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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共建课题

立项名单
（共 90 项）

课题

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

主持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在粤港澳学生的社会心态研究 林仲轩 中山大学

国际化医学青年人才培养模式下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路

径的探究

王鑫睿 中山大学

广东省青少年灾难志愿服务教育现状与发展模式研究 谭远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深圳）

新时代青年群体劳动幸福研究 陈 倩 中山大学

当代青年休闲异化现象的考察与批判研究 吴之声 中山大学

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王 勇 暨南大学

粤港澳青少年志愿服务合作研究：目标、评价及路径 刘志明 华南农业大学

网络治理背景下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改革过程中

面临的挑战与路径选择

吴 斌 华南农业大学

大学生校园贷危害及对策研究 郭 灼 华南农业大学

扎根理论视角下青少年涉足新型毒品行为的过程研究

——以珠三角青少年吸毒个案研究为例

曾永辉 华南农业大学

乡村振兴视域下共青团组织参与青年职业农民培养的路

径研究

杨宇姣 华南农业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港澳青年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徐聪聪 华南农业大学

新时代青年社会福利政策研究 林伟淳 南方医科大学

场域－惯习视域下青年学生诚信建设创新研究 谢辉荣 南方医科大学

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路径研究 林梦洁 南方医科大学

共青团促进青年就业创业路径研究——以某医科大学为

例

陈旭坚 南方医科大学

健康中国战略下青少年中医药文化教育研究 张 娟 广州中医药大学

党的十九大精神与高校党班团组织建设研究 王君卿 广州中医药大学

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使命感及其培育研究 赵 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州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对其城市融入影响因子研究 曹宗平 华南师范大学

新时代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发展型资助实现路径研究 蔡 颖 华南师范大学

习近平青年观视角下新时代大学生社团管理机制研究

——以广东十所高校为例

连泽纯 华南师范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基因传承与文化自信培育研究——以

构建华南师范大学“三位一体”育人新模式为例

董光柱 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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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校95后港澳生精神生活分析及教育引导对策研究 陈茵茵 华南师范大学

生态系统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发展轨迹的交互作

用研究

谢晓东 华南师范大学

家风家训对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及路径研

究——基于广东省“好家风”精品活动的实践探索

王丹丹 广东工业大学

自媒体时代广东大学生网络主播的实证研究及应对策略 尧雨晴 广东工业大学

心理资本与社会参与对青年大学生社会融入的影响 黄红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习近平青年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以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班级团支部建设为例

张 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95 后”大学生社会心理与群体规律

研究——基于大数据应用下的广东地区高校实证研究

张健民 广东财经大学

经济新常态下广东省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 祝敏丹 广东海洋大学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生网络消费金融信用风险研究—

—以广东省大学生例

张 秋 广东药科大学医药经济学

院

新时代高校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创业的路径优化 陈小花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实践育人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运用 全 柱 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机制研究

黄钰晶 岭南师范学院

习近平青少年思想论述研究 李艳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

基于地方文化视角的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养成研究 程莉莉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

新时代共青团促进粤港澳大学生合力创业的策略研究 林晓珊 广州大学

新媒体时代提升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研

究

陈发达 韶关学院

用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指导高校共青团改革的探索与实

践——以广东省地方本科院校为例

倪 婧 韶关学院

高校共青团改革“破四缺”问题分层分类研究——以广

东省高校为例

温录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大学生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 李益军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新时代精致的功利主义思想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及防治

对策研究

邢增銮 广东白云学院

灯塔工程引领下的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创新研究 张 悦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高职青年教师职业化发展问题研究 王 宁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环境下青年网络诈骗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广州

市高职院校为例

梁大伟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习近平青年学生成长成才重要思想论述与践行研究 叶 华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环境下高职院校共青团工作创新研究 孟 敬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新兴社会群体——佛系青年研究 叶穗冰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重大青少年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研究——城市化进程中

农村留守青少年问题研究

齐 霞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新兴青年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构建——基于共青团创新社

会治理视域

潘晶晶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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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视域下重大纪念日对增进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路

径研究与实践——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例

孙东屏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青少年拒学现象的家庭因素及对策探究 李长虹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学生组织融入与社会化现状研究——以现代学徒制

学生为例

王书暐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育机制研究 陈诗慧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组织行为学视角下的高校班团一体化建设研究 缪志波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建设危机与重建路径研究 安冬平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全面提升青年综合素质的高校社团组织建设创新研究 高 瑾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新形势下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研究 郭道荣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新生代产业工人成长发展路径研究——“圆梦计划 河职

100”研究与实践

廖远兵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治理法制化与青年国家认同研究 凌石德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王者荣耀是荣耀，还是毒药？——文化自信背景下青少

年沉迷网游的影响调查

钟 颖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粤港青年群体国家认同比较研究 苏瑞浓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灯塔工程引领下“小班级、大团建”精准育人模式研究 杨军伟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引导路径

——以广州高校为例

林志聪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共青团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校园欺凌防治研究 李 珊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共青团改革创新——以

广州团干培训创新为例

李 霞 广州市团校

青年类学术期刊与智库建设的协调创新研究 罗飞宁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

所

少先队员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以广州城市管理红领

巾志愿服务队为例

刘韵华 广州市少工委

青少年重症患者艺术志愿服务的模式探究 李 溦 广州市少年宫

培养文化理解素养的青少年艺术教学策略研究——以岭

南地域文化为例

蔡 军 广州市少年宫

文化自信视阈下少先队员非遗项目保育的实践研究——

以“粤语讲古”为例

汤婉峰 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

基于侨乡研学活动的少先队活动课程开发实践研究 吴杏钿 中山市南区教育事务指导

中心

基于“一心双环”团学组织格局下的中学团学干部培养

模式探究

陈丽芬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

学

十九大精神进校园主题团课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刘国富 珠海市南屏中学

中学共青团改革背景下的中学学生社团管理运行模式和

创新研究——以中山市为例

张 旭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学团校建设工作研究 李桂花 东莞市南城中学

初中团校建设对于培养学生“三生”意识的实践研究 卓裕武 东莞市厚街湖景中学

新时代基于项目管理模式下中学示范团校建设研究——

以东莞理工学校示范团校建设实践为例

赖彩霞 东莞理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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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青少年突出问题与健康发展研究 胡国伟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话语分析视角下青少年网络空间虚拟社会身份的构建研

究

何晓磊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探究中学生志愿服务创新模式——基于“学校、家庭、

社区”三方联动志愿服务的实践路径

陈 怡 清远市华侨中学

探索特殊学校少先队融合教育新模式研究 李绮红 广州市越秀区培智学校

基层少先队教育和活动品牌化构建新探——以华阳小学

少先队“生本特色教育”工程为例

李 婷 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

开发“少先队志愿辅导员闪光课程”的行动研究 赖海虹 广州市海珠区宝玉直实验

小学

运用红色资源加强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的实践与研究 郭 华 广州市海珠区梅园西路小

学

基于“五小活动”为载体的少先队梦想教育实践研究 谭丽霞 广州市海珠区逸景第一小

学

同伴关系促进特殊困难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研究 梁惠娇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草河小

学

少先队活动课程资源开发策略的实践研究——以中山市

石岐区为例

王太能 中山市石岐张溪郑二小学

基于“共青团+创客”理念中小学生创新培养策略探索与

实践研究

谭子红 茂名市为民路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