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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社科基金教育学专项 2022 年课题拟立项名单
序号 课题编号 名称 类别 学科 申报人 申报单位

1 JJ228293
基于生态文明教育的英语师范专业“四维生态”
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省级重点资助 高等教育 宁云中 湖南文理学院

2 JJ228334
“差序格局”理论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育
范式研究

省级重点资助 职业教育 唐小艳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

技术学院

3 JJ226740
从“幼有所育”到“幼有优育”：湖南省农村地
区普惠性学前教育质量评估及提升研究

省级重点资助 基础教育 康丹 湖南师范大学

4 JJ226529
学习状态智能监控与自适应学习空间模型构建研
究

省级重点资助 教育信息技术 曾明星 吉首大学

5 JJ228691 百年湖南学校音乐教育史 省级重点资助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
廖小芒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6 JJ225997 16 世纪-19 世纪中医知识的正典与价值形成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高等教育 许盈 湖南中医药大学

7 JJ228148
中国文化身份认同视域下外语课程思政创新模式
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高等教育 朱莉华 湖南工商大学

8 JJ226908
习近平关于学校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伦理意蕴及
价值意义

省级一般资助 高等教育 苏玲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9 JJ227454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潜在课程建设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高等教育 李忆华 南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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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J226830 基于感觉统合的婴幼儿亲子舞蹈课程开发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高等教育 刘薇珊 湖南女子学院

11 JJ225881
跟习课堂：新医科背景下中医护理人才培养新模
式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高等教育 陈红涛 湖南中医药大学

12 JJ229060 新文科视角下宋代书院价值及其实现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高等教育 侯承相 长沙理工大学

13 JJ229273 中医药方向跨文化交际多模态案例教学模式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高等教育 丁颖 湖南中医药大学

14 JJ228846
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困境与
政策创新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职业教育 钟昌振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15 JJ227968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教学团队建设：基于校企
人员双向流动的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职业教育 王运宏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16 JJ229552
"楚怡精神"背景下湖南职业教育专业集群和产业
集群耦合发展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职业教育 杜丽茶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

技术学院

17 JJ226968
高等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体系开发设计研
究

省级一般资助 职业教育 隆平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

学院

18 JJ227327
乡村振兴战略下职业教育提升农村相对贫困群体
就业创业能力的绩效评价和优化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职业教育 周峻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

学院

19 JJ220173
乡村振兴战略下湖南省涉农高职学生创业驱动因
素与政策引导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职业教育 戴园园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20 JJ227699 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职业教育支撑体系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职业教育 乐乐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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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J226707
乡村振兴战略下湘中地区乡村教师精准培养机制
及路径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基础教育 刘黎明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22 JJ229631 新生代乡村教师的地方认同与融入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基础教育 刘小兰 衡阳师范学院

23 JJ228977
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我国学前教育学学术体系研
究

省级一般资助 基础教育 赵南 长沙师范学院

24 JJ227911 湖南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优化的循证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基础教育 王玉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25 JJ228903
基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托育机构教育质量评价研
究

省级一般资助 基础教育 曾珍 怀化学院

26 JJ228919
数字化保护视域下非遗巴陵戏在高校设计类课程
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
李思 湖南理工学院

27 JJ228578
“三全育人”理念下湖南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学生
政治认同提升机制创新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民族教育 邓力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

学院

28 JJ229850 高校内地西藏班师范生音乐美育课程建设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民族教育 潘丽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29 JJ228015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
胜任力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教育心理 张微 邵阳学院

30 JJ229467
湖南省幼儿园课程改革成效的口述史研究
（1981-2022）

省级一般资助
教育基本理论
和教育史研究

曹磊 长沙师范学院

31 JJ220186 百年中国警察教育课程发展史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教育基本理论
和教育史

范瑛 湖南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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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JJ227872
促进“四链衔接”的高职院校产教融合长效机制
构建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教育发展战略 戴联华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

技术学院

33 JJ229317 地方高校军民融合共生溢价机制及策略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国防军事教育 刘钢 湖南理工学院

34 JJ226964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德育研究 刘正华
长沙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

35 JJ227574
高校在线课程“课程思政”建设中面临的挑战与
应对策略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德育 蔡龙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