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江苏省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立项汇总表（一般）

序号 课题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编号 承担学校

1 “行走课堂”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徐以标 20JSSZYB01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2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研究与实践
——以云班课为例

蔡斌 20JSSZYB02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3 新时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高效课堂的建构研究 周晓瑜 20JSSZYB03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4 思政案例教学中在线讨论的效果、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 薛  琨 20JSSZYB04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 新时代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研究 钱艳芬 20JSSZYB05 南通职业大学

6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高职思政课有效性研究 杨帆 20JSSZYB06 南通职业大学

7 基于高职思政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效性实证研究 秦志凯 20JSSZYB07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 基于突发事件的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工作路径探究 高海燕 20JSSZYB08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 “办好思政课”关键要素实现研究 张见 20JSSZYB09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 “化危为机”：“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路径研究——以《思修》
课程为例

黄玉龙 20JSSZYB10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11 基于学习通的高职“形势与政策”课“学生主体”教学模式实践与思考 高蕾 20JSSZYB011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12 新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劳动教育融入思政教学的方法与途径研究 赵宜涛 20JSSZYB012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13 “高职连续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建设研究 刘晶 20JSSZYB013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4 高职思政课教学中党史劳育资源的开发与创新应用 曹圣军 20JSSZYB014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5 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实现路径研究  李  宁 20JSSZYB015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6 教育心理学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有效课堂建设研究 吴秋爽 20JSSZYB016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17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融入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 李娟 20JSSZYB017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18新时代劳动教育融入医学生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路径研究——以“思修”课为例 洪霞 20JSSZYB018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19“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以江苏旅游职业学院为例 朱敏 20JSSZYB019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20 新时代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研究 于锦绣 20JSSZYB20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21 新时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提升路径研究 黄晓龙 20JSSZYB21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22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陶德胜 20JSSZYB22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23 公共危机下高校思政课如何增强青年学生“制度自信”之路径研究 陈霁 、姜捷 20JSSZYB23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24 高职高专思政课线上教学亲和力的多维路径 王志平 20JSSZYB24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25 “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路径研究 周云 20JSSZYB25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26 新时代高职高专思政课与中学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研究 孙召路 20JSSZYB26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7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张黎 20JSSZYB27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28 高校思政课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的路径研究 金涛 20JSSZYB28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9 新时代高职高专《形势与政策》教学实效提升研究—以南京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为实证调研

高永沛 20JSSZYB29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0 新时代劳动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董志鸿 20JSSZYB30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1 抗“疫”育人元素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王晓梅 20JSSZYB31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32 “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路径与方法研究 苗秀娟 20JSSZYB32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33 新时代江苏高职院思政教师素养创优路径研究 钟然 20JSSZYB33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34 基于混合AR+VR技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中的应用研究  马涛 20JSSZYB34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35 新时代劳动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徐怀志 20JSSZYB35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36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针对性研究 夏梦 20JSSZYB36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37 新媒体营销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研究 黄衡 20JSSZYB37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8 苏州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改革现状与对策研究 姚家春 20JSSZYB38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39 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青年教师精准培训策略研究 钱伟均 20JSSZYB39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40 “抗疫”精神融入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路径研究 陈爽 20JSSZYB40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1 四维视角下“抗疫”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路径研究 赵文姬 20JSSZYB41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2 精准思维视域下的高职思政课有效课堂教学研究 吴霙雯 20JSSZYB42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3 新时代劳动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侯玉 20JSSZYB43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4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路径优化研究 黄磊 20JSSZYB44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5 新时代劳动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尚艳琼 20JSSZYB45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6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红色社团路径研究 徐瑾 20JSSZYB46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47 以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背景的高校思政课程开发研究——以苏州地区为例 顾恒 20JSSZYB47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8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政教师“情怀要深”涵育路径研究 魏娜 20JSSZYB48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9 “三教”改革视角下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课程建设探索 苏雷 20JSSZYB49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0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合研究 张东升 20JSSZYB50 应天职业技术学院

51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的途径探索  孙峰平 20JSSZYB51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52 新媒体环境下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式教学成效的路径与实践 马晖 20JSSZYB52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53 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技术应用研究 李岩 20JSSZYB53 扬州市职业大学

54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研究 张丹丹 20JSSZYB54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5 新时代城市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以“苏州精神”为例 孟庆彬 20JSSZYB55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6 高职院校思政课线上教学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彤彤 20JSSZYB56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7 新时代劳动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王再琦 20JSSZYB57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8
高职高专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色建设实践研究——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
张丽萍 20JSSZYB58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 基于新时代思政课教学的文化软实力提升路径研究 赵方园 20JSSZYB59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0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王晓庆 20JSSZYB6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1 协同推进各专业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机制研究 王增芬 20JSSZYB61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2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陈模 20JSSZYB6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3 新时代思政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合研究 丁旭峰 20JSSZYB63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4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课程思政面临的新挑战及对策研究 王万川、吉朝霞 20JSSZYB64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5 新时代劳动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景佥、徐晓梅 20JSSZYB65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6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融入专业教学实践路径研究 叶晓芸 20JSSZYB66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