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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红色专项活动授奖名单 

 

特等奖 

作品名称 学校 

巴蜀青年播春风 川大学子薪火传——关于川大师生对四川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贡献的调研报告 
四川大学 

幸福的味道：“党建+颐养之家”铺就农村养老幸福路——基于江西省 6市 8县区农村养

老 
江西师范大学 

回望峥嵘读初心 景德镇陶瓷大学 

“野山小村”闯出共同富裕的“新路子”——“亚夫精神”引领戴庄蝶变的调研 扬州大学 

聚焦党建优势在脱贫攻坚中的关键作用：“党建就是生产力”——寻访脱贫攻坚中的红色

引擎 
山东大学（威海） 

马兰精神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探究 浙江大学 

大匠铸器 强国铸魂 

——用“三个一百”传承军工精神 
南京理工大学 

三线精神薪火传，时代建设使命担——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及红色精神传承调研报告 华中科技大学 

“潜伏者”卢志英 潍坊科技学院 

长征精神助力脱贫攻坚调研报告——以国家级贫困县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为例 四川大学 

寻访百封红色家书，重温百年壮阔征程 南京大学 

红色研学助推地方红色资源与高校“四史”教育深度融合——以南京红色资源为例 南京师范大学 

无量山的告白——有一种青春在“扶贫接力”中闪耀 浙江大学 

奉献无言，巾帼建功谱芳华--探寻蒙山沂水间红嫂精神薪火相传的新时代答案 济南大学 

代号“711”--关于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红色故事传播的调研 湘潭大学 

大厂记忆不老，三线精神永传：城市空间生产下的集体记忆传承研究——基于成都 420

厂的调研 
四川大学 

用声音唤醒“三区三州”——红色基因下诞生的“推普梦” 江苏师范大学 

“100+10+1”忆党史·铭党恩·怀党志：建党 100年，逐浪新征程 青岛科技大学 

窑洞工厂里呐喊出的抗战精神—基于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的调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探源“包产到户”，看燎原精神再燎原 温州医科大学 

九千万分之一：基层党员视觉档案 南京大学 

咱们工人有力量——将青春热血倾洒在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道路上 南京大学 

翻山人 守山人 寻山人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融情忆史，寓教于剧——美育视角下革命先烈精神舞台化创作机制与传播效果的调研

报告 
四川大学 

“浙”里寻笺 ，“信”火相传——浙籍共产党人 100封红色书信整理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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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学校 

在山的那边：支教扶贫扶智模式助力脱贫攻坚的调查研究——基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连片特困地区的实地调研 
四川大学 

“修护革命遗址，弘扬百年党史” ——以湖南省为例建立红色建筑基因组图谱 长沙学院 

新媒体视域下的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经典影像修复调研与实践 长沙理工大学 

志同道合谋共富，山海携手再向前——东西部协作闽宁模式的成功经验与未来展望 上海财经大学 

讲好新四军老战士革命故事 在祖国大地上书写壮丽青春 上海大学 

网络环境下红色集邮记忆的传承 扬州大学 

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伟大抗疫精神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路径探索—基于

30位全国抗疫先进的调研 
安徽中医药大学 

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对红色文化接受与传播研究 东华理工大学 

红船精神视域下“重要窗口”何以是浙江？——基于浙江省战疫一线、乡村、企业 305位基

层党员访谈调研 
浙江财经大学 

“永远的丰碑”——口述珍贵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浙江外国语学院 

红色·印记 曲阜师范大学 

民间剪纸艺术在高校红色文化教育中的创新应用 浙江海洋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书写时代芳华——以叶剑英纪念馆为载体开展大学生入党

信念教育的调研报告 
嘉应学院 

红色文化薪火传 湖南工程学院 

英雄学府 厦门大学 

我的红旗我的梦-深入学习贯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汽重要讲话精神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家书暖红村——横坎头村振兴发展之路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苏州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调研报告 ——基于苏州市四个美丽乡村典型示范村的实践 苏州科技大学 

脱贫伟业，千年梦圆——湘西十八洞村个案及其经验 吉首大学 

“跟着习近平总书记走”系列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助推'四史'学习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 

寻老兵 走故乡--谈抗美援朝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天津科技大学 

追寻百年足迹 传承红色记忆 

——江西省贵溪苏区红色寻访 
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传承老兵精神，践行时代使命——以实践服务为驱动的老兵精神传承模式探索与成效 宁波大学 

足迹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红色文化薪火相传，百年初心砥砺前行—基于对延安精神弘扬传承的调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溯史寻源，以红育人，推动教育融合新发展 江西师范大学 

科技赋能下红色文化的育人研究--以桂林红色旅游资源为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走进红军阿姆故居，传承红军革命精神——关于广东省潮州市大坑村红色旅游发展调研报

告 
韩山师范学院 

起来！时代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中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华东师范大学 

红色路上的外语人——湖北红色景点英译现状调研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探寻北大荒精神，争做新时代传人 哈尔滨工程大学 

民营博物馆背后—国人的脊梁 合肥工业大学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沂蒙精神“云+实践”双向传承路径探析——以沂蒙红色之旅大学生

实践为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乡村振兴的“红色”与“绿色”——浙江的探索与实践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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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三杰精神之路，寻青年图强之途——常州三杰精神的新时代宣传途径与内涵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追寻青年毛泽东长沙红色足迹 赓续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 湖南农业大学 

追寻长征足迹，共抒家国情怀——长征精神实践教育探索 河北科技大学 

益 E·返乡公益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寻迹思源，不忘英烈”——烈士家属寻访调研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四史研学启童心”上海市 3-12岁学龄前儿童及小学生红色文化研学课程开发和研学手册

设计 
华东师范大学 

数字化建设助推高校“四史”学习教育：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浙江省 20所高校的

调研 
浙江师范大学 

一盏马灯映初心 南昌大学 

寻初心，知童心，种红心—未来幼儿教师寻根筑梦之旅 浙江师范大学 

弘扬守岛精神 践行爱国使命 安徽财经大学 

转折·延续，于历史与未来汇合时再逐长征光芒——关于重走赤水长征路探寻沿线发展的

调研报告 
华中科技大学 

以动画短片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行性调研报告 山西传媒学院 

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以沂蒙精神和红嫂精神为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从“赤脚医生”到“家庭医生”：一名乡村医生眼中的贵州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变迁 贵州医科大学 

延续 22年的青春扶贫接力——浙江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坚守与传承 浙江大学 

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优势的实践解码——基于浙江省百名先锋党员的口述史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初心晨启·红色火种的探寻与传承——体悟式社会实践寻找党史中三个“第一次”中红色守

护的力量 
宁波大学 

永不消逝的记忆——以浙东新四军个体口述史为核心的抢救与传承 宁波大学 

叙事传播视角下红色文物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基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实地调研 南昌大学 

“青松长青”——抢救老战士口述史料，传承新四军铁军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 

故地新颜，脱贫奇迹 ——一个西南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的“蜕变” 中国农业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奏响时代强音——老兵精神与新时代的弘扬传承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情暖浙里，疫路同行”抗疫党员先锋在身边 浙江工业大学 

南路革命红色基因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广东湛江遂溪县革命老区为例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红色筑梦，乡绘明天—基于南京大学乡村振兴工作营在全国 29个村镇的调研实践 南京大学 

血脉永续 薪火相传 九江学院 

行在拓荒，苦亦荣光——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封信 中国政法大学 

寻找遂川红-人民政权从这里走来 赣南师范大学 

扬红色革命精神，绘乡村振兴画卷——陕西革命老区农产发展模式调查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传承渡江精神 坚守初心使命 安徽医科大学 

买买提家的祖训——以边疆少数民族护边员传承“胡杨精神”的影像讲述中国红色故事 四川大学 

红梅花开薪火传：革命青年红色精神在当代学生中传播效果的调研报告——以江姐为例 四川大学 

核武人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跨越世纪的红色歌本——江西红色歌曲的百年演化与当代传承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 

青山 山东艺术学院 

“生命不止 攀登不息”—登山英雄人物贡布专访 西藏大学 

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及传播现状研究———以甘肃省 12个革命纪念馆为例 兰州大学 

助力扶贫攻坚 筑梦红色青春—红色学府非遗“联璧计划” 上海大学 

寻访红旅基地，探究流量奥秘—浙江省红色旅游教育基地流量调查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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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党旗飘 崭新长征再出发 南开大学 

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在闽宁镇的生动实践——基于在“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宁夏闽宁镇的实

地调研 
南京理工大学 

探寻红色抗战文化的影响——以中国李庄为例 四川师范大学 

赓续红岩精神：寻访“狱中八条”的时代意蕴与传承创新路径 西南大学 

红色故事传承中青年学子的使命与担当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传承长征精神、践行时代使命——夹金山片区红色山地户外旅游与乡村振兴 四川师范大学 

追梦路上的红色大湾——大湾村脱贫攻坚的调研与思考 安徽农业大学 

“星火”大学生红色精神宣讲团的宣讲之路 上海中医药大学 

二等奖 

作品名称 学校 

筑梦长征路：同济梦想教室实践项目 同济大学 

党旗领航“医”心为民  医者先锋使命在肩 ——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记忆中的故事、

精神与承续 华中科技大学 

挖掘抗战民间记忆 探究故宫文物西迁--以故宫文物西迁安古为例 四川师范大学 

革命之红如何化作发展之红——仁化县红色资源当代传承调研与实践 广东工业大学 

一支枪下薪火传 烈士故里焕新颜 东华理工大学 

关于红色文化传承与路径分析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非遗撕纸呈党史，百年百画进百校 南通大学 

找寻青岛红色足迹 山东大学 

不忘初心使命，矢志民族复兴 南昌航空大学 

党史教育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认同研究——以省属应用型本科大学为

例 吉林化工学院 

以青春之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追寻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上海师范大学 

追寻新时代奋斗者足迹，砥砺激越昂扬犇腾之志 上海交通大学 

打破经济封锁，点亮星星之火——基于对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当代意义的调研 江西财经大学 

厚植红色基因，筑梦教育扶贫—甘露“红色精神”实践 北京科技大学 

老兵精神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提升的调研报告 温州大学 

寻红色记忆，承革命精神——新时代背景下红色景点的价值意蕴及文化传承调研 河海大学 

助推红色文化，让“联合村”走出联合村 天津城建大学 

从“举棋不定”到“旗帜领航”：基于国旗文化的城市红色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武汉科技大学 

我和我的家乡——为涞源县红色精神传承注入新活力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杏虎和他的“杏虎”村——江苏省丹阳市杏虎村调研纪实 中山大学 

20岁的他们和 20岁的我们 东华理工大学 

通往绿色军营的红色青春 ——新时代云南高校学子参军思潮的社会调查实践 云南艺术学院 

从“红色文化”到“红色产业”：寻找大安红 泉州师范学院 

探寻“最美乡村”的红色密码——基于江苏省扬州市沿湖村的调查 扬州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青年担当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探究哈尔滨的红色法治印记 黑龙江大学 

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三地城市社区多元主体间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 

一抹红色忆峥嵘，千思万绪悟精神——以沂蒙六姐妹为例 聊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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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再续华章—新时代太行精神价值及其多维度探析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追寻党史，探索三线精神 西安交通大学 

恰是风华正茂——百年党史中的大学生群像 华东师范大学 

红色基因代代传，寻访边纵老战士 中南民族大学 

新时代健康扶贫的“长征路”—阿坝州小金县精准医疗扶贫探索与实践 温州医科大学 

百年光辉历程中的小村落——探寻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的红色基因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热爱脚下的土地，相信坚守的力量 浙江大学 

根植“红色基因”，助推经济转型发展——以江西瑞金为例 安徽中医药大学 

“我是小红军”：红色文化提升新时代儿童抗逆力调研 杭州师范大学 

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调研报告 福建江夏学院 

传承长征精神 凝聚发展伟力 天津商业大学 

血染的风采——对越自卫反击战 河北工程大学 

用红色收藏传承红色基因 哈尔滨理工大学 

解码红色真理源，接力奋进新时代——基于冯定思想时代价值的研究 宁波工程学院 

跟着红歌学党史—《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潍坊科技学院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伟大精神”红色寻访 华中科技大学 

“声”入人心:党史人物音乐剧创作与传播 湖州师范学院 

“税票红”感召“青春红”，践行新时代新青年使命 江西财经大学 

追溯百年红色记忆 传承不朽革命精神 大连交通大学 

三代人的梦想一辈子的使命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终把异乡当故乡——延安知青个体命运与身份认同研究 暨南大学 

我眼中的中国 南开大学 

红色之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现状与展望—基于山西省太原市红色文化资源的调研 山西大学 

“追寻先辈脚步，传承优良作风”——革命英雄杨十三红色精神研究 河北工业大学 

继往开来“杨家将”，党民同心谋振兴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初心不改杏林路，“红医精神”代代传 浙江中医药大学 

“红”运当头，“税”与争锋——基于江西财经大学科瑞文博馆红色税票背后的苏区精神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 

探寻羊城星火，传承红色基因：城市中心区红色教育基地空间感知与知识生产——以广州

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为例 华南师范大学 

奋斗•接续 江西师范大学 

追溯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基于莱芜地区红色历史及红色文化建设的调研 青岛科技大学 

点燃生命之火—寻访红色人物冯雪峰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红军路上学党史，红色根脉守初心 ——— 红色研学对大学生党史教育的作用探究 浙江师范大学 

永远的丰碑-访谈抗美援朝老兵，传承抗美援朝精神 南京理工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传承和发扬雷锋精神的调查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对沂蒙精神认同现状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 

探寻百年锡商精神，承续实业报国之志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西部教育扶贫守望者 厦门大学 

筑梦大仓—设计唤醒乡村，历史孕育未来 东南大学 

追怀遗迹砺初心，转化知识注活力 上海交通大学 

米脂红色文化推动乡村振兴的调研与实践 西安理工大学 

红色基因引领下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助推精准扶贫的现状分析 河南中医药大学 

以大美之艺 传红色基因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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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视域下高校红色基因传承的调研与实践研究 

看万山红遍:新时代畲族红色资源的创新表达 杭州师范大学 

信仰的力量 浙江大学 

数年峥嵘青马路，传承翔梧致远行——以“翔梧精神”为例的红色精神传承调研报告 洛阳师范学院 

协台坝红魂未央，遵义人初心不忘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从山区贫困老区到山水生态宜居：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脱贫蝶变的密码探寻 云南民族大学 

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 重庆大学 

跟着驻村第一书记去扶贫 复旦大学 

从红色记忆到教育印记：剑门关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之教育转化的现状调查与实践路向 四川师范大学 

关于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精髓 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红色文化乡村融媒体传

播发展策略探索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恰同学少年，在百年奋斗路上起航新征程——跨越百年党史的红色七城艺术实践之旅 四川师范大学 

弘扬红旗渠精神，铸就不朽中国梦 上海师范大学 

以红色精神为矩，书写脱贫致富新篇章——探寻火连坡镇脱贫攻坚成果背后红色基因的传

承与发扬 长沙理工大学 

重走伟人建党足迹 传承青年红色基因 合肥工业大学 

中国式扶贫的经典样本研究：基于闽宁镇的考察 合肥工业大学 

关于智媒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构建及传播策略探究——以江西省 G市 Y县为个案研究 新余学院 

我的红色日记——追寻同济红色足迹，传播青年时代强音 同济大学 

伟大抗疫精神视域下的红色医学人文素养调查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理想信念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唱响红色旋律 传承铁军精神——江苏新四军歌曲传播调研报告 南京艺术学院 

追寻铁军足迹 赓续红色百年——大学生寻访盐城地区新四军老战士红色调研 盐城师范学院 

“麓山红故事汇”开讲啦——少儿红色爱囯主义教育网络直播课程实践报告 湖南大学 

追忆抗美援朝，传承红色精神 沈阳化工大学 

“上善若水，涓涓恩来”——赴淮安探寻周恩来精神的深刻内涵与时代意义 华中科技大学 

革命老区红色教育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以遵义市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 

平凡守护者:八旬党员的一生坚守 湖南师范大学 

青春向党  筑梦留守 

——江西省“青鸟课堂”大学生公益助学项目实践调查报告 江西科技学院 

红色抗疫——武汉市 Z社区下沉党员抗疫调研 江苏师范大学 

归来——字条里的父亲 潍坊科技学院 

化心狮梦对口宕昌支教扶贫活动 天津大学 

发掘版画艺术 传承延安精神—延安抗战木刻版画调查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传承红色血脉，弘扬英雄精神——走近“90后”守墓人陈晓惠（洒青春热血于红土，承红

色血脉于今朝） 广州大学 

红色故土焕新颜：品牌价值链视角下电商扶贫的机制与模式创新研究——以国家重点扶贫

开发县寻乌为例 华南师范大学 

脱贫攻坚视域下红色文化传承路径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安徽财经大学 

在党的初心之地感受红色历史的精神伟力 中国海洋大学 

踏遍沂蒙大地，梦耀一隅中华——梦耀中华服务宣讲团社会实践 山东科技大学 

南省红色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振兴实践现状的调研分析 海南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医路黔行·青春向党”实践调研报告 贵州医科大学 



7 
 

新时代湖北大学生红色阅读与思想成长引领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红船驶过来时路，百年征程忆初心——“重走一大路，追寻红船精神”实践调研学习活动 浙江中医药大学 

红色故事的跨媒介叙事—以蔡焕宗战士的故事为例 岭南师范学院 

“两位领袖”跨越时代的清流县足迹调研 三明学院 

汇聚青春之光，闪耀西部大地——走近建设边疆的青年志愿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交通强国拓宽致富路，时代青年弘扬爱国情 上海交通大学 

信仰的力量：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员政治信仰建设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 

脱贫攻坚 踵事增华 北京科技大学 

出路 重庆大学 

巍巍太行建党百年 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大连海事大学 

新媒体时代下“红色文化”的创新性传承与发展 安徽财经大学 

深化左权红色记忆，传承左权红色基因，开辟左权红色文化传播新模式 山西医科大学 

“搭台唱戏”：红色文化何以赋能乡村振兴——基于广东省长彬村的田野调查 华南师范大学 

扶贫先扶智，返回家乡看变化——喊叫水乡麦垛新村扶贫政策调研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赣地重游，红色重温”——赣鄱老区红色精神传承实践调研报告 南昌职业大学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调查——基于宁夏固原地区扶贫治理与“三农”问题的研

究 大连海事大学 

延安精神换人间，风雨兼程向复兴 

——新时代大学生弘扬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及路径研究 西安理工大学 

关于民族边境地区城乡语言发展情况及其优化策略研究的调查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 

奋斗与奉献：当代大学生对北大荒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哈尔滨理工大学 

通道转兵挽狂澜，红色基因代代传——通道转兵精神在大学生中的传承弘扬研究 湘潭大学 

纪念建党百年 访学红色经典 ——走进兰陵县苍山街道 临沂大学 

赓续抗美援朝精神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辽东学院 

校村支部共建筑牢“红色”引擎——研究生党员返乡创业助推壮瑶乡村振兴 广东财经大学 

传承同济土木红色基因，践行工程报国初心使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同济大学 

“一片丹心图报国” ——追溯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英雄足迹 中国海洋大学 

山河无恙，战“疫”有声：从民众行为群像中透视抗疫精神的生成和时代价值 北京科技大学 

铁血军规严明纪律，半条棉被温暖人心 河海大学 

献礼百年党建 传承红色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 陕西理工大学 

重温“彝海结盟”红军精神 直播带货助力乡村振兴 四川师范大学 

牢记初心担使命 红色精神永流传——97岁老党员崔树德先进事迹调研报告 内蒙古医科大学 

我和我的广州红——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现状与基于方言的提升实践 华南师范大学 

传承东北抗联精神  赋能龙江文化旅发 

——牡丹江市红色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热血胶东，红色育人”——胶东红色音乐文化调研与推广 烟台大学 

亲爱的红军 深圳大学 

从“半条被子”到“幸福路子”的胜利密码——红色沙洲脱贫对青年担当使命的价值研究报

告 湖南师范大学 

虎将雄风展，红色基因传 洛阳理工学院 

“忆黑铁山史 承红色精神” 曲阜师范大学 

红色文化“走出去”—以上海龙华烈士纪念地的英语译介为例 上海外国语大学 

探寻红色记忆，重走赶考路——西柏坡调研 山东理工大学 

Susie
高亮

Susie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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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红色足迹，传承铁军精神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回溯中国“三起”里程碑，争做时代“三有”新青年 重庆大学 

新时代八一精神的传播现状及对策研究 ——基于南昌市青少年的访谈调查 浙江师范大学 

三等奖 

作品名称 学校 

热雪壮山河 枫雨慰忠魂 安徽财经大学 

“红色黄河” 三峡大学 

寻梦昆嵛山红色调研报告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传承西迁精神，做时代的新传人 西安邮电大学 

一封邀请函—记巨淀湖畔那抹红 潍坊科技学院 

风展红旗 如画泰宁 ——乡村振兴背景下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挖掘研究 长安大学 

体悟红色精神，赋能家乡振兴——“互联网+”视域下电商助农创新模式探究 河南工业大学 

古韵瀛洲，红色传承—河间市红色文化实地考察 河北科技大学 

追溯红色足迹，探寻传承新路——以调研东江纵队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为例 中央民族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基因传承的价值、困境及路径——百个红色印迹寻访实践调研报告 陕西师范大学 

短视频赋能红色精神传承——基于对山西省平定县南庄村的调研分析 山西大学 

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兰州大学 

寻访抗战老兵，追忆峥嵘岁月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赓续红色血脉，谱写时代华章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脱贫攻坚视野下宁夏宽口井移民区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央民族大学 

牵手黔守点亮无声宇宙，不忘初心传承红色精神 北京科技大学 

少儿舞蹈美育融合红色文化的路径探索 安徽师范大学 

传承红色精神，百年师德励行——访三代教师谈红色精神对师德的影响 辽宁师范大学 

关于“火花精神 耀青春”高君宇宝剑精神探寻的调研报告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一面旗帜，一生坚守 丽水学院 

全媒体时代短视频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应用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工程大学 

井冈山神山村脱贫致富的基因解码 江西师范大学 

追忆革命岁月，传承红色文化 宁夏大学 

八闽第一枪——走进平和暴动遗址  追寻红色中共足迹 福建师范大学 

关于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实践活动的调研报告——常州大学青媒筑梦团队记录基层实践

纪实 常州大学 

青志协“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实践队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忆”起戎旅，党铸兴村――基于红色记忆的三湾村乡村发展调研 苏州科技大学 

南龛坡上的红色印记——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四川农业大学 

红色传承之山城精神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让长征精神永远闪耀——基于革命老区精神传承的探寻 黑龙江大学 

永不消逝的电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高校支教扶贫助力藏族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北京科技大学定点帮扶四川省阿坝州

绿叶村为例 北京科技大学 

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新时代大学生对红色基因的传播与传承——以跨粤峥嵘队重走东纵

路为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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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英烈故事，汲取奋战力量—《红色经典 唱响百年》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红色基因在音乐艺术中的薪火相传 青岛科技大学 

激发基地力量，讲好党的故事 兰州大学 

红色之旅 中南民族大学 

百年师大育良才，红色烽火永相传 西北师范大学 

挖掘红色记忆，重述东北抗联故事 黑龙江大学 

党旗飘扬在希望的田野上：第一书记脱贫攻坚实践报告 湖南师范大学 

第一面军旗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探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发展铸魂育人功能——肥皂盒里的主席像章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红色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 中央民族大学 

重走红色下党 传承红色文化 阳光学院 

“星与心源”追寻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将台堡红色文化教育之旅 宁夏大学 

在武汉，我们看见中国 武汉科技大学 

寻迹山西省高平市—为国而战的平凡者 宁夏大学 

浙西革命精神的研究与传承——赴衢州开化重走革命征程 中国美术学院 

云端上的脱贫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践与启示——基于“悬崖村”的调研 四川大学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红色校史融入大学生爱党荣校情怀培育路径的调查报告——以河南

大学为例 河南大学 

“振兴路，青年行”——新时代乡村变迁与振兴之路探索 安徽工程大学 

红色宣讲“轻骑兵”  引航铸魂书青春——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的实践创新 扬州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宁夏红色文化认知度调研 宁夏医科大学 

青春献给祖国：高校选调生的基层工作实践——基于对 H大学选调生的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 

昔日惊涛骇浪交通线，今朝秀水青山母亲河 广州航海学院 

抗美援朝中的民族精神 南开大学 

探寻大地之子侯光炯院士的红色基因及其“光炯精神”的时代意蕴 西南大学 

探寻同济英烈，弘扬红色文化——“四史”学习教育融媒体传播实践 同济大学 

新时代基于蜂聚效应的“红智汇”红色文献联盟建设的调研报告 江西财经大学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快速发展的宁德密码——基于宁德四十年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福建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视角下四川省大竹县农业产业发展的实地调研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豫”见大别山 红色永流传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初心照东南—讲述校史中的红色革命记忆 东南大学 

育才学府，革命摇篮 山西财经大学 

回溯抗震史，再踏新征程 

——调研河北省唐山市“抗震精神”中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 践行绿色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山东科技大学 

寻迹百名党员故事，汲取信仰精神之钙 河北科技大学 

生命在时代大潮中淬炼发光 湖南农业大学 

大学生关于“红色基因”的认知和传承调研 贵州大学 

深耕红色文脉 讲好八一故事 九江学院 

乡村影像志，红色文旅情——长征沿线（大渡河）乡村文化振兴问题的影像调查研究 成都大学 

鸿雁引吭—高歌青春主旋律 中山大学 

重绘红色地图，探寻福州密码 闽江学院 

中共中央北方局武乡妇训班红色文化调研报告 中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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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光——一盏马灯的故事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沧桑岁月忆初心，传承百年奋斗史 

       ——百余名老党员口述史调研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一衣带水，同根同源——京港青年伙伴计划 北京科技大学 

淬炼红心—无悔青春驻基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回忆广州红色文化，传承中华红色基因——献礼建党百年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传承南泥湾精神，赋能乡村振兴 安徽农业大学 

山河变幻映党心，秦岭村落焕新颜——秦岭北麓生态村落发展模式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红色故事中的爱情之花 中央财经大学 

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与时代价值——以抗美援朝老兵的口述访谈为例 中南民族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百团大战） 山西农业大学 

夯实红色宣传主阵地，让党的“声音”更响亮——关于《挺进报》旧址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溯浙西南革命精神 促“红绿”乡村振兴 浙江工业大学 

探访革命老区  解密红色密码──关于“闽南小古田”科岭精神的实践调研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追忆峥嵘岁月，赓续红色基因——南通地区老战士口述史调研 南通大学 

红色精神融入高校抗疫教育实践的路径探析 北京工业大学 

传承红色精神，振兴老区特色产业——遂川金橘产业发展调查 江西中医药大学 

追寻红色足迹，寻访英雄老兵——“小个子大英雄”抗战老兵李安甫 德州学院 

建设美丽中国，共筑绿色家园 华中科技大学 

“让红色文化焕发时代光芒”——长三角地区 78个红色教育基地建设的实证调研 上海理工大学 

革命老区换新颜•遵义红色精神的传承 南开大学 

研读归侨党员日记，续写百年红色篇章——泉州归侨党员日记里的故事与启迪 华侨大学 

追忆老兵国之魂，不忘初心寻路人 河南工业大学 

历史不容忘记，红色应当传承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寻访战争亲历者，续写红色新篇章——以衢州、金华两地为例 浙江财经大学 

雪域丹心·时代脊梁——川籍援藏人员“老西藏精神”的历史记忆与红色传承 乐山师范学院 

寻忆青岛红色文化——基于红色旅游视角追溯建党百年历程 山东师范大学 

“乡村赶考路”———驻村书记弘扬“赶考精神”，做好时代答卷 东北财经大学 

关于“初心映红大别山，岳西撒绿承精神”调研报告 湖北科技学院 

美育进人心 艺术助乡村——以团堧村为案例看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调查报告 中国美术学院 

持续发展指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脱贫户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

孝昌县W镇的调查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 

老旧小区，以“新”换“心” 重庆大学 

感悟红色历史，传承遵义精神—创新遵义红色文化特色旅游新路径 济南大学 

讲周家故事，传总理遗风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以笔为戈为国征 革命文学久弥新 韩山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调研甘肃省会宁县韩家集镇韩家集村 黑龙江大学 

来自大山的呼唤—记麦子坪村 20年变迁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探索红色征程——东三省、江浙、川渝地区城市发展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青春踏寻•百年征途 天津理工大学 

走进乌蒙山看脱贫攻坚，行长征路几百年丰碑--会泽新街脱贫攻坚调研报告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任辅臣 辽宁工业大学 

“后精准扶贫”时代下，探究脱贫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两村”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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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溯红色青春，颂“清澈的爱” 三明学院 

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安徽中医药大学 

薪火相传桃园关，初心使命代代传 湖北医药学院 

重走长征路 青春心向党——从湘江战役遗址看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传承与育人价值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一天通信兵 一生爱国情 南京邮电大学 

忆百年峥嵘岁月，初心如磐向未来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党史 忆初心 话使命-关于传承和弘扬三明红色文化的调研报告 三明学院 

大历史观下红船精神的起源、传承与创新研究 山东大学（威海） 

走进家乡寻赤色 继往开来传精神 上海大学 

生命之源 玉树之缘 青海大学 

驻村第一书记的嵌入式治理与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有效实践 合肥工业大学 

百年党业铸就中国奇迹，五个红色故事讲给你听 河北科技大学 

红色追忆初心，使命筑梦青春——基于遵义红色文化建设的调查分析 海南大学 

归巢•守望•创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返乡小镇青年群体的发展现状调研 中央民族大学 

西陲戍边半世纪  我伴寂寞守繁华 潍坊科技学院 

追忆先辈足迹，回忆峥嵘岁月——访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倾心以听，扶智于行——贫困地区听障青少年社会化教育帮扶 北京科技大学 

在校大学生红岩文化精神观调研报告——以重庆师范大学为例 重庆师范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革命老区的双向建构研究——以左权县为例 中央民族大学 

回看红色历史 传承革命精神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让信仰点亮人生 广东海洋大学 

百年兵魂，铸英育人——建党百年征程中寻根逐梦的老兵精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教育援藏显成效  学子反哺建家乡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乡深处映山红——关于小城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利用的调查研究 东南大学 

重温长征精神，追溯红色记忆，展望乡村未来—以贵州省清镇市麦格乡观游村为调查对象 贵州大学 

寻•忆 潍坊科技学院 

聚星行动：溯源百年党史中灿若星辰的浙大人 浙江大学 

高君宇红色专项调研 山西师范大学 

耕读传家:以实践传承军垦文化 石河子大学 

红色耀宁化，精神传后人——宁化县红色文化发展调研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乡村振兴环境下对红色旅游资源新型利用途径的探索——以临沂市沂南县常山庄村红色

景区带村模式为例 山东大学（威海） 

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启航追梦见证百年风华（视频：《追梦人》） 辽宁中医药大学 

五代“战邮”人，百年红色路 南京邮电大学 

弘扬苏区精神，永续红色光辉 福州大学 

追忆伟人访故居，重走故地看新颜 黑龙江大学 

清华大学“盐城红色传承”调研 清华大学 

北部湾畔的铜墙铁壁——广西地角女民兵连调研报告 北海职业学院 

探寻红色谍影，传承红色基因 天津科技大学 

在平凡中用奉献与坚守实现每个人的可能—关于越剧《核桃树之恋》背后红色故事的调研 东北财经大学 

追寻先辈足迹，争做有为青年 湖南工业大学 

经纬援疆十年路，红色基因百年情——新时代青年对“兵团文化”的认同与践行 东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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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认知度调研报告 安徽师范大学 

重温老寨红色记忆，宣扬新村红色精神——十八洞村 中央民族大学 

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书写青春奋斗篇章 上海大学 

沿“精准教，育扶贫”足迹，以“阳光支教·关爱留守儿童教育扶贫支教团”为先锋，助力宝鸡

市太白县脱贫攻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红色精神对于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以“西迁精神”为例 西安交通大学 

红色记忆及其时代价值：基于盐城、平凉、同心三地的实践调研 宁夏大学 

一树常青滕，百年继红程——基于浙江滕头村的实践调研 宁波大学 

忆峥嵘岁月，传红色基因 西安科技大学 

兴国红色山歌发展现状及其传承研究 江西中医药大学 

“传承红色文化，助力渔村振兴”长三角地区上岸渔民人居环境调研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 

青年对话——跨越百年时空，重走红色之旅 南开大学 

一渠绕群山 红旗映初心——弘扬红旗渠精神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安徽省铜陵市渡江战役的红色集体记忆研究——以铜陵市笠帽山革命烈士陵园为例 中央民族大学 

“苏区精神，薪火相传”——苏区革命精神对紫金县苏区镇发展的影响调研 广州大学 

红色人物典流传  以红为魂述初心——山西高校学生会发挥“红色引擎”作用调研 山西医科大学 

百年党魂薪火传，盛世遂愿贫帽摘 西北师范大学 

缅怀前辈楷模 传承红色基因—基于陈树湘烈士断肠明志精神调研报告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印象梁家河，追忆寻初心 东北电力大学 

模范兴国，将星璀璨 江西传媒职业学院 

红旗渠精神我来讲：豫北 A高校利用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经验调查 安阳师范学院 

饮食文化中的红色基因传承模式研究——基于对“黄桥烧饼”的实证分析 扬州大学 

我和我的“胶公” 鲁东大学 

淮海战役系列红色基因传承问题及对策建议研究——以安徽淮北为例 蚌埠医学院 

最可爱的人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曾士峩烈士家族优良家风传承及发展调查研究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兵精神的传承与当代价值 石家庄铁道大学 

传承红色精神，集智帮扶蜂农——田阳土蜂蜜产业发展现状及带动脱贫攻坚研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疫情防控视域下红色基因传承的困境与突破——基于余江地区血防精神传承模式的实践

研究 南昌大学 

七个故事，一份初心——来自于共产党人“择一事、忠一生”的坚定信念 成都大学 

重温雷锋故事，传承雷锋精神 衡阳师范学院 

于都红军长征源精神调研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

玛依校区 

高台记忆 兰州大学 

黄河流域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机制调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薪火——学新疆苦难辉煌史，做新时代接班人 长沙理工大学 

百色之行悟初心使命，脱贫调研助乡村振兴 广东工业大学 

仪光赤心实践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沂蒙精神 青岛理工大学 

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精神——专访我的爷爷张文儒 厦门理工学院 

老兵精神传承和弘扬载体实施的路径研究 

   ——以珠海市小林村老兵事迹为例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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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无恙 英雄永存—致敬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晋绥首府，红色兴县 山西传媒学院 

礼赞红色精神，献礼建党百年：建党百年红色精神大众化调研报告 安徽师范大学 

党建工作、乡村振兴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鲁、湘、赣、浙四地的红色主题调查 上海财经大学 

微光——宁夏医科大学大力践行青年志愿者服务精神 宁夏医科大学 

红色村落的演变及其致富经验调查研究 海南师范大学 

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长征精神当代价值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演绎红岩故事，传承红色精神——重庆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调研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赓续机制的个案研究 

——基于红船精神传播情况的调研 南京师范大学 

建党百年，“晋”心向党 华东理工大学 

首都红色资源在高校育人中的价值研究——以毛主席纪念堂红色项目为例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再寻一曼 广西大学 

从脱贫到振兴——基于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思想的乡村振兴发展调研报告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深挖红色“富矿”培育云端“沃土”——基于新媒体矩阵下十座城市的

红色景区探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发扬长征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探寻武汉红色密码，走进八七会议会址 武汉体育学院 

追寻红色标语 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基于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园走访调研 华南师范大学 

延安之旅，红色传承 中国计量大学 

聆听最质朴的声音，感受新时代的发展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晋绥日报》漫忆—对山西本土红色革命新闻史的调查研究 山西大学 

青年似朝阳，红岩何去从？ 重庆理工大学 

五载扶贫足迹 红色薪火相传——北农植科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红色实践 北京农学院 

壮哉廿七军 黎明职业大学 

寻访抗战胜迹 赓续红色基因——唐山师范学院“我们家乡的抗战胜迹寻访”社会实践报告 唐山师范学院 

红色记忆——寻梦台儿庄 安庆师范大学 

学习江姐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成都大学 

“寻梦百年，芳华献礼”——小红军重走长征路 华东理工大学 

回首百年峥嵘岁月，探寻商科思想传承 南开大学 

做红色传承“志愿者”，启红色传承“新视野” 北京科技大学 

红军长征在漳县 西北师范大学 

《信仰的力量—与百名红色人物话初心》口述史采集项目 温州医科大学 

文化传承视角下年轻人对红色文化认知现状调研报告——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 贵州师范大学 

“血乳交融，培根铸魂”——威海“乳娘”抗日先烈精神传承调研 山东大学（威海） 

匠心独具擎重器，红色基因代相传——讲述大国重器的工匠精神故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探访革命遗址 寻访五四精神——关于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五四精神的调研 山西大学 

叶挺独立团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展 武汉科技大学 

争做时代新人 传承红色精神 天津商业大学 

皖水红旗曲·徽土黄梅音——红色黄梅戏传承与发展的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讲述一只口罩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大医精神 哈尔滨医科大学 

重走红色足迹 感悟精神红魂 ——关于昆仑关战役遗址保护利用的调研报告 百色学院 

从凿出一条山路 到建设一条乡村振兴路 福建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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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松特立——深挖历久弥新的徐特立红色精神 长沙师范学院 

健康中国青年行，医者仁心扶贫路——探访健康中国路上的浙医力量 浙江大学 

半生枪林弹雨，一生鞠躬尽瘁 潍坊科技学院 

红色印记探寻之旅——双语重温红军过草地的故事 南京理工大学 

“弘扬革命精神，推进乡村振兴”——红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引领下的塔布赛村发展调研报

告 内蒙古大学 

追寻红色足迹，汲取红色力量——基于采访抗美援朝老兵的红色记忆 中央民族大学 

探寻红色足迹，振兴美丽乡村——基于韶关南雄水口镇红色文化旅游扶贫项目的调研报告 暨南大学 

历史的温度——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兵团精神 石河子大学 

红色基因聚力老区发展   青春足迹点亮乡村振兴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沂蒙山水红星照 

 ——走进革命老区，调研沂蒙精神 北京科技大学 

不忘初心，与宁同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赴福建省宁德市暑期社会实践调

研报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抉择生死的那一天——基于 BIM技术的“八七会议”旧址修复与裸眼 3D教育展示应用 湖北工业大学 

常德红色文化场所保护与利用状况调查 湖南文理学院 

百年奋斗路，携手话小康——我身边的小康故事 上海师范大学 

重走红色足迹 追溯红色记忆——追寻、探访、学习长征路上的红色故事心得体会 西昌学院 

“忆校史·传鸿志·庆百年”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吉林大学 

声音的力量——红色精神媒体传播路径调研 河北科技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机遇探索与研究——以海陆丰地区

为例 广东培正学院 

返回家乡看新旧变化——宁夏和重庆移民村的那些事儿 宁夏大学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基于四川省的红色精神传承调研 四川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