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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南大学 韦雪艳

犬儒态度与大学生学业倦怠的关系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udent cynicism and student
burnout）

Psychological Reports:
Employment Psychology &

Marketing

2 江苏大学 王宝玺 19世纪英国大学制度变革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3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金爱国
孙启香

专业创业教育创新育人新模式——以农牧
专业为例

中国文史出版社

1 常州大学 鲁武霞
职业教育的阶梯：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

衔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蒋新萍 高职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现状与对策分析 《职业技术教育》

3 南京邮电大学 葛  敏
理性、被理性与网络行为的行而不思——

大学生党员网络舆论道德的价值反思
《江苏高教》

4 南京邮电大学 李  峻
“生源红利”消退背景下的地方新建本科

院校发展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5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朱建东 数字化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现代出版社

6 苏州大学 付亦宁 本科生深层学习过程及教学策略研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

7 苏州大学 金薇吟
导师学院：生成因·功能质·机制群——

以哲学视角观照苏州大学的实践探索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8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冯  瑞
孙  建

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开发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 盐城师范学院 郭雷振 美国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10 扬州大学 刘  佳
复杂性试域中的教育政策运行研究——以

高校资助政策为例
南京大学出版社

1 常州大学 周继良
法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历史嬗变与价值

追求——基于中世纪至2013年的分析
《教育研究》

2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王志敏

高职院校英语教师专业成长的个案剖析与
叙事研究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
程项目成果

3 常州工学院 赵振杰 当代中国大学师生关系管理探析 《教师教育研究》

4 河海大学 徐晓龙
开放式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建设与

探索
《实验技术与管理》

5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吴  玲
合作学习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

运用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6 淮阴师范学院 伍红林 论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因缘” 《高等教育研究》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2015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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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南大学 周  萍 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8 江南大学 杜芳芳
基于问题的跨学科学习：高校本科教学的

改革路向
《高教探索》

9 江南大学 刘径言
高校教师教育者的专业成长：特征、困境

与路径
《教师教育》

10 江南大学 杨启光
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家庭参与：背

景、影响及领导力策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

11 江苏大学 韦  岚 社会转型视阈下的个体自我认同研究 漓江出版社

12 江苏大学 张忠华 承传与超越：当代德育理论发展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

13 江苏大学
石  祥
李宏刚

卓越工程师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理
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江苏大学出版社

14 江苏大学
申  彦
樊茗玥

关联案例平台的实现及在MIS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

《中国远程教育》

15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周  静
工业4.0背景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及培养

路径探析
《航海职业教育》

16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晓琴
刘红明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17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朱铁壁
张红霞

高校分类新思考:知识生产与学生学习双
重视角

《高等教育研究》

18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凤云
文化管理：高职院校管理的新趋势与新境

界
《职教论坛》

19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任熊
杨财根

引进第三方评价：高职毕业设计（论文）
改革研究——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职教论坛》

20 江苏开放大学
唐金土
马良生

建设新型大学——江苏开放大学的实践与
探索

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

21 江苏开放大学 杨  濯
高职院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构建的基础及

有效策略
《职业技术教育》

22 江苏科技大学 金  辉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高校教师教育博客知

识共享意愿研究
《管理学报》

23 江苏科技大学
尹  洁
徐  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青年化实证研究 《教育评论》

24 江苏理工学院 殷常鸿 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价值审视与建构 《现代教育技术》

25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黄晓燕
基于岗位能力需求的高职康复治疗技术专

业隐性课程体系构建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6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海门分院
崔志钰

追寻一种有规则的自由——错位发展视野
下微型游戏项目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7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郑  义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质教育研究与实践
——基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调查与思考

院级教育教学改革重点课题
研究成果

28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厉  浩
高校招生考试满意度指数的测试模型与实

证分析
《统计与决策》

29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院
邵  政

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路
径研究

《江苏高教》

30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苏小兰 论大学生英语言语中礼貌的认知性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31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钱  红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江苏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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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陵科技学院
薛  涛
王书明
李  园

工程建设信息化人才培养的对策研究——
以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为例

《现代教育技术》

33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李明高

三“术”共生：学科教学论课程教学的应
然追寻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

34 南京工程学院 张晓煜
江苏自学考试“专接本”课程与教学研究
——基于对“专接本”学生的问卷调查

《江苏高教》

35 南京理工大学 戚  湧 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模式与效率评价研究 《中国软科学》

36 南京理工大学 季卫兵 美国大学教师发展的导向及其启示 《江苏高教》

37 南京林业大学
周统建
刘奕琳
高江勇

农林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目标与诉求的思考 《中国高等教育》

38 南京林业大学 吴菱蓉
生态视角下高校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

39 南京师范大学 杨  靖 爱默生教育思想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40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庞  佳 特殊儿童舞动治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1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王培峰 特殊教育政策：正义及其局限 南京大学出版社

42 南京晓庄学院
蔡华健
曹慧英

高等教育新常态下的教师教育：挑战、机
遇和发展路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

43 南京晓庄学院 龙  琪 美国大学生学习影响力模型述评 《复旦教育论坛》

4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庆峰
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探究——

以常熟理工学院为例
《中国高教研究》

45 南京医科大学 黄睿彦 我国综合性大学医学课程设置研究 北京燕山出版社

46 南京医科大学 黄华兴 外科学题库建设及试卷分析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47 南京邮电大学 宋振超
信息化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

究
中国书籍出版社

48 南京邮电大学 刘永贵 大学信息化体制机制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49 南京中医药大学 王耀帅
书院模式下中医药学生课外阅读的教学实
践与思考——以指导学生研读《中医杂志

》为例
《中医杂志》

50 南通大学 陆俊杰 法治视阈大学内部规范的实效性 《复旦教育论坛》

51 三江学院
黄安永
郑  毅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民办教育研究》

52 三江学院 王蔷馨
新形势下民办高校教学管理“内涵式”发

展与思路转变
《江苏高教》

53 沙洲职业工学院 陈在铁
3+3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建设机制创新研

究与实践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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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苏州大学 黄水林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治安保卫工作机构和人
员之研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

南联合大学为例
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

55
苏州高博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
任  艳

浅谈工作室教学模式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实
训中的应用

《课程教育研究》

56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吕和武 美国对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干预及启示 体育文化导刊

57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祥金
现代学徒制及其在酒店一线蓝领培养中的
试点实践——以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58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

学院
李  方

高职院校玩具设计专业校企合作开发项目
课程研究

《设计》

59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解  鹏
高职院教师工作满意度及激励策略的调查

研究
《江苏高教》

60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桂香
蒋凤昌

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实训项
目开发研究

《职教论坛》

61
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委
员会/南京理工大学

朱  萍
施信疑

借助信息化平台整合来华留学生管理业务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62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周桂瑾
俞  林

应用型本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提升策
略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63 宿迁学院文理学院
夏  飞
高  燕

内源与外源发展：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博
弈

《中国教育学刊》

64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  强
基于通用能力培养的高职院校课程模式研

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65 盐城工学院 包雅玮
刍论高校学生党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联动创新
《理论导刊》

66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浦  毅
高职“机械制图与CAD”课程教学改革与

实践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67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张玉红
高职《妇产科护理》翻转课堂的实施与效

果评价
《护理学杂志》

68 扬州大学 刘  华
理实并重及理实融通——高职本科专业课

程的开发准则
《教育发展研究》

69 扬州大学 刘长平 开放课程视阈下的大学生手机应用管理 《中国大学教学》

70 扬州大学 徐  明 以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性教学新探索 《中国教育学刊》

71 扬州大学 张清 推进合作式教学 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中国大学学报》

72 扬州大学
周骥平
张惠芹
周  俊

高校实验室管理效能体系的设计探讨 《实验室技术与管理》

73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  华 大数据时代下的高职变革和教师发展 《中国成人教育》

74 扬州市职业大学 金  奇 从“美德即知识”到“美德即资本”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教育科学）》

75 扬州市职业大学 陈郁青
高职重点专业群耦合式产学研合作教育体

系的探索与实践
《教育与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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