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jqy-080 精品艺术助力党史教育创新传播路径研究 王 典 吉林农业大学

2021jqy-081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共青团对网络舆情引导

机制研究
齐 勋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jqy-082
高校学生社团建设与思政育人目标融合管

理体系研究
邱 敏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

院

2021jqy-083
基于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影响因素探析家

校合作有效策略
曲 琪 长春市第八十二中学

2021jqy-084 网络语言对大学生的影响分析及引导策略 任春娇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086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党史教育的耦合机

制研究
沈洪艳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

息学院

2021jqy-087
融入民间艺术的青少年通识教育实践探索

——以非遗数字化资源建设为例
石红波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2021jqy-090
基于融媒体思维的高校青年美育的当下化

研究
苏芊芊 长春人文学院

2021jqy-091
互联网视域下“二次元”文化对青年群体

世界观的重建研究
苏 文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2021jqy-093
“体教融合”背景下吉林省校园足球深化

发展基本问题探究
孙 爽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021jqy-094 吉人返乡的心理机制分析及实践路径探索 孙菁华 吉林外国语大学

2021jqy-095
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党史教育形式与方法

创新研究
孙丽君 吉林医药学院

2021jqy-096 吉林省高职院校大学生高血压调查研究 孙美璐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2021jqy-098 少先队自主教育问题实现路径研究 孙中华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099 青少年党史教育形式与方法研究 隋 倩 松原市滨江中学

2021jqy-100
浅析精简改革下的高校学生会及未来改革

发展路径
陶雪慧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jqy-102
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大中小学党史教

育——体化研究
佟 玲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103
二次元文化影响下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及塑

造策略研究
王义鹏 吉林动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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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jqy-104 通化战“疫”：青年志愿服务的实践与反思 王春荣 通化师范学院

2021jqy-106 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预防及对策研究 孙碧檬 长春光华学院

2021jqy-108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红色基因融入途

径研究
王洪伟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2021jqy-109
吉林省中学团校教师培养路径和评价标准

研究
王龙飞 延边市第二中学

2021jqy-110
人工智能环境下儿童制作定格动画方法研

究--以《灶王》为例
王青青 吉林动画学院

2021jqy-111 提升学校团组织活力的研究 王玉苗 通化县东宝中学

2021jqy-112 吉林育龄青年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 温 馨 长春工业大学

2021jqy-113
网络直播现象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与引导研究
温 卓 吉林大学

2021jqy-114
高校青年学生学业发展指导工作相关问题

研究
吴 昊 吉林大学

2021jqy-115 新时代中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基地建设研究 吴 暇 长春师范大学

2021jqy-116 服务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政策研究 吴 哲 吉林大学

2021jqy-117
媒介融合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创

新研究
王 鑫 吉林师范大学

2021jqy-118 新时代高校社团育人功能及对策研究 王伟楠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021jqy-119
准教师体医融合理念推广研究——以吉林

省某高校为例
王曼鸿 吉林师范大学

2021jqy-120
吉林省高校医药卫生专业应届毕业生择业

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
武文斌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2021jqy-123 精简化改革下的高校学生会发展路径研究 辛 闯 吉林大学

2021jqy-124
Hatha 瑜伽对青少年脊柱健康的影响效果

研究
徐 畅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

校

2021jqy-125
抗战歌曲在青年群体中的爱国主义动员研

究
徐 潜 吉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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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jqy-129
“体教融合”背景下吉林省基础教育阶段

体育理论课推广研究
杨长明 吉林大学

2021jqy-133 大学生党史教育“三分”模式研究 孙 昊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jqy-134 防疫青年志愿者服务可持续性研究 于 洋 长春人文学院

2021jqy-135 吉林省青少年党史教育形式与方法研究 于潞野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2021jqy-136
职教集团下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

育研究
元永国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2021jqy-137 吉林省青少年党史教育问题研究 翟诗玉 吉林省团校

2021jqy-138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

研究
张 婧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2021jqy-139
高校学生社团“四维度”改革与发展路径

探索与研究
张 威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2021jqy-140
乡村振兴视域下吉林省青年农业经理人培

养模式研究
张 晓 长春光华学院

2021jqy-141
吉林省青年社会组织现状及其发展路径研

究
张 欣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2021jqy-144
“两教”融合视野下的吉林省青年创新创

业教育研究
张秀娟 长春工程学院

2021jqy-145
吉林省高校体育社团与社会体育社团融合

发展研究
张云波 吉林外国语大学

2021jqy-146
吉林省大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现状

与路径构建研究
张云青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

院

2021jqy-148

二次元文化现象对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与引导研究——以吉林大学理工科学生为

例

赵 岩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2021jqy-151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路径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
赵昊骏 吉林大学法学院

2021jqy-152
红色文化与“二次元”文化共生视阈下青

少年价值观问题研究
赵虹棪 吉林师范大学

2021jqy-154
“二次元”文化现象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

的影响与引导研究
郑美卉 吉林动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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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jqy-155 吉林省青少年美育教育现状对策研究 周 慧 长春光华学院

2021jqy-157
“二次元”文化现象对“Z世代”大学生

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与引导研究
朱 莉 长春光华学院

2021jqy-160
新时代视域下新媒体节目传播对青年文化

认同研究
张佳妮 长春光华学院

2021jqy-161 新媒体视域下青少年党史教育路径研究 邸玉琦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2021jqy-162 学生党员党史教育问题研究 张志杰 长春工程学院

2021jqy-163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赵 丹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

校

2021jqy-wt001
“五育并举”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学生劳动

意识教育研究
史培争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2021jqy-wt002
核心素养视域下青少年媒介文化接触策略

研究
魏婷婷 吉林师范大学

2021jqy-wt003
高校学生会、学生组织作风建设与改革的

路径研究
吕金泽 吉林大学

2021jqy-wt004 新时代青少年党史教育路径研究 杨 猛 吉林大学

2021jqy-wt006
第二课堂视角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能力

提升研究
董 理 长春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