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
中 共 湖 南 省 委 教 育 工 作 委 员 会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工委通〔2022〕19号

关于 2022年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申报 2022年度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

的通知》要求，经各高校推荐申报、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及网上

公示，现确定《育时代新人视野下高校学生干部教育评价体系研

究》等 30项省社科基金思想政治教育项目、《基于现代高校附属

医院深化改革“4C”体系模式的临床教师师德建设研究》等 132

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项目、《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全过程融

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等 60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专

项项目、《新时代辅导员工作视域下“师生成长共同体”建设路

径研究》等 111 项辅导员骨干专项项目和《新时代平安高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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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协同机制研究》等 13 项安全稳定工作专项项目为 2022年全

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立项项目（具体名单见附件）。为加强

项目管理，提高研究质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究期限

项目的研究期限为两年：2022年 8月至 2024年 8月。

二、结项要求

1．省社科基金项目须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与研究主题相关的

论文至少 2 篇和撰写 1 篇 3 万字左右的研究报告或 1部专著，其

中重点项目至少有 2篇以上论文发表在 CSSCI来源期刊。论文为

阶段性研究成果，研究报告或专著为最终结项成果。论文和专著

要求标注“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项目

编号），受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资助”。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项目、思政理论课教研专项项目须在省

级以上期刊发表 2 篇以上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论文，辅导员骨干专

项项目、平安建设与安全稳定工作专项项目须在省级以上期刊发

表 1篇以上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论文。须标注“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

三、项目结项

1．项目研究工作结束后，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于 2024 年 8

月底前组织 3 名同行专家（其中至少有 1名校外专家）进行成果

鉴定。

省社科基金项目须填写《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



—3—

教育研究项目成果鉴定专家（个人）意见表》《湖南省社科基金

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成果鉴定专家组意见表》《湖南

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下载

网址：http://gwxcb.gov.hnedu.cn/c/2021-09-09/1053828.shtml ），

并与论文、研究报告或专著（文字稿与电子稿各 1份）、其他成

果复印件一起于 2024年 8月底前报送省教育厅思政处，省教育厅

统一组织结项评审。

其他类项目须填写《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成果

鉴定专家（个人）意见表》《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

成果鉴定专家组意见表》和《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

结项报告书》（网址同前），并与论文（文字稿与电子稿各 1份）、

其他成果复印件一起于 2024年 8月底前报送省教育厅思政处，省

教育厅统一组织结项评审。

2．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结项，须经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同意

后，于 2024年 8月 15日前提交正式书面申请至省教育厅思政处，

项目延期最长一年，最多一次。

3．如 2024年 8月 15日前因成果出现严重政治问题、质量问

题、科研诚信问题等，按省社科基金项目管理有关规定视情节轻

重予以终止或撤销项目处理。

四、项目经费

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对立项的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项目，在 2022年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项（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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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给予经费支持。项目作为省级教改项目，纳入高校教师的教学

科研成果统计、职务（职称）评聘范围。各高校要结合实际情况，

给予配套保障，确保项目研究质量，省教育厅将适时对以上项目

建设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联系人：省教育厅思政处 曾潇潇、虢晶，联系电话：0731－

85535605、82204082，电子信箱：hnjygwxcb@163.com，联系地址：

省教育厅办公楼 902办公室。

附件：2022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

中 共 湖 南 省 委 教 育 工 委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2022年 8月 31日

mailto:xcb@h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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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一、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
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2A01 中南大学 育时代新人视野下高校学生干部教育评价体系研究 刘正宗

22A02 湖南大学 “三全育人”改革中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长效机制研究 成黎明

二、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8项）
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2B01 湖南大学 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实践引领高校榜样教育的创新发展研究 范媛吉

22B02 湖南师范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重要论述研究 焦晓云

22B03 长沙理工大学 疫情防控下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任志祥

22B04 长沙理工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提升路径研究 任艮丰

22B0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生命关怀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蒋阳飞

22B06 湖南科技大学 新时代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研究 张 琳

22B07 湖南科技大学 廉洁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郭时印

22B08 吉首大学 新时代思政课教师职业认同提升研究 孙明英

22B09 湖南工业大学 习近平“两个结合”重要论述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黄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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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2B10 湖南工商大学 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科学精神培养研究 曾 晶

22B11 衡阳师范学院 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研究——以传统忠德思想现代化为视角 肖剑平

22B12 湖南文理学院 新时代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新理路研究 晏 昱

22B13 湖南工程学院 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与易班校本化学生服务平台融合建构研究 陈玄哲

22B14 湖南科技学院 以陶铸革命精神涵养大学生理想信念研究 肖 可

22B15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成仿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 王向文

22B16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新时代红色旅游与大学生红色基因传承耦合机制研究 王业良

22B17 长沙学院 唯物史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逻辑理路研究 薛其林

22B1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新媒体深度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路径研究 李 琼

22B19 长沙医学院 新时代医学生劳动精神培育创新路径研究 邓明丽

22B20 湖南工学院 传统儒家压力应对观的心理功能及其在大学生中的应用研究 陈 健

22B21 湖南女子学院 融媒体语境下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及培育研究 欧 漾

22B22 湖南女子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内涵及规律研究 罗海云

22B23 长沙师范学院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 王 琼

22B24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创新的路径研究 汪慧英

22B25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君子文化融入高校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陈诗师

22B2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清廉学校建设背景下高职生廉洁教育研究 胡湘梅

22B27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 李晓娇

22B28 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地方师范生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创新路径研究 易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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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项目（132项）

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2C01 中南大学 基于现代高校附属医院深化改革“4C”体系模式的临床教师师德建设研究 吴尚洁

22C02 湖南大学 新时代多维度进阶式实践育人模式研究 李 曼

22C03 湖南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调查研究能力提升研究 张 佳

22C04 湖南师范大学 新时代构建高校文化育人共同体研究 沈又红

22C05 湖南师范大学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国防教育育人路径研究 向发意

22C06 湘潭大学 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效能提升研究 莫丹华

22C07 湘潭大学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肖 妮

22C08 湖南农业大学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与国防教育有效融合研究 陆海燕

22C09 湖南农业大学 农业院校支教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 郑重谊

22C1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新时代农林高校“红绿融合”的文化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张胜利

22C1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究 李 佳

22C12 湖南中医药大学 协同治理视角下高校毕业生流动党员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构建研究 刘 强

22C13 湖南中医药大学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融入新时代医学生德育研究 黄 河

22C14 湖南中医药大学 百年大党青年奋斗精神教育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研究 杨晓溪

22C15 南华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获得感提升研究 马 军

22C16 南华大学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文化安全素养线上培育研究 唐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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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2C17 南华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临床课程“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研究 周素芳

22C18 南华大学 高校大众文化的变迁及其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研究 周江平

22C19 湖南科技大学 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研究 宋劲松

22C20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红色音乐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研究 刘 韧

22C21 吉首大学 新时代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路径研究 闫慧远

22C22 吉首大学 融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生命教育路径优化研究 吴岳衡

22C23 湖南工业大学 高校网络群体性事件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陈 勇

22C24 湖南工业大学 地方高校管理育人的政治认同效应研究 张美灵

22C25 湖南工商大学 党史教育常态化下财会类专业“特色课程思政体系”构建研究 刘胜辉

22C26 湖南理工学院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实施时代新人培育工程研究 粟 锋

22C27 湖南理工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生成逻辑与培育路向研究 刘小华

22C28 衡阳师范学院 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 谢 芳

22C29 湖南工程学院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复兴话语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研究 刘潇敏

22C30 湖南城市学院 “朋辈引领，青春同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工作模式研究 段虹伶

22C31 湖南城市学院 融媒体视域下讲好湖南红色故事研究 王 静

22C32 邵阳学院 高校附属医院意识形态教育路径研究 李 颖

22C33 邵阳学院 疫情背景下基于主体间性理论视角的大学生就业焦虑干预模式研究 张红萍

22C34 怀化学院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张梦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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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2C35 湖南科技学院 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网络道德责任培育研究 胡敏辉

22C36 湖南科技学院 “五育并举”视域下地方本科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高质量构建研究 曾二青

22C37 湘南学院 田野思政：地方高校实践育人模式的创新性研究 童 翎

22C38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课程思政视阈下体育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协同育人创新路径研究 张劲松

22C39 长沙学院 党史故事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齐素泓

22C40 长沙学院 制度自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研究 严向远

22C41 湖南工学院 大学校园利用权力学术性骚扰及其预防机制研究 彭志忠

22C42 湖南工学院 高校党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研究 肖中云

22C43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用“一师”红色校史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创新路径研究 杨 晗

22C44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智媒体时代高校思政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杜 毅

22C45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国际大六人格理论在高校心理咨询工作中的综合运用研究 王竹青

22C46 湖南女子学院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创新路径研究 黄文胜

22C47 湖南医药学院 初心引领和精准供给：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路径研究 雷 波

22C48 湖南医药学院 新时代青年大学生“志气、骨气、底气”培育研究 杨子潞

22C49 湖南信息学院 脱贫攻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温 瑶

22C50 湖南信息学院 党的百年历史经验融入“纲要”课的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麻 珂

22C51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新时代衡阳红色文化融入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究 赵春香

22C52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研究 何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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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2C53 湘潭理工学院 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路径研究 易 瑜

22C54 湘潭理工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研究 彭 泽

22C55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短视频时代大学生讲好湖南红色故事的有效叙事策略研究 陈艳婷

22C56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药文化融入新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研究 邓建中

22C57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智媒体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 李金莹

22C58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新媒体视域下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有效性研究 傅明宇

22C59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个坚持”历史经验研究 陈湘清

22C60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段 溥

22C61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研究 曹海浪

22C6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党团组织嵌入学生公寓党建工作模式研究 李兆丰

22C63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立德树人视域下提升高职思政课教师职业能力“五维五促”模式研究 刘云华

22C64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湖湘红色文化的高校思政移动课堂建构研究 周海兰

22C65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强国进程中高职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研究—以中医国粹教育融入中医学专业为例 李 倩

22C66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张小林

22C67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湖南大学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 董方侠

22C68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四有”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提升路径研究 彭 义

22C69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一体四化三拓展”高校融媒体育人平台建设路径与机制研究 荆丽敏

22C70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研究 邓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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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71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健康中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提升健康素养研究 王欢妍

22C72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湖湘红色廉政文化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研究 张京蕊

22C73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生“楚怡”精神培育研究 谭小雄

22C74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湘红色文化提升高职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研究 张少利

22C7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创新团队建设路径研究 许 燕

22C76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涉农高职学生劳动素质教育研究 王 婷

22C77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高职院校“社区学院+”地方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周志辉

22C78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 CIPP 模式高职思政教学增值评价模式研究 陈艳芳

22C79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四史”教育融入高职工科课程思政教育路径研究 郭纪斌

22C80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基于积极心理培育的职业院校育人模式研究 陶 慧

22C81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大思政”视域下高校劳动教育创新研究 刘艳明

22C82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党史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汤圣欢

22C83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融媒体时代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思政育人实效性提升路径研究 袁勤思

22C84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路径探究 蒋丽琴

22C8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民族复兴叙事在高职思政课“概论”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晚英

22C86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融媒体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职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唐婷婷

22C87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湖湘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匡 芳

22C88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自媒体时代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刘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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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89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人工智能赋能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楚 炼

22C90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政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经验与启示研究 颜新跃

22C91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生态圈”构建研究 谭 燕

22C92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百年团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制研究 邹文华

22C93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党建引领下抖音短视频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陈 芳

22C94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双全”教育模式研究 刘 颖

22C95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劳树德、德劳结合”笃行劳动教育与高职院校“劳动思政”模式研究 尹 魁

22C96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网格化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机制研究 邹欣云

22C97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校教工党支部理想信念教育创新研究 贺智慧

22C98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志愿服务的高职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新路径研究 刘 丹

22C9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非遗美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谭 冰

22C100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张 凯

22C101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高职院校“五位一体”劳动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李 娟

22C102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铸牢内地西藏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长效机制研究 刘 娜

22C10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微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对策研究 陈美中

22C104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职业本科高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路径研究 彭 玲

22C10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湖湘工匠精神融入地方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 陈 迎

22C106 保险职业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工作合力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王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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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107 保险职业学院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融入新时代高职金融类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刘 慧

22C108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启智润心，立德铸魂——大思政视域下创新“三全育人”模式研究 许洪范

22C109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大赛“三维”耦合育人机制研究 赵 曦

22C110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新职教法下民办高职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研究 赵小群

22C111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VR 党史馆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饶 维

22C112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学生干部“官僚化”倾向治理路径研究 罗美霞

22C113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多元共治视角下高校网络舆情“五预并举”策略研究 罗文芳

22C114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研究 陈思颖

22C115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陆时红

22C116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新时代职业院校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和践行研究 孙 娟

22C117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高四新”背景下高职工科院校课程思政创新路径研究 吴扣扉

22C11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 王华英

22C119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后疫情时代高职新工科课程思政线学习模式构建研究 欧长贵

22C120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彭 琳

22D01 中南大学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及其运行方式研究 陈 芳

22D02 中南大学 基于实践体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路径研究 李景升

22D03 湖南大学 筑牢新时代高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链路”实践研究 彭娜

22D04 湖南大学 新时代高校工科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获得感研究 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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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D05 湘潭大学 数字赋能高校实践育人路径研究 卢 佳

22D06 南华大学 后疫情时代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隆 重

22D07 湖南工商大学 高校创新氛围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郑 洁

22D08 湖南科技学院 “四史”学习教育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 刘 晨

22D09 湖南工学院 统一战线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路径研究 伍 杰

22D10 湖南信息学院 提升高校思政课堂“三率”研究 李社云

22D11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思政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 谭 琰

22D12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视域下大学生奋斗精神的生成机理及培育路径研究 石靓砉

注：D类项目为省委教育工委授权湖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评审推荐。

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专项项目（60项）
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2E01 中南大学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全过程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刘 珺

22E02 湘潭大学 新时代劳动教育与高校思政课融合育人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杨小军

22E03 湖南农业大学 涉农高校“概论”课教学实效性提升路径研究 潘俊宇

22E0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推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研究 杨泽章

22E05 湖南中医药大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思政金课建设研究 王 超

22E06 湖南科技大学 党的历史自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杨松菊

22E07 吉首大学 中国共产党百年爱国主义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祝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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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08 湖南工商大学 湖湘红色家书文化资源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创新路径研究 彭 昊

22E09 湖南理工学院 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 易丙兰

22E10 衡阳师范学院 红色校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施德军

22E11 湖南文理学院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守正与创新研究 胡港云

22E12 湖南城市学院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研究 杨化冰

22E13 邵阳学院 疫情防控场域下高校思政课线上教学质量评价研究 孙冬华

22E14 怀化学院 党史教育融入高校艺术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张 群

22E15 湖南科技学院 基于思维进阶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专题问题链”教学建构研究 谢周艳

22E16 湘南学院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 林 云

22E17 湖南工学院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地方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创新路径研究 曾喜云

22E18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思政课程疏导大学生压抑心理研究 李瑞群

22E19 长沙师范学院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创新路径研究 陈晶晶

22E20 湖南信息学院 “红色电波精神”融入信息类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研究 李 翠

22E22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高校“移动”思政课教学范式的系统构建与优化路径研究 谢爱莲

22E22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毛泽东经典诗词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研究 蒋玉军

22E23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新媒体时代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研究 李佩凤

22E24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时代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路径研究 孙碧艳

22E25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媒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深度融合研究 李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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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2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概论”课教学研究 杨曼萍

22E27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大思政课”视域下党史学习教育与师范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融合创新研究 邓 芳

22E28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三因”理念下高职思政课教学实效性提升研究 黄赛兰

22E29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志愿服务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 张楠楠

22E30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湘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 VR 教学的应用研究 骆文俊

22E31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楚怡精神融入职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胡 康

22E32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增强高校思政课实效性研究 刘爱国

22E33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新发展理念视域下高职“移动”思政课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肖敏勤

22E34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视域下“三阶衔四环”思政课教学研究 邹杰婷

22E35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曾怡华

22E36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红色资源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和路径研究 胡见前

22E37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湘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移动”思政课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陈志伟

22E38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 刘 译

22E39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党史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路径研究 李 娜

22E40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劳动教育视域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研究 印敏惠

22E41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长效机制研究 李佳妮

22E42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三维融合”的思政课综合教学改革模式研究 水战红

22E43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学生接受特点的叙事思政课教学研究 龙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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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44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党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路径研究 孙 婷

22E45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百年党史融入高职思政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 张健丽

22E46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创新研究 冯佳佳

22E47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楚怡精神传承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谢喆珺

22E48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深度融合研究 陈 丽

22E49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楚怡职教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路径研究 匡翠芳

22E50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开放性教学模式创新改革研究 龙 昶

22E51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定向士官培养视角下提高高职院校思政课实效性研究 赵 芳

22E52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四史”图像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谢少平

22E53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易 珺

22E54 保险职业学院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向燕子

22E55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四微一体”实践教学场域指导力研究 周宁宁

22E5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自主学习换位模式构建研究 吴文聪

22E57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新媒体背景下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地区高职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的校本路径研究 陈新花

22E58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习近平历史观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胡 灿

22E59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政课“五三一”精准教学模式研究 殷宁充子

22E60 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地方师范院校思政课实效性研究 彭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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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F01 中南大学 新时代辅导员工作视域下“师生成长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张 翠

22F02 中南大学 “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在学科楼栋创新实践的路径研究 黄 凯

22F03 湖南大学 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网络微思政育人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杨文蕴

22F04 湖南大学 融媒体视域下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研究 彭薪羽

22F05 湖南师范大学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研究 张元强

22F06 湖南师范大学 大数据视阈下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研究 周凌月

22F07 湘潭大学 基于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网络育人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张啸宇

22F08 湘潭大学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程 成

22F09 长沙理工大学 引领式协商：学生社区党支部引领治理的机理研究 董治佑

22F10 长沙理工大学 社交网络中图像投射在大学生心理预警机制中的应用研究 韩淑娟

22F11 湖南农业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高校“一懂两爱”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马若龙

22F12 湖南农业大学 志愿服务视野下的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曲 臻

22F1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国茶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研究 李思婷

22F14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肖 丽

22F15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一方心膳”团体辅导提升大学生心理弹性实证研究 张玉桃

22F16 南华大学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蒋 林

22F17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李增蓉

22F18 湖南科技大学 新时期党建引领社团创新的育人成效提升路径研究 刘学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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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F19 吉首大学 “五育并举”视域下民族地区高校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文 兰

22F20 吉首大学 党史学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态化挑战及对策研究 陈阳波

22F21 湖南工业大学 “四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 刘晓林

22F22 湖南工商大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叶亚亚

22F23 湖南理工学院 中国共青团百年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历程与经验研究 易振铭

22F24 湖南理工学院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研究 徐 丹

22F25 衡阳师范学院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校辅导员积极心理品质模型构建及培育研究 邓明智

22F26 衡阳师范学院 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研究 龚 乐

22F27 湖南文理学院 疫情影响下大学生就业指导精准化服务的实现路径研究 杨 理

22F28 湖南文理学院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引领大学生劳动教育研究 杨建华

22F29 湖南工程学院 新时代艺术实践融入高校大学生党史教育的路径研究 周宁莎

22F30 湖南城市学院 冬奥精神融入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实践创新研究 徐丽苹

22F31 湖南城市学院 大思政教育理念下艺术类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研究 邹方勤

22F32 邵阳学院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研究 谭亚群

22F33 怀化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话语“微”转向研究 唐义人

22F34 怀化学院 高校思政教育云矩阵实践研究 龙丽丽

22F35 湖南科技学院 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研究 王 君

22F36 湖南科技学院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书院制育人成效研究 罗 晶

22F37 湘南学院 高校辅导员角色自律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孙 杰

22F38 湘南学院 围绕校友开展闭环式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路径研究 曾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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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F39 长沙学院 《民法典》核心要义融入大学生法治信仰教育研究 裴昊铭

22F40 长沙学院 红色影视作品在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黄敬茹

22F41 湖南工学院 疫情下大学生“慢、漫、蛮”就业现象分析及优化策略研究 周艳红

22F4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新时代辅导员与学生互信机制构建研究 陈滢琪

22F43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师范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涯教育双融合育人机制研究 黄美玲

22F44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职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周雄艳

22F45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心理防疫机制研究 陈 慧

22F46 湖南女子学院 党史学习教育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研究 田 甜

22F47 湖南女子学院 高校辅导员工作家庭冲突对反生产行为影响研究 罗李华蕾

22F48 长沙师范学院 基于知信行一体化的“四史”教育实现路径研究 刘 聪

22F49 湖南医药学院 榜样文化在地方医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实践路径研究 丁梦玲

22F50 湖南医药学院 马王堆导引术在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中的应用研究 张 婷

22F51 湖南信息学院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与方法创新研究 黄渊健

22F52 湖南信息学院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视野下“123”文化育人模式实践研究 黄 晴

22F53 湘潭理工学院 民办高校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路径研究 杨 晶

22F54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辅导员赋能团支部活力提升策略研究 刘 腾

22F55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情商教育的路径研究 戴 科

22F56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立德树人背景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研究 蔡燕怡

22F57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梅山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张 鑫

22F58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方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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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F59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运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赋能路径研究 周芝萍

22F60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校园文化引导路径研究 肖 杰

22F6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虞舜文化融入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研究 曾 杨

22F62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楚怡精神融入涉农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黄祥元

22F63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心理资本提升路径研究 刘 怡

22F64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传统“和合”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周 莉

22F65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贫困学生资助模式构建研究 蒋芝云

22F66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毕业生精准化就业模式研究 郭 露

22F67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后疫情时代生命教育融入高职院校学生思政教育研究 汤 灿

22F68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辅导员引导学生创新创业路径研究 王卫华

22F6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班级团体辅导提升定向培养士官军人职业认同研究 李 丹

22F70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耕读教育对涉农高职学生职业成熟度的促进研究 陈 洁

22F71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院校农村贫困学生资助育人体系研究 徐晓璐

22F72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湖湘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学生家国情怀培育路径研究 黄 丽

22F73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辅导员职能拓展及实现路径研究 梁林飞

22F74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时代新人培养视域下高职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系研究 尹小雁

22F75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艺术院校“新六艺”实践育人体系探索研究 粟 果

22F76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防控背景下高职医学生“双线并举、两课联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 米 棋

22F77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研究 袁永逸

22F78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与主阵地协同育人研究 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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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F79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组织力“一主线五融合”提升模式实践路径研究 刘南云

22F80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累积家庭风险视域下高职学生学业倦怠的改善策略研究 陈 铁

22F81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的高职院校“三维五型”成长辅导研究 刘乔丹

22F82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 PERMA 模型的疫情防控常态化高校学生日常管理研究 廖黎芳

22F8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以学生成长为目标构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长效机制研究 陈珮珮

22F84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主题班会课程化建设研究 钟思琴

22F85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策略研究 伍 琪

22F86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心理学视域下高职院校校园欺凌的形成机理及对策研究 唐紫微

22F8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 邓 瓒

22F88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困境与重构：共同责任理论视角下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机制研究 邓慧君

22F89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心理资本培育研究 夏丹凤

22F90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杨 凯

22F91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全员育人格局构建途径研究 温拥军

22F92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职辅导员“12345”工作模式研究 董伟媚

22F93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研究 李 萍

22F94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三扶一创”体系研究 李 佳

22F95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楚怡”职教精神融入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素养培养研究 宋 玲

22F96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EPQ 人格因子对大一新生心理健康的预测研究 唐明军

22F97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红色基因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的实践路径研究 袁艾兰

22F98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辅导员开展“红色课堂”建设研究 陈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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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F99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研究 莫鹏毅

22F100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视域下高职院校家校共育模式研究 李 丽

22F101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耕读教育的高职辅导员“耕心”育人研究 杨 芳

22F102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楚怡”赋能高职院校“工匠”型辅导员培育机制研究 贺跃宗

22F103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唐志雄

22F104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辅导员开展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实效性研究 余银萍

22F105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基于雷锋精神培育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杨艳红

22F106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素养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彭雅婷

22F107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一二三”党团协同铸魂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曹 迎

22F108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对辅导员的现实认知、未来期望及应对策略研究 刘 茹

22F109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楚怡职教精神”意蕴、路向、机制研究 甘 璐

22F110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观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谢 柒

22F111 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阅读疗法”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研究 杨 健

六、平安建设与安全稳定工作专项项目（13项）

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备注

22G01 湘南学院 新时代平安高校建设校地协同机制研究 王雪峰 重点

22G0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平安湖南建设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处置机制研究 谢敏霞 重点

22G03 中南大学 体验式学习模式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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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备注

22G04 中南大学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与风险评估研究 吴高辉

22G05 湖南师范大学 融媒体时代高校校园稳定隐患消减机制研究 郭铭伟

22G06 湖南师范大学 高校高层学生宿舍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机制研究 张小春

22G07 湖南农业大学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地方高校交通安全系统治理机制研究 邵 华

22G08 湖南理工学院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演变规律与预警评价研究 谭良机

22G09 湖南工学院 基于易班平台的“四横四纵”网络安全教育新机制研究 刘赢时

22G1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课程》教学体系建设研究 李 洁

22G1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校园安全文化“四位一体”建设研究 张松志

22G12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高校安保工作队伍的心理压力分析及对策研究 陈四兰

22G1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智慧安全管理系统设计与应用研究 尹长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