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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入选论文公布

根据中国妇女研究会 2018 工作总结和 2019 年工作思

路，2019年年会主题确定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

女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国妇女十二大会议精神，聚

焦新时代党的妇女事业发展需要，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妇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积极推进妇女研究事

业创新发展”。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于今年 3月发出征文通

知，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年会论文。截至论文征集结束，共

收到来自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德国 1 所大学的投稿

344篇。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于 9月 24日召开论文筛选会，

请相关领域专家筛选出入选论文 174篇。现通过网络公布入选

论文目录，论文主要作者将受邀参加拟于 2019年底前召开的

2019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待会议具体日期确定后，研究会

办公室将向入选论文作者发出正式会议通知，请安排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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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参会。

中国妇女研究会感谢所有向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作者和

组织报送工作的单位！希望大家今后继续关注并积极参与中国

妇女研究会的各项工作！

如有问题，可与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联系。

联 系 人：高 倩

联系电话：010—65256630

附件：2019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入选论文目录

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

2019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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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入选论文目录
（按收到论文时间先后排序，共 174 篇）

序号 题 目 作者 单位/职称

1. 乡村振兴与中坚妇女——基于豫北 H村田野调查 李芳芳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2. 痛苦的催婚经历：现代社会家庭再生产的困境及其代际冲

突——基于一位待婚女青年的生命历程研究

王 阳

沈 忱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心研究

人员、讲师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团委、讲师

3. 斯里兰卡高校反性别暴力的实践探索与借鉴

武毅英

张 振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教育经

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4. 建国初期农村保教人员形象重塑与自我认同（1951-1960）
——以山东为个案的考察

朱丽丽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5.
“枫桥经验”背景下女检察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检察院“女检察官进村居

（社区）”活动为样本

山东省烟台市

莱山区人民检

察院课题组

（王永远、张

梅芝、张颖伟、

李华）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检察院



4

6.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政治信任和财富分配公平感 蒋亚丽 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7.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培养选拔妇女干部的历程与

经验

隋 悦

李 平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妇干校校长

吉林省师范大学妇委会主任

8. 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对环境法的变革 王紫零 中共广东省揭阳市委党校法学副教授

9. 社会变迁背景下妇女工作中的统一战线问题思考

——对安徽省妇联组织统一战线工作的梳理
丁 玉 安徽省妇女干部学校

10. 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妇女的生存发展

——基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启示
程铭莉 辽东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1. 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问题探讨 尹旦萍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2. 论家庭领域合理性别分工构建的原则与路径 潘 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教授

13.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农村外嫁女土地权益保障研究

——以相关纠纷的“类案不同判”为切入点
何越秀 浙江工商大学

14. 司马迁进步的女性观及其当代价值

——兼论《史记》中的女性美
张 萍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教师

15. 五四时期妇女运动的内容及其历史作用
薛 峰

马天放

辽宁大学讲师，组织员、团委书记

辽宁大学 2018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

16.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大陆女性形象呈现分析

——以微博为例

韩亚楠

刘凯文

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辽宁大学 2018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17. 新时代视角下妇女权益研究
赵湘雯

马伯一

辽宁大学助理研究员、教学秘书

辽宁大学 2018级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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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女性与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研讨 王 毅 著名军旅作家、诗人、词作家、军事文化专家

19. 中国生育保障 70年：回顾与前瞻 黄桂霞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20. 离婚解体的性别差异：新中国 70年的回顾与叙事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21. 新时代基层妇联组织角色与妇女工作创新研究
李鹏飞

王 晶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22. 家庭照料劳动与乡村高龄女性劳动力就业研究

——以成都乡村为例
沈茂英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3. 新时代陕西女性参与双创活动问题及对策研究 王晓楠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24. 论当代家庭领域性别分工矛盾化解的三重路径 潘 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教授

25. 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婚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来自湖南的实证
付 熙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

26. 中国生育保险制度 70年：成就、现状与展望

——基于全面二孩政策视阈
范世明 湖南女子学院

27. 家庭冷暴力量表的初步编制及评价 鄢 芳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

28. 六家网络媒体对“全面二孩”政策报道的性别传播研究

——以 2016-2018为例

张敬婕

邹 靓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传播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方向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29. 构建共享新时代男女教育平等的思考 毕 扬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30. 谁在生育二孩？ 陈 卫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31. “小女人”的大担当：弘扬真善美，指路“启明星”
——2018改革类电视剧女性形象考察

王 丽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副教授、美

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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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05年以来中国教育领域性别平等发展状况研究

赵 媛

唐文敏

龚 瞩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33. 文化自信与构建先进性别平等文化
孙艳红

张鹿鹿

吉林师范大学教授、吉林省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

吉林师范大学外语部讲师、博士

3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促进妇女就业的法律政策进展 杨 慧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3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研究——性别的视角
戴雪红

许春芳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江苏省妇联干部学院副研究员

36. 国内关于妇女参政研究的基本概况综述 罗佳佳 中共郴州市委党校

37. “羞耻心是不知羞耻的渊薮” ——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看性侵和家暴的社会心理根源
王佳鹏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38. 教育获得如何影响女性婚姻行为

—— 基于初婚年龄的分析

陈 杰

贾玉媛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39. “妇女”的边缘与重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反思视阈中妇女

解放话语的流变
陈 曦 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40. 从政策执行互适模型看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性别盲区 唐娅辉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41. 二孩政策开放后学龄前儿童父母亲职压力研究
陈羽双

周乐山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

湖南省妇女儿童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42. 近 10年性教育研究热点的共词聚类分析

陈羽双

赵 倩

周乐山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湖南省妇女儿童健康与发展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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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时代化问题 陈 英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44. 中国妇联改革政策变迁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董海军

许子妍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湖南省妇女学研究会副会

长、湖南省妇女儿童健康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学生

45. 促推湖南“全面二孩”政策效用释放的公共政策创新研究 王郁芳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

46. 中国女性参政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朱柏胜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

47. 当代女大学生参政意识的培——基于 X大学的调研分析 张玉婷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48. 经济增长时代中国职业女性地位变迁与现状 宋 茜 德国马克斯·韦伯学院博士研究生

49. 扬中“长江生态旅游岛”建设中的女性视角
段欢欢

吴 丹
江苏省扬中市妇联

50. 职业生涯发展理论视角下的新时代女性人才成长研究 徐惠红 江苏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51. 女性微信公众号的社会性别意识研究

——以《樱桃画报》为例

宋素红

许 佳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52. 走出书斋去健身

——以华南师大教职工健身协会为案例研究

许爱梅

吴 敏

牛晓梅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导

53. 苏联印记与 1950年代中国妇女社会生活述论 李从娜 湖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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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女性领导力内涵界定与优劣势分析 颜士梅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

55. 走向平等、民主与和睦

——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创建
刘晓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56. 略论建国七十年来党对妇女事业的领导

——以陕西省为例
张化芳 陕西省妇联

57. 女性低保受助者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致因 张 强
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58. 性别议题的媒体表达与提升国际话语权研究刍议 张敬婕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59. 代际合作育儿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基于育儿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分析

李兴睿

冯剑侠

四川省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与女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60. 论经济因素对婚姻关系的影响 辛 湲 黑龙江省妇女研究所研究员

61. 社会工作领域中性别比例现状及其思考 蔡丽峰 天津市格莱德心理咨询有限公司

62. 论《反家庭暴力法》对妇女权益保护措施的完善
于天池

夏雄伟

退役军人，博士，律师

河北唤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63. 儿女有别？中年子女养老孝道观的比较研究

甘雪慧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讲师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学院博导

64.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联外交工作回顾与展望 王红艳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mailto:shimeiya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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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汀州客家崇女风尚的宜家效应及其启示

——以严婆田村为例
陈桂蓉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66. 新时代的空间与困境：云南妇女在家庭与社区中的作用调

查

和红梅

计关琴

妙阳萍

朱 敏

李经才

欧晓鸥

赵 捷

崔文静

邹 霞

孙雪丹

黄燕林

杨静鸿

云南省妇联

云南省妇联

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67. 我国农村妇女脱贫政策与实践研究 李东风 华东交通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68. 提升女性主流媒体传播力 倡扬先进性别文化

——中国妇女报的探索与实践
禹 燕 中国妇女报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69.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女性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与

思考

余永跃

刘于兰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授、博

导，武汉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研究员，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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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性别比例政策 70年：构建女性参政积极的社会认同 周爱民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教授

71. 陕西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作用研究 魏红梅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

72. 新时代发挥妇女在社会与家庭中的独特作用 李海燕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妇联

73. 少数民族婆媳关系的个案工作介入研究

——以云南省 Z市M村白族婆媳为例

张 珍

祝平燕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74.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保障研究
尹华站

曹格格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75. 再组织化：让“隐形的翅膀” 在乡村展翅

曾东霞

叶瑞玲

罗炜钰

湖南科技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76. 促进妇女同胞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路径选择与长效机

制构建研究
黄快生 湖南女子学院

77. 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能力的提升

——基于湖南省近两万名妇女的调查研究
姜耀辉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

78. 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研究

——以湖南省 D镇为例

刘 艺

蔡 荣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79. 公平就业视野下生育保障法律制度完善探究
曹薇薇

黎 林
湖南大学法学院

80. 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江永女书文化研究 周红金 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

81.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当前中国妇女广场舞的群体行为 骆晓戈 湖南女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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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

——福建省妇联“妇女之家”的实践

吴宏洛

王杰森
福建师范大学

83. 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

李诗璇

郑逸芳

许佳贤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4. 建国 70年以来新华侨华人女性社会地位及发展调查研究

陈钦兰

刘以榕

赖彩凤

温 昊

游志强

张 友

华侨大学

85. 985高校女大学生压力发展特征的实证研究 陈秋燕 泉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86. 农村人口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性别分析

——基于 CGSS201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宇颖

许子宜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87. 性别平等观念与女性生育意愿 林彬彬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88. 个体化渗透下“女缘”何以可能？

——农村夸富宴仪式的民族志考察
严 静 福建师范大学

89. 随迁老人家庭代际关系研究——基于 F市个案分析 陈盛淦 福建江夏学院

90. 社会资本对女性创业意愿的影响

——基于 CGSS2015的实证分析

李聿财

郑逸芳

吴丽琼

福建农林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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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妇女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 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羿枝

杨思宇

郑逸芳

许佳贤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92. 性别差异视角下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研究

——以村民选举参与为例

皮婷婷

郑逸芳

许佳贤

卢海阳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93. 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动趋势研究

——基于 CGSS2008-2015数据分析

吴 洁

郑逸芳

许佳贤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94. 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关系伦理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肖慧欣 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95. 新时代女性医护人员家庭压力与情绪对医患关系的影响研

究

陈钦兰

游志强

杨 瑾

周乐婧

阮嘉欣

陈春琴

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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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建国 70年以来我国产业女工工作积极性影响因素研究

陈钦兰

吴梦瑶

杨 瑾

谢姝婷

史航宇

刘彩霞

华侨大学

97. 生活满意度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
王艳红 仰恩大学

98. 关于“互联网+”背景下女大学生创业融资问题的调研报告

——基于福建省高校调研数据

陈 颖

谢丽华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99. 中共福建省委妇女部的成立与闽西苏区妇女运动 张雪英 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

100.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特征 郭彩霞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101. 教育场域中母亲的文化资本再生产范式研究

——以福州市小升初为研究范围
林丽琴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妇女理论研究中心

102. 职业发展理论视阈下的女村官成长之路

——基于 F省 125个样本的深度分析
陈福英 福建省妇女干部学校

103. 关于未成年人性别安全保护工作机制研究

福建省三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

课题组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4. 莫让“行为令”成为空谈

——我国新民诉法行为保全适用的探析
黄 涛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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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合会组织的变迁

——以福州市标会为例
谢彤华 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科学院

106. 妇女在解除恋爱和婚姻关系后对抗男性暴力维权研究 邓 颖 中共武夷山市委党校

107.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难点问题及完善机制 林 琴 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人民法院

108. 家庭亲子互动的品质研究

——基于泉州市鲤城区 826份样本的分析

福建省泉州市

鲤城区妇联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妇联

109. 略论农村留守儿童毒品犯罪成因及防治进路

——以漳州市检察机关司法志愿者机制为蓝本

裴章艺

何 维
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检察院

110.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妇女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论

述——以漳州市为例
蔡秀碧 福建省漳州市妇联

111. 浅谈《反家庭暴力法》对中国女性婚姻家庭的影响

——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视角
李 芳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

112. 闽西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现状及对策研究
张 毅

陈阿卿

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

福建省龙岩市妇联

113. 非婚同居中女性权益的保护 陈剑英 福建省莆田市妇联

114. 婚姻家庭政策变化对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

——以仙游县为例
郑美娜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妇联

115.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困境及破解对策研究 陈晓娟 福建省漳州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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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寓性别意识于阅读、破偏见于微观

——开设《阅读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生课程二十载

嵇 敏

聂东苏

李晓洁

四川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研究生

四川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研究生

117. 子女抚育对城镇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性别差异的视角

周 蕾

李斯洋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118. 青少年人格培塑的家庭路径之反思 倪洪兰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硕导

江苏省社区发展研究会会长

江苏省妇女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119. 新中国妇女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发展和实践创新 刘小楠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

120. “虚构的”婆媳冲突——结构视角下的婆媳关系探析 梅 红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

121. 从集体主义迈向个体化体验：婚姻关系的世纪变革进程 张 莉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22. 吸收与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性学的发展脉络 胡晓红 东北师范大学

123.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广西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研究

——基于广西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问卷分析

赵迪琼

王云翠

广西妇女干部学校校长、教授

广西妇女干部学校教师

124. 社交货币化的身体呈现

——基于修图软件使用的访谈

杨立奇

余冰玥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25. 女性自媒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王 琴

周 翼
中国传媒大学

126. 七十年回眸，党领导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历史飞跃
金沙曼

田雅萍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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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家务劳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苏熠慧 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

128. 传承优良家风，助力民族复兴

——新时代习近平家风思想探析
张 违 江苏省徐州市妇联家庭与儿童部

129. 经济紧张对已婚妇女家暴经历的影响

——基于成都市的调查

郑 莉

徐小禾

刘艺璇

王 建

徐 睿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30. 人力资本、社会参与与非正规就业

——基于湖南省流动女性的调查分析
朱青梅 湖南师范大学

131. 决策行为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以领导干部为例
陈飞强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

132. 鼓励生育政策中的妇女权益保障研究 田 利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

133. 浙江省 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儿童早期教育服务

模式探索
石卷苗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134. 共意与联网：妇联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行动策略研究

——以 A县“美丽家庭”项目为例
贺华丽 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

135. 冷静期：为“冲动”离婚戴上“冷静”的法律辔头——以W法

院 2018年 8月至 2019年 6月的离婚案件为研究对象
李 洁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136. 论家事审判中心理评估机制的运用与完善
夏群佩

林 格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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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新中国成立 70年浙江妇女工作的经验研究 黄佩芳 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

138. 妇联组织发挥家庭教育指导作用初探

蔡仁燕

孙正武

黄丽娴

李 洁

黄崇来

丁小默

陈素萍

浙江省温州市妇联

139. “东海渔嫂”彰显巾帼风采 服务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刘永艺等

课题组

浙江省舟山市妇联

浙江省舟山市妇女研究会

140.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家事审判中的应用探析

——以 P法院家事审判改革为样本的研究
吴蓓蓓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法院

141. 浙江省反家庭暴力实施状况研究

李 娟

朱嘉玺

禹诗烨

梁懿格

西南政法大学讲师

西南政法大学 2017级本科生

西南政法大学 2017级本科生

西南政法大学 2017级本科生

142.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渔村社会变迁与渔村妇女地位的变化

——以舟山蚂蚁岛为例
于 洋 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

143. 新时代视野下舟山女性自组织成长途径探索 杜 岩 舟山市妇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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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新形势下如何就信教妇女开展妇联工作的路径分析

——以浙江省台州市信教妇女为例

王跃军

翁 青

李 萍

陈 杨

浙江省台州市妇联课题组

145. 基于胜任力模型看基层女性干部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方式

——对台州市 48名女性干部的调查
梁思琪 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党校

146.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理论与中国化思考 王 慧 台州学院

147. 全面二孩背景下妇女发展与家庭平衡协调机制与策略研究
吴 丹

赵 江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48. 偏离与矫正：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新规则

——以W市基层法院裁判数据为样本
朱成杰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149. 近 10年女性电影的研究变迁 刘 旸
中国人大传媒经济学博士人力资源双学士

中华女子学院新媒体教师

150. 乡村振兴与农村妇女发展

——基于山东潍坊杨家埠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调查

李琳娜

孙连宜

辛 仪

黄道菊

曹文文

韩 丹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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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中国性别发展指标的国际比较研究

包蕾萍

张 亮

刘汶蓉

刘承昊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

复旦大学

152.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重要论述的丰

富内涵
王 浩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53. 新时代高校妇联组织改革与工作机制创新 裴 笛
江苏师范大学妇联

江苏省徐州市妇联兼职副主席

154. 多重挤压：怒江傈僳族女性高等教育现状研究 陈业强 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教授

155. 新世纪女性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类型化格局与现实困境

李百晓

胡广丽

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南京艺

术学院艺术学博士

山东女子学院教务处副教授，清华大学哲学博士

156. 与纸片人谈恋爱：乙女类电子游戏对女性用户角色认同、

准社会关系与爱情观影响

孙源南

吴 玥

朱 宁

师晓炜

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本科生

157. 女子高校产学研融合现状分析

——以专利检索分析为视角
尹蕾蕾 山东女子学院

158. 改善高校贫困女生社会支持系统的行动研究

—— 以 SF学院为例

张静敏

栾 晓
山东女子学院

159.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建国以来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研究
赵莉萍 山东女子学院

160. 女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原因探析和教育对策研究 刘亭亭 山东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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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学术视野中的女性传媒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女性传媒工作者研究综述
董小菲 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162. 从被动卷入到社会自觉：贫困女性的减贫历程与经验反思 苏 海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

163. 对精准扶贫中民族地区农村妇女问题研究

——以辽宁省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新农村为例
马爱杰 大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64.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动向及其联动效应 阚 凯 大连医科大学法学系

165. 各省市吸引大学生留本地就业大环境下女大学生的就业需

求及对策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孙 茜 大连大学助理研究员

166. 提高“随迁”老年妇女群体社会参与研究

——以大连市为例
韩 琳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大连行政学院 大连市社会主义

学院），大连市妇女研究会

167. 新社会阶层女性文化需求差异与供给侧改革的途径
毕源红

张 震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大学

168. 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 完善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蒋燕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9. 群团改革背景下妇联执委的功能定位研究
许春芳

范思贤
江苏省妇联干部学院

170. 新中国 70年妇女参政的制度保障与实践 李 文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171. 新时代群团干部队伍建设改革的创新路径探讨

——以专挂兼相结合的妇联干部队伍建设改革为例
张永英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17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的女性参与 戚晓明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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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离婚损害赔偿法定事由的解释适用与价值取向

——兼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 869 条
郑锡龄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174. 留守儿童的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来自丽水青田的调查

郭军灵

施 闪
浙江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