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学校安全稳定与应急工作专项课题立项公示名单

高校组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课题参与成员

1
基于系统的甘肃高职院校校园安全教育的应用
性研究

胡建琴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程小红,赵敏,车泽伟,孙林,武玖邦

2
数字治理视域下校园安全管理的实施路径研究
——基于甘肃省高校的多案例分析

许倩 兰州大学
沙勇忠,汪强,宋伟国,李鹏程,魏兴飞,
马兆晨

3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高校舆情应急管理路
径探究

许小妹 兰州财经大学
孙紫夏,刘文玉,刘正帅,杨菁菁,张雪
莹,魏晓

4
基于大学生饮食行为多样化的校园饮食安全影
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宋巧 甘肃医学院 崔丽丽,路彬,闫香百,练成,杨佳玮

5 后疫情时代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李晶 兰州工业学院
张瑶,张鑫,韩艳慧,孟婷婷,史亚亚,刘
晓妍

6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应急管理技术应用研究
——疫情防控背景下

杨晓祥 兰州财经大学 黄恒君,韩海波,韩礼红,胡炜童,张璞

7
西北高校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研
究

吕伟东 兰州大学 李雄鹰,司文选,徐争,夏正清

8
基于态势感知系统的校园网络安全与应急响应
研究

杨国颖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刘素军,高龙,周亮,李长生,丁佳钰

9
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长效机制的构建与
应用研究

王维力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
学

李文婷,王维亮,张艳秋,何艳丽,姬宏,
王楠

10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高职院校1335安全教育
实践体系的研究与探索

李强栋 武威职业学院 党万兴,马琪,李媛,尚文泉,寇明赟

11
基于“平安校园”视角构建高校安全管理体系
研究

李德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红梅,李珍

12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平安校园建设路径
研究

刘乃君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向东,张小军,米思翰,张武清



13
疫情常态化视角下高校平安校园建设管理体系
研究

杨兴丽 西北师范大学 罗立桂,马媛,杨晓丽,田纪云

14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心理资本积累的干预
策略研究

王心亮 兰州工业学院
赵礼栋,杨玉萍,海敏,宋秀芝,王维,宋
雪娇

15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汪莙霞 兰州理工大学 景君学,李明珠,朱长兵,周璐

16
等保2.0要求下高校网络安全体系及舆情应急机
制建设探究

夏跃华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李跃武,张艳锋

17
基于网格化管理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策略研究

张真博 培黎职业学院
吴全民,徐佳丽,崔学乾,雷聪聪,周旭
泰,何如春

18 地方工科院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吴卫 兰州交通大学
戴亮,刘曦,刘宝勇,高加磊,薛晓芳,汪
贲文

19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平安校园建设研究 付晓燕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丁霞,包正桦,杨利婷
20 健康中国背景下地方高校大学生健康教育研究 蒲泳辰 甘肃中医药大学 汪宝德,何利兵,赵明,王媛媛,张智峰

21
基于学生视域的校园应急安防平台建设研究
——以甘肃卫生职业学院为例

邱文云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武惠丽,张绍进,张毅,杜学海,朱石景

22
家校共育视角下高校劳动教育实践探讨——以
甘肃省为例

李婧一 甘肃中医药大学 常彦,张亚玲,张春园,闫晶,蒋彦妮

23
新时代高职院校文化安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以甘肃高校为例

郭昱皓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胜闻,柳娟娟,祁彦恬,孔令剑,马凯
丽

24
新时代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
究

马伟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李毅,马临芳,刘慧雯,宋伟钢,魏潇

25 甘肃省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预警机制研究 金戈 兰州城市学院 赵鑫,王华,丁玲,冯敏

26
高校开展大学生心肺复苏急救措施的多元培训
策略和实践研究

巴巧瑞 天水师范学院 王弋博,施海燕,谢晓斌

27
基于耦合模式下校园动态网络安全立体防御体
系的研究

赵伟 甘肃医学院 单广翠,冯燕茹,刘国庆

28
网络短视频对欠发达地区高校女大学生心理的
消极影响与引导研究

马瑞林 天水师范学院 李勃,高翔,杨金凤

29 高校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研究 史兆伟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
学

马宇婷,赵利民,赵娜龙,郭红娟,沈月
娇



30 高职院校实训室安全预防与应急研究 许鹏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
院

董兵天,马金定,牛世强,高学渊,赵多
成

31
后疫情时代中高职一体化职业院校学生心理危
机干预策略研究

贾晓东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程光,刘冰华,周子艳,施亚男,张珊珊

32
“互联网+”视域下高职院校女大学生安全教育
现状及对策研究

张长颖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俞小霞,崔涛,王晓红,李三强,郭芙蓉,
马艳妮

33
高校辅导员视域下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成因剖
析及防治研究

潘祎 西北民族大学
李永宏,赵新梅,杨才恩加,蒋宏伟,禄
鹏

34 大学生电信诈骗犯罪的防范及治理研究 张亚凤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陈丽芳,何静,刘致秀,李永刚,莫逆
35 职业院校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的建设研究 杨涛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韩飞翔,杨春惠,张小红,李彬,白雪云

36 高职院校安全文化育人功能及其路径研究 康世硕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史山兰,李淑琴,姚立文,闻玉玲,范丹
雪,李慧霞

37
“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
调查与教育研究

崔百霞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张亚君,韩一睿,王建春,党曲楠

38 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研究 李梅琴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刘刚,韩敏,李梅霞

39
高职院校校园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探究——以兰
州某高职院校校园网为例

李巍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胡晓敏,李海燕,王国军,李迅,王惠,闻
玉玲

40
协同治理视域下高职院校新型电信网络诈骗防
控机制研究

吕晓琴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汪双成,张武清,张金祥,张永君

中小学组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课题参与成员

1
基于生命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基础上学生安全
意识觉醒的行动研究

王文林 兰州市第五十六中学 刘靖军,魏斌,何芳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干
预与疏导策略研究

冉占俊
古浪县西靖乡春蕾完全小
学

胡多增,王开武,王治才,赵滢婕

3
基于CPTED理论的校园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甘肃省定西市高中学
校为例

陈康栋 定西市第一中学 杨央,李媛媛,周璇



4
“311”模型在普通高中安全教育中的实证研究
——以秦安县第一中学为例

张军强 秦安县第一中学 周富宏,叶国义,秦小霞,杨兵亮

5
PPRR理论下小学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问题与实践
研究

马伟
西固区福利东路二小（原
兰炼二小）

张秉才,孙筱,何一强,张雄,吴健龙

6
基于遏制重特大事件的学校安全“网格化管理
”应用实践研究

王沛贵 兰州市第四十九中学 黄棨通,张立坤,王德成,魏杰宝

7 普通高中实施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策略研究 刘潇 甘肃省武威第二中学
刘茂山,车永陟,韩莹莹,翟建卿,任兴
蓉,杨洋

8
家校共育视角下农村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特征
及预防对策研究

何明郎 泾川县党原镇中学 丁桂芳,何文婷,李伟,盖鹏超

9
中小学生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五维综合实践策
略研究

杨忠茂 凉州区教育局 王小强,张春燕

10
农村小学思政教育渗透学生安全意识培养的实
践研究

张敏娟 庄浪县柳梁乡牛沟小学 刘亚非,牛乾珠,陈国珠

11
校园特色体育文化在特殊教育安全管理体系中
的应用研究---以甘南州特殊教育学校为例

牛述宏 甘南州特殊教育学校 何鸿强,顾文杰,王燕

12
家园联动优化幼儿安全防护教育的实践研究
——以嘉峪关市第五幼儿园为例

何璇 嘉峪关市第五幼儿园 王红玮,杨玉娇,武超,李晓丽,罗建荣

13
基于生命视角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索
与实践研究

张耀君 陇西县文峰中学 何丽萍,张世威,朱福娇,樊晓燕

14
全域视角下的幼儿安全意识多维途径培养策略
研究

包瑞 岷县北城区幼儿园
徐小娟,曹莉,刘丽娜,蔺强霞,李亚娟,
吉琴琴

15
农村高中落实学生应急自救教育的调查和策略
研究——以W县W中学为例

王斌 武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姚孝平,林晨曦,宋书君,王桢,郭美琳

16
普通寄宿制高中学生公寓安全管理机制和体系
建设研究

金浩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刘颖,李金霞

17 生态学视域下幼儿安全教育策略研究 李彩雯 岷县西城区幼儿园
权怡雯,路小芬,安桃霞,杨芳娣,王萍
红,赵芳霞

18 家校联动预防中小学校园欺凌的行动研究 赵春林 凉州区西苑实验小学 李和庆,米登宇,廉 锋,贾宗英



19
家校共育视角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研
究

侍丽 金昌市教育局 苏萌,刘晶,闫龙龙

20
新高考背景下艺体高考生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
实践研究

何鹏国 武威第十八中学
何栋国,周孜芊,张秀远,梁馨之,薛永
贤,张锐德

21
“双减”背景下偏差行为学生家校共育策略研
究

雷兴鹏 平凉市第十中学 李婷,朱勇,贺婷婷,姚瑞霞,朱海东

22
家、校、社三方协同合力培养农村学生防溺水
安全知识技能的有效路径研究

陈海军 甘州区党寨镇中心学校 郝海潮,付晓燕,张志,沈妍娇

23
“珍爱生命”主题教育的探究与实施——以庆
阳市东方红小学为例

杜裕川 庆阳市东方红小学 慕兰兰,徐志银,代金霞,郑晶晶

24
临泽县加强和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机制和工
作体系的实践研究

李志春 临泽县教育局 代有佛,马银新,李希英,张建勤

25
生命教育视角下校园欺凌事件成因分析及应对
策略

安晔 天水实验小学 伏喜文,吴彦文

26
城市化背景下初中校园欺凌问题的分析与学校
预防策略研究

葛德温 兰州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杨玉亮,崔玉华,牟瑨瑨,祁晓丽

27
新时代安全教育视域下提升初中生安全素养的
行动研究

马铸 兰州天庆实验中学
刘玉花,徐曦雯,张雪晶,孟媛,张克钦,
徐亮

28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背景下中学学校有效
引导家庭教育的方法研究

胡旭耀 天水市第九中学
车秀芳,李德义,马小平,贺傑,陈玲玲,
张涛涛

29 基于生命安全教育的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刘文博 通渭县第一中学
刘磊,许永康,王乐乐,任文文,牛晓伟,
陈旺元

30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教育融
合实践研究

张会峰 环县第五中学 张琪,王星萍,马文梅

31
甘肃省贫困地区中小学学生生命安全教育的问
题及对策研究--以定西市安定区JZ学校为个案

冯腾 定西市安定区交通路中学 张琳,梁红霞,赵进,王锐

32
“人工智能”背景下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创新
模式探究

杨雨凡 兰州市西固区一支路小学 李广英,刘得梅,张莹,王雪萍,赵学花

33
关于初中生校园欺凌问题的成因分析及防控策
略的研究

陈建策 山丹县清泉学校 高渊,李政



34
单亲家庭学生自信心培养的个案研究与实践
——M高中为例

宋永利 武威第十五中学 范宏,王立丽,赵万东

35
校园安全管理视角下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
理危机的干预与调试研究

王延明 民乐县教育局 张建广,吴世焕,武赞礼,尹建成

36
县域寄宿制学校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事件的对
策研究---以卓尼县为例

王晓菊 卓尼县柳林中学 李红玉,陈文耀,王哲

37
少数民族地区高中校园体育活动安全管理与风
险防控研究

韩福 甘肃省临夏中学 胥维骞,张文刚

38 家园共育背景下幼儿安全教育的策略研究 钟永梅 张掖市幼儿园 管晓玲,张雅博,裴虎

39
寄宿制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及干预
对策研究——以宕昌县白水川小学为例

苏克勤 宕昌县白水川小学 赵康宁,赵学彦,牛谢军,高丽,赏彩霞

40
幼儿园一日活动与安全教育有机融合的实践研
究---以陇南市武都区教场幼儿园为例

李娟 武都区教场幼儿园 张小红,张红云,李婷

41
“双减”模式下农村寄宿制小学住宿安全应急
管理措施研究 

张得全 临洮县洮阳镇文峰小学 郭鹏忠,龙苗苗,张义

42
家园社“三位一体”背景下城乡结合部幼儿攻
击性行为的预防与应对策略研究

胥海英 兰州新区第三幼儿园
张悦,王振华,张萍中,郭清云,任利利,
牛雪婷

43
基于学校安全教育背景下小学生自我防护能力
培养的策略研究

白兆科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 谢军宏,余军,程元龙,刘鹏

44
新时期普通高中学生安全事故防控及对策研究-
--以白银市第一中学为例

韩兴瑞 白银市第一中学 邢耀田,何林江,高明飞

45
家校共育视角下中小学心理问题学生跟踪干预
实践研究

刘丽翠 靖远师范附属小学 景翻丽,张艳生,石维丽

46
疫情防控背景下民族寄宿制学校学生生命安全
与健康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昂杰
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藏族
中学

先巴当智,刘四湖,马登明

47 农村学校寄宿生安全管理策略研究 吕庚喜
天水市麦积区麦积中心学
校

温明明,李艳红,胡映廷

48 “生命教育”视角下的平安校园建设研究 周永信 会宁县第一中学 李志明,张盘银,冉艳艳,张健

49
农村学校“小霸王”校园欺凌行为的成因及应
对策略的研究

闫治明 肃州区果园学校 陈建萍,闫泽林



50 互联网时代下小学安全教育策略研究 剡小计 静宁县灵芝乡学区 张小生,安丽,苏彦龙,柳荣,高彦婷

51 县域农村小学校园安全管理策略的研究 雒得胜
靖远县平堡镇平堡中心小
学

项蕊,林忠红,周增娥,余苏和,石富荣,
强淑苹

52
小学生“网络成瘾”与“生命教育”疏导策略
实践研究

张芳 山丹县东街小学 王永喜,张玉玲,迟玉婷

53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与应对策略研究 曹江平
陇南市礼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张力,马利平,王颉,马贺礼

54
在游戏化安全教育活动中有效提高幼儿自护自
救能力的实践研究

陈玉玲 高台县第一幼儿园 杨托红,于娟,赵海燕,丁丽娟

55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进校园的策略与实践研究 赵一荣 白银市平川区教育局 芮叶,武翠,景丰霞,李栋,周娜

56 校园安全管理机制创新与应用的实践研究 刘川军 张掖市第一中学 贺登超,高增明,李富民,张军
57 新时代中小学法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柴有 庆城县教育局 胡大鑫,张迎祥,刘海波,高建党

58
后疫情时代县域高中生命安全教育研究与实践
——以秦安二中为例

王守田 秦安县第二中学 杨锋艳,杨丽娜

59
甘肃省张掖中学361”式安全稳定与应急工作的
实践研究

仲新民 甘肃省张掖中学 杨学锋,周正伟

60
提升中小学校园应急疏散演练有效性的实践研
究

吴正斌 武威第二十一中学 赵剑虹,张启花,吕桂梅

61 中学生校园心理危机干预的策略研究 马晓理 武威市教育局 许凌燕,韩晓丽

62
构建新时期中小学校园安全管理体系的行动研
究

闫立宪 景泰县第四中学 吴登霞,雷美生,郭永嘉,杨家俊

63
“5G背景下”中职生网络沉迷隐患辨析及矫正
策略研究

王桂林 民勤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吉民,许多明

64 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有效策略研究 王中江 民乐县洪水镇八一小学
尹梅花,保爱芳,张丽华,陆丹宇,张晓
琴

65 小学生命教育实践策略的研究 吴石峰 崆峒区西大街小学
刘云霄,梁小惠,张娟,朱蕾,李振华,张
宝亚

66 学校安全保障网络体系的构建研究 秦海东 临洮县教育局 何娟,李海霞,张机,张萍,秦华,秦雪燕



67
家校社协同构建小学生安全教育体系的策略研
究

王仁基 凉州区共和街小学 杜红卫,周文平,王凌雁

68
《对中职生校园侵害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策略》
—以金昌市永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为例

杨岳山 永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清,李润成,蔡亮,张吉武,刘永德,麻
绍春

69 双减背景下农村学校寄宿生安全管理的探究 郝林贵 漳县第三中学 马俊峰,任继平,张宝霞

70
高中生抑郁的识别及干预研究——以徽县X中学
为例

吴水林 徽县第一中学 姚亮,张骋,孙丽红,冯波,刘云霞

71 农村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策略研究 秦兴平 成县索池学校
曾雅伟,陈艳红,张义成,李笼高,周小
平,谈蕾

72
建设高中学校安全管理制度机制和体系的实践
研究

王学龙 张掖市实验中学 周士钊,张文虎,田发鑫,张建明

73 中小学生个人极端行为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杜东风 庆阳市庆化学校 徐立波,闫小明,付明芳

74 中小学校园欺凌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徐治军
定西市陇西县教育局教研
室

张海峰,曲莉君

75
中小学涉生安全事故原因分析及防范策略的研
究——以近五年镇原县涉生安全事故为例

虎帅斌 镇原县教育局 刘延明,刘天宏,任毅

76
初中生校园欺凌的预防及心理健康干预策略研
究

王玲玲 景泰县第四中学 李忠红

77 自媒体背景下学校安全危机管理与应对策略 肖海 金塔县第四中学 李柏春,王永俊,段娜,葛怀军

78
应用“积极情绪体验”干预农村中学生欺凌行
为的实践研究

李祥平 古浪县海子滩镇初级中学
刘爱丽,李倡林,刘华宗,李顺清,李栋
武,宋国宝

79
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生命安全教育理念的实践研
究

张元志 凉州区西苑实验小学 张如雪,丁晓梅

80
甘南州民族地区小学安全管理策略研究—以碌
曲县城关小学为例

黄小武 碌曲县城关小学 李婧,张小琴,郭垠虎,李福兴,程旭辉

81
寄宿制学校青少年欺凌问题的预警机制设计及
行为防治研究

杨磊 东乡县董岭乡祁家学校 张双元,祁发俭,贺茹

82
单亲家庭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及安全教育
对策的研究

善杰莲 积石山县积石中学 王佐丽,田晓燕,金凤霞



83
思政一体化视域下对小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实
践研究

杨宏 凉州区会馆巷小学 王生珍,齐斌

84 中小学校园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的研究 谢光琦 甘谷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凯东,王瑞瑞,王晓军

85 提升家校合作共育有效性的策略研究 周春涛 榆中县和平镇和平小学 郭小红,王玉凡

86
多元系统化对初中生有效开展生命安全教育的
应用研究

呼延成哲兰州市第四十一中学 谢迎春,刘潇阳,马云飞,高玉涛,李娜

87 县域高中学生安全管理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毛永安 靖远县第一中学 付鸣,韩鹏,唐旭尧

88
乡村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调查与学生心理危
机“三预”工作机制构建研究

晁志彬 兰州新区秦川镇建新小学 徐彤

89 小学校园安全维稳与应急工作有效策略研究 王倞 兰州国际陆港学校 张明喜,陈云,杨克文

90 幼儿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研究 李琼 兰州市安宁区幼儿园 王虹,康亚兰

91 农村中学食品安全问题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权威 成县第二中学 张春山,王卫民,牛爱生,谭清明,李明

92
城乡结合部小学生校园欺凌防范教育与干预策
略研究——以徽县东关小学为例

马斌 徽县城关镇东关回民小学
刘晓宇,杜保全,孙月桂,刘乾,杨晓燕,
魏小娟

93
“互联网+”背景下小学生安全教育新模式实践
研究

师全定 通渭县平襄镇姜家滩小学
周永明,邢红强,洪锦山,王梅朝,席国
云

94 宕昌县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策略与研究 牟永强 宕昌县教育局 倪文彪,郑燕琴,李艳萍

95
寄宿制高中预防校园欺凌的实践与研究——以
敦煌中学为例

李洁 敦煌中学
刘军,孔军,柴浩,王其伟,王海霞,张鹏
飞

96 幼儿园突发情况应急安全管理策略研究 刘建霞 武威市实验幼儿园 罗亚莉,孙燕,张蓉,李嫄

97
健全安全机制、建设平安校园策略与研究---以
天水市罗玉中学为例

王文文 天水市罗玉中学
王晓恒,李亚伟,姚腾,郭随来,赵志恒,
梁娟

98 幼儿园户外游戏安全保障策略行动研究 徐春燕 凉州区第五幼儿园 王雪梅,李彩霞

99
疫情防控背景下普通高中学校学生安全防范管
理的研究

李异科 白银市实验中学 张振鑫,侍世友

100 幼儿园公共安全教育体系建构的实践研究 任威丞 甘肃省保育院 路千茜 鲁浩杰 刘莉 李文静
101 农村小学校园安全稳定与应急工作的研究 成永军 漳县三岔小学 张军芳,郭晨龙,张宏



102
中学生校园欺凌的预防与矫正策略研究--以天
水市五中为例

张利军 天水市第五中学 张建伟,谢亚文

103
学校安全教育视域下小学阶段毒品预防教育新
模式的研究

刘雪红 白银区第八小学
陆娜,郑佑东,吴春莉,王月琴,何晓霞,
高佑虎

104 初中阶段校园心理安全及危机管理策略探究 王燕 酒泉市第二中学 王海艳

105 寄宿制培智学校安全管理机制探索与实践 梁立刚 张掖市特殊教育学校 田继永,王晓凤,高雅芳,王鑫,王雅君

106 寄宿制初中学生安全事件预防策略研究 刘好锋 临泽县第四中学 柳得余,吴秀峰,陈超,徐淑琴

107
学校主体作用影响下多元预防牧区寄宿制学校
校园欺凌对策研究——以肃南县祁丰学校为例

何翠琴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学
校

马 琦,省海云

108 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研究 栗斌 会宁县第二中学 康能科,胡殿强

109
网格化管理在县城寄宿制中学安全管理中的应
用研究

苏桃香 舟曲县第一中学
李柯君,毛林科,李倩,罗淑条,王祝福,
杨宁

110
校园安全事件预防实践研究--以酒泉第六中学
以例

马晓燕 酒泉第六中学 田文军,岳星星,杨耀缝,王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