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江南大学委员会
江大委宣〔2018〕1 号

关于表彰 2017 年度江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优秀成果的决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将教育
部“2017 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专项工作总体方案”落
到实处，学校印发了《2017 年江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活动方案》
，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了系列实践教学活动，期间
涌现出了一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果先进典型，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得到增强。
为巩固和深化有关实践教学成果，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再上
新台阶，决定授予法学院《公众生态文明意识调研分析》等 11 篇
调研报告暑期调研项目优秀成果；授予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浅
论善是否普遍存在》等 49 篇文章读书征文活动优秀成果。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学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积极参加思想政
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切实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果
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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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7 年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优秀成果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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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优秀成果名单
暑期调研项目优秀成果
一等奖：
（2 项）
法学院

余芸 宋一楠 李二龙 唐琳红 徐滢朝 朱浩天
公众生态文明意识调研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商学院

钱超 王冬冬 夏璐
整合企业家资源，促进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
——以江南大学“企业家辅导员”项目为例
二等奖（3 项）

食品学院

杨培 杨晗婕 张凯强 褚源 刘维聪
消费者安全食品选择的决策行为调查研究

外国语学院 袁正睿 张林薇 陈钰冰
无锡公众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
商学院

于露 刘明瑞 贾少卿 吴中豪 赵家艺 时蕾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案例调查
三等奖（6 项）

食品学院

黄丹蓝 刘思宇 王綦 陈慧 姚建萍
惠山泥人传承的问题及对策调研报告

外国语学院 白雪佳 冯君 钱美岐 何玉凤 李之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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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调查研究
食品学院

刘宇轩 杨雪 夏远芳 钱玮珂 许润芝
如何推进“互联网+党建”研究

法学院

王小凤 刘小英 刘国华
乡村红白喜事的礼金泥潭调查与分析

人文学院

姚蔼容 王艺 骆启蓉 王璐 郑梦欣
城镇化进程中非商业化旅游景点开发调查研究
——以无锡经验为例

外国语学院 靳琳晓 刘瑶瑶 万康琪 周沛兴
江苏省传统文化资源与廉政文化建设调查研究

“品读经典 认识社会”读书征文活动优秀成果
一等奖：
（8 篇）
环工 1601 张义康

浅论善是否普遍存在—读《西方哲学史》有感

社工 1602 袁媛

制度和文化的共同力量对于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性
—读刘瑜《厨房政治》有感

社工 1603 方越

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非理性扩张与规制
—读《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数艺 1602 周薇

不要忽略每一声“呢喃”
—读《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有感

法学 1603 龚书凝

从约翰·密尔《论自由》看自由的价值与边界

汉语 1601 商珺恬

自我意识的独立存在性
—《你的第一本哲学书》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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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 1601 马素雅

《苏菲的世界》中苏格拉底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异同

工商 1601 焦圣雅

解读马克思密码—读《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有感
二等奖：
（17 篇）

环工 1601 胡贤达

一本书 一种智慧—《寂静的春天》读书报告

工商 1601 朱明杰

论抱怨的后果及为何抱怨成瘾
—《不抱怨的世界》读书笔记

国贸 1603 周凡

读经典习思考—读《黑暗时代的人们》

社工 1603 于柳

让鸟鸣重新响起—《寂静的春天》读书报告

汉语 1602 徐苑

读《理想国》—从柏拉图妇女观说开去

工商 1601 黎玉婷

恩格斯看待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感想

社工 1601 李淑婷

自由的内容与界限—读约翰·密尔《论自由》有感

法学 1602 孙俊

哲学视角下的刑法死刑命题分析
—基于《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哲学思考

日语 1602 高望云

马克思是怎样炼成的—《马克思传》读后感

法学 1602 邵晴暄 正在“长大”的平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读书报告
汉语 1605 曹玉鸽 人类异化下的可怖“新世界”—《美丽新世界》读书报告
国贸 1604 王佳璐

我们只是宇宙间的尘埃—读《你的第一本哲学书》有感

视传 1602 高子哲

读《社会契约论》随感

英语 1602 史洋洋

“品读经典 认识社会”读书征文
—读《送你一颗子弹》后感

工商 1601 潘诗琪

用最初的眼光看世界—读《苏菲的世界》有感

工商 1603 何银川

“互联网+”的大环境下是否会出现普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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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国贸 1602 蔡青

柏拉图与他的乌托邦—读《哲学的故事》
三等奖：
（24 篇）

光科 1601 郝晨辉 《寂静的春天》读书心得
食质 1601 韩舒艳 何不掀起环境的“变革”?—读《寂静的春天》有感
应化 1602 文敏

读《资本论》

视传 1602 海日

改变的力量—读《不抱怨的世界》

英语 1604 丁玲

欲变世界，先变其身—读《不抱怨的世界》有感

金融 1603 李雾

读《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有感

工业 1601 敖尧

《活着的马克思》读书报告

工业 1602 赫雪婷 《寂静的春天》读书笔记
视传 1604 陈佶珊 《寂静的春天》读书报告
国贸 1601 李嘉靖 不可能被埋没的声音—读《寂静的春天》有感
法学 1603 管心竹 哗众取的宠能有多长久？
—读《民主的细节》之《哗众取宠主义》有感
英语 1601 崔译丹 追寻民主之音—读《民主的细节》等有感
汉语 1601 李得梅 “生活的意义”—我们都是荒诞剧里的演员
—读《你的第一本哲学书》
汉语 1602 徐江华 自由意志—读《你的第一本哲学书》
金融 1602 武津宇 冲破荒诞又回归荒诞—读《山上有神》有感
工商 1601 沈麟

理论和实践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及其当代应用
—读《实践论》

国贸 1603 郭美霞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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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1605 宋祖瑞 浅谈理想—《送你一颗子弹》读书报告
数艺 1601 朱钧霖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读《送你一颗子弹》有感

工业 1601 朱帅

哲学启蒙过程的思想记忆—《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

会计 1602 黄嘉欣

摸着兔子的细毛往上爬—《苏菲的世界》读书报告

汉语 1605 曲朔漩

爬上兔毛顶端—《苏菲的世界》读书报告

英语 1605 胡丽颖

《苏菲的世界》读书报告

汉语 1605 黄紫菁

我读与我思—读《月亮与六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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