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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文件 
 

 

苏教关委〔2022〕11 号 

 

 

关于公布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 
优秀工作论文和调研报告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系统）关工委，各高等学校关工委：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

2022 年工作要点》，我委今年 3 月印发了《关于组织关工委优质

化建设均衡发展优秀工作论文和调研报告评选活动的通知》。各

地各高校按照要求，以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为指导，认真学习领会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关于推进全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优质化建设的意见》及省

厅办公室《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基本要求》，组织关工委

的工作团队或成员撰写并向我委推荐了一批工作论文和调研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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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委聘请了经验丰富、公道正派、水平较高的专家担任评委，

组建了普教系统、高等学校两个评审组。根据“紧密结合我省教

育系统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工作，理论与实践结合，有助于扎实有

序推进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要求，在专家评审基础上，经主

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盐城市教育局关工委徐国良的《仰望星

空，脚踏实地，再谱新篇》、扬州大学关工委金德明的《高校二

级学院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调研报告》等 34 篇获关工委

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优秀工作论文和调研报告一等奖；南京市六

合区教育系统关工委吴向洋的《明确方向，创新举措，全面推进

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关工委赵妍、高见

的《新时代高校二级学院关工委优质化建设路径探析》等 46 篇

获二等奖；另有 55 篇获三等奖。现予公布，并将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评选出的一等奖部分工作论文和调研报告，将传送给各

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关工委和高校关工委，供学习借鉴，

交流推广。 

 

附件：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优秀工作论文和调研报告

评选获奖名单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 

2022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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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优秀 
工作论文和调研报告评选获奖名单 

 

一等奖 

 

普教系统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再谱新篇（盐城市教育局关工委

 徐国良） 

2 .区域教育系统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南京市建邺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唐德海） 

3 .精确定位，精心部署，精准发力积极稳妥推进教育系统关

工委优质化建设（宜兴市教育局关工委  万汉良） 

4 .常态化求厚度 优质化增效度 （丹阳市教育局关工委 马

宇凯） 

5 .由关工委优质化建设试点的实践谈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

的几点思考（无锡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张志新） 

6 .新时代中小学关工委优质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常州市天

宁区教育局关工委 薛敏 陆梅芳） 

7 .以优质化建设为契机，全面提升关工委工作 （ 南京市江

宁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芮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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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用互联网思维，建好网上关工委，实现优质化均衡（

 苏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李红云） 

9 .基层教育关工委优质化均衡发展主要问题及对策（淮安市

淮阴区教体局关工委 齐国敬） 

10.夯基础  促均衡  创优质—— 区域关工委优质化建设

的实践与思考（扬州市江都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张 晋 任天稳） 

11.重基础，抓均衡，有序推进优质化建设 （南京市鼓楼

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谢春生） 

12.试论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工作的三大着力点（丰县教育局

关工委 侯  玲） 

13.抱团联盟，为高水平均衡化发展提档加速（常熟市教育

局关工委 陶振环） 

14.基于新时代背景下的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思考

和实践（昆山市教育局关工委 陆金福） 

15. 踔厉奋发启新程 笃行不殆续华章（ 盐城市教育局关

工委 刘如山） 

16.优质均衡，重在做真做实（扬中市教育局关工委 丁 基

宏） 

17.运用“六字诀”，推动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靖江市教育

局关工委 黄继鑫 周竹青 ） 

18.优化“五老”机制 培育时代新人（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

关工委 朱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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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党的故事（苏州市吴江区教育局关工

委 俞弘声 颜桂珍） 

20.关于区域关工委优质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苏州市相城

区教育局关工委  张炳元 殷骥） 

21.学习贯彻“两办”《意见》 促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

发展（镇江市丹徒区教育局关工委 徐润福） 

22.紧紧握住总开关 推进优质化均衡发展（宿迁市宿城区教

育局关工委 刘继武） 

高等学校：  

1 .高校二级学院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调研报告——

以扬州大学关工委优质化建设三个试点学院为例（扬州大学 金

德明） 

2 .新时代高校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环  周琳  丁秀东  丁荣茂 ） 

3 .关于高校关工委优质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江南大学关工

委） 

4 .完善“党建带关建”长效机制  促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

衡发展（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明） 

5 .全面提升组织力  强力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

（中国矿业大学关工委） 

6 .立足基层  夯实基础  扎实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 苏

州大学 吴俊生  徐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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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红色鲁艺润泽初心 三代师表铸魂育人（盐城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颜婷婷） 

8 .提高认识，明确任务，扎实推进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

 （南京林业大学 赵林） 

9 .高校关工委工作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江

苏大学 董国军） 

10.新时代高校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路径探究（无锡

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沈煜） 

11.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路径探析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匡璟宇  郝丹 ） 

12.全面做好高校新时代关工委工作必须认识上再深化、实

践上再融入（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张春） 

 

二等奖 

 

普教系统 

1 .明确方向 创新举措 全面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

展（南京市六合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吴向洋 ） 

2 .高度重视,主动作为，促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取得新实效

（徐州市泉山区教育局关工委 张广建） 

3 .县域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海安市教体局关

工委 孙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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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显特色，铸品牌，稳步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工程（ 连

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关工委  单卿之 ） 

5 .基层教育关工委服务青少年情况调研报告（ 淮安市教育

关工委  陈东勤 ） 

6 .以党建带关建不断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 金

湖县教体局关工委 邹  峰） 

7 .加强基层建设  促进均衡发展（盱眙县教体局关工委李  

杰） 

8 .以重要回信领航 切实加强新时代关工委工作（淮安市淮

安区教体局关工委 陆恒树） 

9 .县域教育系统关工委优质化建设路径探析（高邮市教育系

统关工委 陆顺斌） 

10.县域教育系统关工委优质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句容市

教育局关工委 滕秀平） 

11.关于锡山区中小学关工委工作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调

研报告（无锡市锡山区教育局 过小健） 

12. 新冠疫情对关工委优质均衡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常

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张曾镒） 

13.海州区教育系统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调查分析

（连云港市海州区教育局关工委  张  竟） 

14. 教育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思路初探（盐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徐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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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准确把握学校关工委工作的参与角色（ 南京市玄武区

教育系统关工委  喻新元） 

16.对标找差再出发 扎实推进中小学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

衡发展（南京市雨花台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盛云生） 

17.发挥“五老”优势 践行初心使命 助力教育关工委优质

化建设均衡发展（新沂市教育局关工委  刘健 ） 

18.从小事做起 把大事干成（邳州市教育局关工委 朱化臣） 

19.注重特色，突出均衡，做好教育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工作

（灌云县教育局关工委 王发渠） 

20.强化领导是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关键 （淮安市

洪泽区教育工委、教体局 胡国生） 

21.压实主体责任  坚持均衡发展（盐城市亭湖区教育系统

关工委  袁业斌） 

22.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需要三个“至关重要”来支

撑（东台市教育局关工委  杨  健） 

23.创建实践与思考（兴化市教育局关工委  沈祝春） 

24.夯实关工基础  助力“幸福教育”（泰州市海陵区教育局

关工委 乔青山） 

25.扛起使命担当 赋能优质内涵（ 宿迁市宿豫区教育局关

工委 吴良秀） 

26.沛县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调研报告（沛县教育局关工委  

吴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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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夯实基础，推进优质化工作（苏州工业园区教育关工委

 邓荣男） 

28.扬优势特长，助五老发“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

衡发展的“五老”作用发挥（射阳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裴加龙） 

29.注重剖解队伍发展难题（射阳县教育系统关工委 季书琪） 

高等学校 

1 .新时代高校二级学院关工委优质化建设路径探析——以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为例（南京师范大学 赵妍 高见） 

2 .省属公安本科院校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均衡发展”的思考

与实践（江苏警官学院 彭耀春  陈进） 

3 .江苏高校关工委优质化建设推荐路径研究（ 南京工业职

业技术大学 周慧） 

4 .坚持主导有力  发挥主体优势  为扎实推进高校关工委

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赋能发力——扬州大学关工委协同推进优

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理性思考 （扬州大学 生永明） 

5 .基于“三全育人”框架下高职院校关工委优质化均衡发展

路径探究（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郭崇嵩） 

6 .踔厉奋进 笃行不怠 不断探索我校关工委优质化均衡发

展（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曹钧尧） 

7 .发挥“五老”作用，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江

苏护理职业学院 孙晓梅） 

8 .关工路上与艺同行谱新篇（南京艺术学院 洪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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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夯实基础，完善机制，推动关工委优质化均衡发展（ 南

京晓庄学院 李根） 

10.全面发动壮大队伍（ 江南大学关工委） 

11.高职院校关工委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分析（江

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李明金  吴磊  徐家林 ） 

12.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坚持不懈做好关工委工作 （南京理

工大学 王大勇） 

13.金坛仙姑村红色教育基地平台建设调研 （常州大学 王

凯全） 

14.浅谈新形势下高校关工委工作优质化的几点思考（苏州

科技大学 高为） 

15.科学规划、精准赋能，推进二级学院关工委工作深入发

展——高校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建设的探索与思考（江苏

大学 庄蕾 ） 

16.扎实抓住一个“融”字  关工委工作卓有成效（南通科

技职业学院 陈广德） 

17.“四赢”“四养”——高职院校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

展的实践探索（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郭冬梅） 

 

三等奖 

 

普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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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细化标准 创设平台 稳步推进 （ 南京市溧水区教育系

统关工委 张德清） 

2 .求真务实 突出重点 努力提升关工委建设水平（南京市高

淳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王桂木） 

3 .融入红色资源  助推优质化均衡发展（常州市金坛区教

育关工委 储优君） 

4 .常州经开区教育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调研报告

（常州市经开区教育局关工委 顾晓仙） 

5 .让“讲师团”成为赓续红色血脉的生力军（张家港市教育

局关工委 陈爱度） 

6 .关于对我区基层学校关工委优质化建的调研报告 （苏州

市相城区教育局关工委  张炳元） 

7 .教育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调研报告（ 盐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徐东琪） 

8 .关心下一代，牵手向未来（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关工委

 吴  剑） 

9 .扎实工作重实效，发挥优势创特色 （苏州市吴中区教育

局关工委 张泽民） 

10.挖掘古城教育资源，促进优质均衡发展 （苏州市姑苏

区教体和文旅委关工委 蒯翃 ） 

11.促优质均衡发展  主角重心在指导（南通市通州区教体

局关工委 丁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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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工委优质化创建的如东实践 （如东县教体局关工委 

施东辉 薛仲飞 ） 

13.彰显特色 发挥余热（ 南通市崇川区唐闸小学关工委  

陈  锡） 

14.坚持立德树人正确方向，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连云

港市龙河中心小学 杨  健） 

15.抓关键点促全面提升 以优质化达均衡发展（盐城市亭湖

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王兴军） 

16.扬长避短，取得优质均衡新成效（无锡市惠山区教育系

统关工委 许燕云） 

17.扎实有序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运河高等师

范学校关工委  吕立言） 

18.利用优势 形成特色 推动优质均衡发展 （连云港市宿

城中心小学  谢  琴） 

19.“双减”背景下关工委应有更大作为（江苏省镇江中学

附属初中 马正汉） 

20.携手共育，勠力同行 （常州市钟楼区教育局关工委  

王振清） 

21.均衡发展 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南京市浦口区教育系

统关工委 钱修俊） 

22.紧抓常态特色，促进优质均衡 （ 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

关工委 王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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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用“心”鼓风帆 助“舟”破浪行（太仓市教育局关工委

 吴国梁） 

24.关于清江浦区中小学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调研

报告（淮安市清江浦区教体局关工委  黄晓国 ） 

25.盐都区教育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调研报告（盐城

市盐都区教育局关工委 姚金发） 

26.聚力优质化均衡发展 奋力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新跨越（

 盐城市大丰区教育局关工委 赵  玲） 

27.弘扬优良传统，助力师生发展 （丹阳市实验小学 蒋

红军） 

28.落实“党建带关建”工作机制  提高关心下一代工作水

平（镇江市中华路小学关工委、镇江市润州区教育局关工委 刘

素芸  潘建元） 

29. 优质均衡化创建工作的思考（ 南京市栖霞区教育系统

关工委  余其明） 

30.新北区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的实践和思考（常州

市新北区教育关工委  秦琳） 

31.凝聚关爱 智慧育人（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三附属小学

关工委  邓芸芸） 

32.建立联动教育 有效支持学校教育（ 镇江市大港中心

小学 赵莹） 

33.用情关爱下一代，砥砺创新再出发（无锡市藕塘中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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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关工委 李  华） 

34.小学生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途径研究（ 连云港华杰实

验学校  孙  悦） 

35.“三全育人”视域下关工委提升工作探索与实践（连云

港市西苑中学 徐璇璇） 

高等学校 

1 .关工委在高职学生团体中发挥育人作用的思考（无锡职业

技术学院 刘雄） 

2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关工委工作实践与创新

研究（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江国云  刘露） 

3 .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新人感悟（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刘亚峰） 

4 .以融带建  以建促创  共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蒋文嵘） 

5 .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研报告（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张春） 

6 .以研促优，推动关工委优质化建设稳步向前 （ 江苏护理

职业学院 程慧） 

7 .关工委优质化建设调研报告（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曹培芳） 

8 .调研把脉，精准思想关爱（南京农业大学  邓昭春） 

9 .见微知著----略论代际沟通模式变更所能带来的高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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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工作优质化均衡发展（南京邮电大学  王晶） 

10.关工委在医学人才培养中的育人实践研究（南京医科大

学 张鸿来  龙星  高丽 ） 

11.南京体育学院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工作汇报（南

京体育学院 汤岩  孙加猛 ） 

12.充分发挥关工委老同志在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育人作用（金陵科技学院 赵宁   聂钰石 ） 

13.关工委工作融入师范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策

略研究（常熟理工学院 李佳胜  陈清森  王菊艳） 

14.聚力人才培养  构建“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关工

委（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凌月莲） 

15.“硬指标”筑牢基层，“重均衡”完善机制，续写关工委

优质化建设均衡发展新篇章（南京林业大学 陈汝雅） 

16.高校关工委融入大学生就业工作路径研究（常州大学

 顾晗） 

17.坚持立德树人  助力“课程思政”建设 （苏州科技大

学关工委） 

18.高职院校关工委助力精准扶志之“养心”行动的思考与

实践（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郭冬梅） 

19.关于我校学生劳动教育状况调研报告（ 盐城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城市管理学院关工委） 

20.寻访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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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