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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评审专家组严格评审，市社科联第十五届社科课题资助评审

按期结束，现将结项项目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 日。公示期内，如有异

议，请向市社科联办公室反映，提供真实证据，本人真实姓名、工作

单位、联系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我办将予以严格保密）。受理后，将

查办并回复。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联系人：李军，电话：85683850。 

 

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9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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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助 

工业明星城打造中的常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钱明霞 常州工学院 

服务地方 融入业界：地方高校产教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谢金楼 常州工学院 

常州加快动能转换塑造高质量工业明星城市研究 包忠明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中外合作园区视阈下常州经济国际化水平提升研究 陈建忠 常州工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常州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田真平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调查和思考 蒋自平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下常州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研究 艾倩楠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区政合一的县域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常州高新区集成改革的评估 洪秋妹 常州工学院 

常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研究 吴英 常州工学院 

国际设计服务业推动常州市“工业明星城市”升级研究 严波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产业链视角下的常州市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协同工作机制研究 廖连莹 常州工学院 

区域协同背景下常州对接上海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任慧玲 常州工学院 

江苏省交通运输产业节能减排政策效应研究 曹国 常州工学院 

基于创新驱动视角下常州创新资源向科技企业集聚的路径研究 潘冬 江苏理工学院 

面向大运量与定制化的常州市绿色出行智慧化发展路径研究 张晓花 常州大学 

常州市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动态耦合研究 崔伟 江苏理工学院 

“中国制造 2025”常州信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 甘信华 常州工学院 

基于游客需求的常州高质量旅游明星城市塑造研究 米慧蓉 江苏理工学院 

城市管理中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策略研究 赵利娟 常州市武进区图书馆 

乡村振兴背景下常州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对策研究—以武进区雪堰镇为例 洪燕云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张晓亮 常州工学院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及对策研究 束惠萍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常州城市记忆重塑的地铁发展规划与文化融合研究 范辰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使用情境的社区生活垃圾投放管理策略研究——以常州为例 丁治中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融媒体时代常州旅游明星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印兴娣 常州工学院 

势、力、融：融媒体时代主流舆论传播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刘小刚 江苏理工学院 

艰苦奋斗的时代意蕴研究 陈春琳 江苏理工学院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常州元素”的传播及其策略研究 罗迪英 常州工学院 

新型全球化视野下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提高舆论引领力的难点与对策 张晓忠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大运河开放空间的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 王新军 常州工学院 

大运河常州段文化带建设研究 张伟芳 常州工学院 

六朝时期常州区域重要历史文化资源的整理与详释 边利丰 常州大学 

大运河与江南文脉关系略论——以江南绘画地域特征与现代演进为中心 朱亮亮 常州工学院 

常州籍著名学者方重翻译思想及译者行为研究 王丽媛 江苏理工学院 

词语理据与文化传承研究 张晓旭 江苏理工学院 

运河文化与常州旅游明星城市建设 金怡君 常州大学 

现代高职院校教育管理创新研究 蒋小明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打造“三大明星城市”背景下常州本地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 何雅琴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依法治国时代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研究 凌诚 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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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孤独感的现状、影响因素与干预研究—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 胡维芳 江苏理工学院 

新时代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慕课情境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 张明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项目 

运河文化与常州工业发展变迁研究 仝群旺 江苏理工学院 

高技能人才助推常州高质量发展研究 吕晓蕾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旅游明星城市建设背景下大运河文化旅游资源资源开发对策研究 彭后生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推进我市高质量工业明星城市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 谭志文 常州市财政会计学会 

常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陈杰 常州工学院 

常州乡村特色空间营造实践研究 徐莉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高质量发展的水平测度与策略研究 王献东 常州工学院 

“振兴乡村战略”背景下常州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裴琴娟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明星城建设背景下常州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查志刚 常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江苏理工学院 

文旅融合背景下南山竹海景区文创产品开发的研究 杭国金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推进产业链建设、加快常州战略性新材料产业发展研究 张宁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优化的政策体系构建研究 刘东皇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趋势及创新发展路径研究——以常州为例 陈丽 常州大学 

常州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测度及提升策略研究 张媛媛 江苏理工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常州孟河镇文化旅游业发展对策研究 王聪 江苏理工学院 

低碳经济视角下常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评价及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俞超 江苏理工学院 

关于我市脱贫攻坚的几点思考 盛建良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 

常州智慧人力资源超市建设研究 姜庆华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研究 晏小敏 常州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常州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张保伟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地方高校科研服务主体的需求与对策研究——以在常高校为例 刘燕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新零售业态下常州增强流通产业新动能研究 戴建平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城镇化进程中近郊农村的融合发展研究 周犀行 市委党校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常州市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路径研究 李夏玲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潘雪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区域创新视角下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创业环境的升级研究 李林芳 常州大学 

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解构与重构研究——以大运河常州段为例 陆敏 常州工学院 

深度旅游背景下运河文化与常州旅游明星城市建设研究 王素君 江苏理工学院 

从数字化程度看工业互联网的“落地”研究 金青 常州工学院 

苏澳合作园区先行先试发展研究 牟伟明 常州工学院 

持续推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常州加快建设长三角特色鲜明的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的路径与政策体系构建研究 
徐德力 常州工学院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对策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孙昱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质量管理明星城市建设背景下常州市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胡冬艳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基于 QCA 的常州产业升级影响因素研究 谢印成 江苏理工学院 

新时代在常高校审计工作创新和实现路径研究 彭士华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专精特新小巨人”导向下常州市中小制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提升研究 于斌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苏南地区城市居民深度休闲行为特征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刘松 常州工学院 

常州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基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视角 刘伯超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苏锡常大运河文化带手工艺类非遗媒体融合传播研究 邢丽梅 常州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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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健康养老产业发展中发挥医疗资源优势的研究和探索 陈宇宁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运河与常州城市文化研究 李寒 常州开放大学 

常州明清文化资源在高质量旅游明星城市打造中的价值与应用 华建铭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聚力打响“龙城店小二”金字招牌 金根 市委党校 

互联网思维下常州新能源汽车租赁模式及其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孟浩东 常州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彭飞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提升常州城市社区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策略研究 王国顺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从常州金东方颐养园的实践看文化养老的走势 沈成嵩 常州市武进区金东方颐养中心 

常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战略意义及突破路径研究 曾晨 常州大学 

新时代加强在常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张珍 江苏理工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常州农民生态文明教育研究 凌烨丽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市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问题与对策的调查研究 聂启元 常州工学院 

新时代提升常州大学生政治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 金博雅 江苏理工学院 

挖掘统战名人史料，深化统战文化研究——常州民进史料收集与利用的实践研究 孔祥峰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市智慧养老服务实践模式研究——以河海街道为例 李红芳 常州大学 

常州中小学教师职业状况调研报告 朱洪春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兴媒体“抖音”视频软件对学前儿童的影响及教育策略研究 杨晓岚 常州工学院 

新时代新生代民营企业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证研究 仲逸智 江苏理工学院 

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内涵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 杜雨佳 常州大学 

常州市全域旅游创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路径研究 彭苏秦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市“城乡夜景+N”旅游发展新模式研究 孔德敏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乡土文化在常州古镇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 杨艳 常州大学 

大运河文化带常州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朱琴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常州梳篦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何灿灿 江苏理工学院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大运河常州段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利用 王浩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运河沿岸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研究 张巧凤 常州工学院 

常州运河遗产与运河历史文化创意街区的融合发展路径 张衡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基于运河文化的常州城市品牌形象设计与提升战略研究 杨木生 江苏理工学院 

运河非遗视角下春节传统符号的传承应用研究 薛晓霞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古城形制与古运河变迁关系研究 周灵云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日本汉诗教育的内容及特征 丁秋娜 常州工学院 

ESP 需求分析理论视角下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全英教学模式研究——以《会计学原理》为例 赵茵 江苏理工学院 

博物馆对运河城市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对常州及周边地区的调研与思考 巢嫄 江苏理工学院 

《融入大运河文化带战略－做大做强常州大运河文化产业》课题 结题报告 李广锁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基于打造常州明星旅游城市定位下的红色文化传播设计研究 张珊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程树铭 江苏理工学院 

以常州为核心的“江南运河”溯源至常州圩墩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考 王继宗 常州市图书馆 

读图时代孟河医派的传播与传承研究：以纪录片《孟河医派》为考察中心 张丽芬 江苏理工学院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高校美育建设途径研究 丁奕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旅游国际形象研究——基于档案与语料分析 李雪花 常州工学院 

常州经开区百年工业企业遗存利用与工业游学开发研究 董长春 常州工学院 

意识形态维度下教师主动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张晓芳 常州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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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常州新能源汽车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的研究 张红党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红色基因融入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实践探索——以常州高校为研究对象 程伟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家园共育模式下幼儿教育影响研究 孙静 常州市中吴实验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邓玉真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学建构视阈下常州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朱迪 常州大学 

新时代背景下全民阅读之书香校园建设研究 沈芸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基于常州运河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研究 张志欣 常州工学院 

运河常州段“非遗”的活态传承与保护研究 方佳 常州开放大学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地方高校协同管理育人工作机制的构建 黄龙 常州大学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现代学徒制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许悦 江苏理工学院 

新形势下常州市“高职名城”建设问题及路径研究 孙健 江苏理工学院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的误区与对策 许晓星 江苏理工学院 

生源有效供给视角下普职融通劳动素质教育衔接 胡剑虹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立项项目 

新常态下“四新经济”发展路径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常州国家高新区发展探索 董谦 常州市电子学会 

非遗视角下常州勾吴时期城池格局之遗产唯一性的归纳与考证 李亚卿 常州工学院 

常州轨道交通与沿线商业联合开发前景研究 范燕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背景下的文化 IP 塑造——以常州青果巷为例 苏刚 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研究院 

全球价值链下常州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张秋玲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市战略新兴产业绿色协调发展的评价与对策研究 王影 常州大学 

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常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王秀梅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发展智慧经济推动工业转型升级路径与对策研究 张雪伍 江苏理工学院 

参与“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常州对外开放新格局研究 贠菲菲 市委党校 

乡村振兴战略下常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袁淑清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互联网助力常州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冷雪锋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市公众耕地保护意愿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郭鑫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以中外合作园区为引擎的常州经济国际化水平提升路径与对策研究 李艳平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策略研究 李双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行业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张超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中国制造 2025 背景下常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路径研究 蒋慧敏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经济在推动常州工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和路径研究 盛劲松 常州市博客文化研究会 

常州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融合研究 韩瑾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加快构建常州对外开放新格局研究 权家敏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战略研究 廖旭晖 常州工学院 

常州市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的路径研究 钱炳 常州工学院 

“全域旅游”背景下常州城市旅游形象研究 尹奎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运河五号”创意街区建设提升方案 刘贤仕 常州工学院 

商业银行支持地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研究 杨庆生 中国工商银行常州分行 

关于供销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季臻 市供销总社 

“一带一路”倡议下常州市外贸企业出口信用风险管理对策研究 陈利馥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及产业发展研究 蔡浩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提升医疗效率的 AI 在肿瘤领域应用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彭馨馨 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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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经济对常州市天然气装备制造业的启示和发展路径研究 张少瑜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智慧经济创新驱动常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刘健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民营企业对非投资产业园区建设模式研究 解薇 江苏理工学院 

基于工业互联网视角的常州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推进机制研究 杨永超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城际交通助推“上海经济圈”协同发展 李菲 常州交通技师学院 

工业明星城打造中的常州民营经济智力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李莉 常州工学院 

用好常泰通道建设机遇，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打造长三角中轴经济带的对策研究 涂朝连 江苏理工学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常州创意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奚玉龙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大型商业综合体公众应急行为评价体系研究 毕海普 常州大学 

常州构建预算绩效管理指标体系的研究 许珂 常州工学院 

常州运河沿线工业遗存保护与发展研究 王伟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大学科技园服务地方发展路径探究 宋佳羚 常州大学 

新时代常州建设长三角特色鲜明的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对策研究 陈鹏远 江苏理工学院 

“新常态”下提升常州市大学生创业能力及创业教育相关性研究 许星 江苏理工学院 

运河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研究——基于研学旅行视角 方静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市青年企业家创业逻辑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 徐勇飞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常州农村水环境污染的网格化治理研究 马海良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常州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 陈姝洁 常州大学 

扶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构建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研究 彭荷芳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及处理对策研究 周兰美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推进市级经营性土地统一开发 加强全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建议 谢仲凡 常州市财政局 

借轨道交通 1号线通车东风 打造常州公交都市靓丽名片——在常州轨道交通 1号线开通运营

前的思考 
杨洪全 常州市交通运输与物流协会 

吸引社会资本提质居家养老服务对策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童伟 江苏理工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常州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性研究 曹启龙 常州大学 

大数据背景下常州科研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机制研究 赵香芹 江苏理工学院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常州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王霞俊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大运河文化与常州旅游明星城市建设研究 刘加凤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客户需求的常州市中大型汽车服务企业 售后服务新模式研究 施颖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现状及对策研究 龚艳冰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以文铸魂、以文惠民、以文强村”——打造乡村文化共同体 启动乡村振兴新引擎 阴祥 常州大学 

落实长江大保护激发绿色新动能的财政政策思考——以常州公园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李军 常州市财政会计学会 

以大数据引领常州市智能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徐黎明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常州政府采购招投标代理机构选择机制研究 邬佳伟 常州工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常州农产品 流通模式的优化研究 朱苗绘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城市公园景观适老性建设研究 覃文勇 常州大学 

“勇争一流，耻为第二”常州精神的塑造研究报告 聂永欣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高效研发体系目标下常州新型研发机构分型建设策略研究 王斌 江苏理工学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参与社区养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糜红缨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常州建设全国一流智能制造名城研究 梁栋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背景下的领导评价行为分析 周国华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发展理念下常州市水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 张凯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倪焕敏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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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对策研究 蒋英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江苏省属高校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 C 高校优势学科建设专项为例 王鑫鑫 常州大学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及路径研究 刘波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理论生成与实践创新研究 尹毅 常州大学 

常州运河及其水系的道家与道教文化遗存研究 吴祥军 江苏理工学院 

实名制管理模式下建筑劳务用工转型发展策略研究 许明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生态发展视角下大运河常州段历史文化街区开发与常州城市文化建设的融合研究 赵玉娟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背景下常州市高职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现状与对策研究 王磊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及其旅游开发 朱小峰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市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策略研究 丁金淑 常州工学院 

全媒体时代社会正能量传播的校园视角研究 吴佳伟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振兴背景下常州乡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沈小平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话语能力的提升—常州高校思政课教师话语实效实证调研 张军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既有居住小区“适老化”改造实证研究 冷红卫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大运河城区段语言景观调查研究 殷娟 常州大学 

常州市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研究 乔志勇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健康医疗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李志鹏 常州大学 

文化记忆视域下的常州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 王博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地铁盈利模式研究 马兵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常州农村社区治理问题研究——以常州新北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

为例 
印富贵 常州工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 杨璐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全媒体时代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研究 付志荣 常州工学院 

日本养老“地域综合照护系统”的实践——兼论对常州的启示 周军 江苏理工学院 

新时代常州市主流意识形态现状及凝聚力引导力机制构建研究 张立梅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籍翻译名家与运河文化共生关系的历史考察 及其在建设旅游明星城市中的作用 杨焱 常州工学院 

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渊源研究 董遂强 江苏理工学院 

媒介融合 3.0 时代：基于场景视域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路径规划研究 周彤 常州工学院 

大数据时代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适用研究 郝泽愚 常州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常州工业化村镇建筑研究 孟龙飞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家谱堂号溯源——以常州图书馆所藏家谱为例 宋斌 江苏理工学院 

新时代地方高职院校融媒体一体化宣传平台建设研究 薛辉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深化国企党建绩效考评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李剑伟 
常州市企业党委书记工作研究会、中车戚墅堰

机车有限公司 

地方文化传承视域下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策略研究 陈雪华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运河带居住文化生态研究 蒋晓东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弘扬运河文化打造常州特色旅游城市发展研究 王栋臣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混合现实技术对常州三杰精神传承的可行性研究 夏娴 常州工学院 

高质量推进大运河常州段文化带建设研究 汪泽泓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打造常州“近悦远来”明星旅游城市的设计传播研究 代红阳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诗人喻凫诗歌研究 于士倬 常州工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中苏南地区乡村风貌分类设计方法研究 王堞凡 常州大学 

常州成语研究 莫彭龄 常州工学院 

基于运河文化的常州焦溪古村景观更新设计与研究 史洪 常州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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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乱针绣文化的传承与化生——以《止园图》为例 蒋苏苓 常州工学院 

运河文化传承视域中新时代常州社区文化建设实践研究 崔涛 常州工学院 

清初顺治间青果巷董氏四进士考述 王芳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图书馆促进区域经济特色发展的策略研究 周晖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运河文化带传统音乐舞蹈“非遗”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李凌燕 常州工学院 

常州运河历史文化街区的公共艺术设施设计研究 石运达 常州大学 

锡·戏·嬉——文化创意设计对常州锡剧艺术发展的促进策略研究 王小妍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传承与改良:常州望族庄氏家训研究 周焕卿 常州工学院 

基于《姑苏繁华图》的苏南运河城市景观设计与研究——以苏州阊门和常州焦溪街巷景观设

计为例 
张新荣 常州工学院 

医家之责任：王完白与常州卫生建设（1914-1932） 应焕强 常州市中医医院 

运河水养育的常州青果巷现代名人 赵贤德 江苏理工学院 

地名中的历史记忆——六朝历史文化资源的整理、详释与常州旅游明星城市的打造 李每佳 常州大学 

大运河常州段沿岸曲艺类非遗保护传承的“喜”与“忧” 刘廷新 常州工学院 

常州吟诵语音改革研究 金丽藻 常州工学院 

常州市古运河沿岸景观的更新设计 肖新华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在常企业产品商标命名及其外译研究 王丹 常州大学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吟诵”的传承与保护 陈良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基于常州运河文化传承的文创品牌驱动策略研究 刘菲菲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地方文献挖掘与整理研究 尚捷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名媛陆小曼文艺思想研究 岳芬 常州工学院 

常州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刘春玲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天宁寺梵呗唱诵的历史变迁及美学特征研究 郑隽逸 常州工学院 

苏轼《庄子祠堂记》辨伪的接受研究 华云刚 常州工学院 

苏轼、杨时常州祭祠的修建及分合研究 张武英 常州工学院 

关于新时代背景下加强高校美育工作的必然性及实施途径 钱峰 江苏理工学院 

大运河文化的影像叙事构建研究 彭伟 常州工学院 

体验视角下的常州段运河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万莉君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非遗文化走出国门存在的问题及路径研究 郭琳 江苏理工学院 

毗陵恽氏家风研究 朱炳国 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 

常州大运河文化带公示语的语言文化建设 唐兴红 常州工学院 

运河历史文化街区的环境图形设计研究 何玉莲 常州工学院 

常州焦溪古村南街南下塘民宅再生设计与研究 王继开 常州工学院 

赵元任语言学思想在其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李梁 常州工学院 

常州运河文化“再生”研究——工业遗产视角 孙莉 江苏理工学院 

“一带一路”视域下在常高职院校商务外语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庄玉兰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公交车体视觉设计与提升旅游城市品牌形象的对策研究 王志刚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中小学“运河文化”研学课程创建研究 王雅丽 常州工学院 

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研究——以常州部分高校为例 刘燕平 常州大学 

主流意识形态下网络失范行为干预研究 王华 常州大学 

智能制造背景下高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宋丽娜 江苏理工学院 

儿童戏剧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本土化实践 孙晓轲 常州工学院 

常州三杰红色文化宣讲的职教路径研究 李鸣楼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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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德育思想与大学生德育教育研究 吴新建 江苏理工学院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视域下常州市公共体育服务促进研究 赵慧娣 常州大学 

常州科教城大学生创业园“一园多区”模式的思考 江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职教路径研究——以常州留青竹刻为例 王运奇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研究 吕莉敏 江苏理工学院 

产教融合视角下职业院校教师科研素养提升的策略研究——以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为例 
商红桃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基于信息化产教融合新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蒋云波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常州市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研究 张冬梅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高校大学生在校期间体质健康状况跟踪研究 白杨 常州工学院 

新时代常州市健康活力城市高质量建设与发展研究 武俊昊 常州工学院 

常州市 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政策研究 张晶 常州工学院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信息技术与体育教育的融合与实践 张国猛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 SPOC 混合式学习模式的学习支持服务构建研究 王晓跃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省 46 所本科高校社科科研绩效静态评价研究 赵泳林 江苏理工学院 

高校生态教育的理据、路径和机理 韦庆昱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智慧校园建设创新研究 吴彦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深化高职院校招生改革，促进常州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程和平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路径研究——以常州大学城“校园贷”现象为例 潘峰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新形势下社区治理与常州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万媛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基于常州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 仲红俐 常州开放大学 

常州市二孩家庭教育需求调查研究 周冬梅 常州工学院 

中职生校园欺凌特点及其与青少年积极发展品质、校园氛围的关系 孔博鉴 江苏理工学院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究——以“常州三杰”精神为例 陈小霞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多元师资共同体建构研究 黄启发 江苏理工学院 

大数据视角下基于数据驱动的自适应学习研究——以常州市高校外语专业为对象 赵寅秋 常州工学院 

“健康常州”引领下常州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促进的路径研究 朱亚男 常州工学院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现状调查研究——以在常高校为例 仇志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市绿地与公共体育空间融合发展的协同路径研究 王纪信 常州大学 

健康常州背景下“体医融合”促进居民健康路径研究 刘江 江苏理工学院 

依托职业学校为小微企业短期培养机器人技能人才的实践研究 刘天宋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 马鼎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杨燕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常州高职青年教师核心能力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刘礼艳 江苏理工学院 

课程改革背景下常州市中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现状及策略研究 陆海空 江苏理工学院 

新时期常州市孝文化传播与提质策略调查研究 吴琦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生态视角下的常州市中小学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唐红英 常州大学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常州市农村转移劳动力 职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王志敏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对外开放新格局背景下来华留学生的饮食文化体系的构建 黄陈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