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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19 年度）拟立项项目汇总表

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2019001
革命老区达州市农产品加工业现状

调查及对策研究
孟秋菊 四川文理学院 专项项目

2019002 巴域音乐史料整理与研究 李晓龙 四川文理学院 专项项目

2019003
政治动员视角下的川陕苏区妇女运

动研究
何先成 四川文理学院 专项项目

2019004
四川革命老区农村合作社参与社会

治理的方式和路径研究
康 超 内江师范学院 重点项目

2019005
四川革命老区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

协同推进研究—以四川南江县为例
封 伟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重点项目

2019006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的现状与

对策研究——以达州为例
蒲东恩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重点项目

2019007
陕南苏区红色资源融入乡村振兴战

略研究
尹行创 安康学院 重点项目

2019008
自贸区与川陕革命老区协同发展及

路径研究
龙云安 西华大学 重点项目

2019009 川东地区基督教档案文献整理研究 邓 杰 四川文理学院 重点项目

20190010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川东北乡村史

志编纂与优秀乡村文化传承的路径

研究

马建堂 四川文理学院 重点项目

20190011
巴賨视阈下的渠县汉阙石刻图案艺

术研究
任 雯 四川文理学院 重点项目

20190012
高质量视阀下达州市畜牧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研究
陈 岗 四川文理学院 重点项目

20190013 武则天与巴蜀文化研究 杜成慧 四川文理学院 重点项目

20190014
川陕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统筹衔接路径研究
兰 奎 四川文理学院 重点项目

20190015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基层反腐败

问题研究——秦汉风闻监察体制运

作的现代启示

秦 静 四川文理学院 重点项目

20190016
全域旅游视角下红色旅游创新驱动

四川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研究
孙艳玲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一般项目

20190017
革命老区贫困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

力的路径研究——以达州市为例
易 鸿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18
四川革命老区农村生物质清洁能源

研究与开发
罗朝阳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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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019
“产业互联网”战略推动四川革命老

区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研究
苟延杰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20
四川革命老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战略同步推进研究
彭红碧 成都师范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21
后旅游扶贫时代四川秦巴山区乡村

振兴逻辑重构及障碍因子诊断
何成军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22

推动四川革命老区智能制造产业高

质量发展对策研究——以达州市为

例

吴 颖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23

四川革命老区农村精准扶贫中的劳

动观重塑——M乡政府贫困群众来访

现象分析

张善喜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24
川陕革命老区农村空心化演进过程、

机制与格局研究
安 彬 安康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25
四川革命老区“农转居”社区治理研

究——以达州为例
唐 敏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一般项目

20190026
四川革命老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研究
桂福琳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27 唐代巴地流贬诗歌文献整理与研究 席 蓬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28
四川革命老区绿色生活方式培养研

究——以泸州古叙革命老区为例
曾 炬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29
川东革命老区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

及对策研究
陈俊桥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30
新媒体环境下四川革命老区重要红

色遗址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
梁 弼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31
乡村振兴战略下藏族织绣艺术传承

与创新研究
王世琴 阿坝师范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32
乡村振兴战略下川东北革命老区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与治理
周海兵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一般项目

20190033

川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红色家风

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研究—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

张俊峰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34

红色文化资源的大学生党史教育价

值及实现路径研究—以川东北革命

老区为例

陈端春 西华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20190035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川东农村义

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研究
李红梅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36
老龄化背景下川东革命老区养老服

务人才培养研究
张俊浦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37
四川革命老区重要遗址遗迹的保护

和利用研究
刘正全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一般项目

20190038 巴文化典型故事的英文译介 王 晶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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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039 巴文化图像元素再创造研究 吴爱峰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40
主旋律视阈下的四川革命老区红色

文化资源传承影像表达研究
邵君立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41
川陕革命老区优势农业暨特色农产

品大数据系统研究及云平台开发
刘笃晋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42
川陕革命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目标、重点与实现路径研究
罗肖强 四川文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190043

川陕革命老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路径研究——以四川平昌

县为例

吴秀林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44
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在博物馆中

的体验性设计的研究
陈晓樱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45
媒体融合视阈下巴文化传播的当代

转化及路径创新
苏 畅 成都理工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46

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可持续发展模

式与实现路径研究———以达州市

为例

周传彪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47
四川革命老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的路径探究
兰世惠 内江师范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48
老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民生计可持续

研究——以达州为例
刘 杨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自筹项目

20190049
革命老区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影响因

素研究——以达州市为例
蒋明远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自筹项目

20190050
四川宣汉县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

传承研究
吴会蓉 西华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51
四川革命老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

护研究
唐洪松 内江师范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52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革命老区宗族

网络对农地经营权流转影响研究
申 云 四川农业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53
“新乡贤”在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中的

作用调查研究——以达州为例
蒲小勇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自筹项目

20190054
乡村振兴背景下川陕革命老区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研究
刘玉萍 西华师范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55

川陕革命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目标、重点与实现路径研究——

以宣汉县为例

李愈强 中共宣汉县委党校 自筹项目

20190056
川陕革命老区优势农业暨特色农产

品大数据研究
张 杰 成都师范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57
全媒体时代红色艺术传播提升革命

老区城市文化形象研究
杨 燕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58
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旅游民宿设计方

法和策略的研究
吴 娟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59 川东北革命老区涉农保险、涉农信贷 林东川 四川农业大学 自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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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20190060
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革命老区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路径研究
李 谦 西华师范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61
“一干多支”格局下川东北组织振兴

研究
薛宗保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自筹项目

20190062
新媒体时代下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

化资源传承路径研究
刘蕴瑶 四川传媒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63
川陕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协同推进的理据与路径研究
罗 钰 西华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64

基于红色文化传承的旅游纪念品的

设计研究——以四川革命老区的振

兴发展为例

李桃桃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65
达州地区杜仲空间分布及市场资源

调查研究
吴 浪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项目

20190066
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
胡 建 西华师范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67
乡村振兴战略视觉下四川革命老区

乡村活力评价
王佑汉 西华师范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68
精准扶贫工作推动四川革命老区乡

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研究
窦雪锋 西南石油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69
四川革命老区老年人口中医慢病管

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宋海贝 成都中医药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70
新时期军民融合视野下四川革命老

区发展再定位研究
何汇川 西华大学 自筹项目

20190071
川陕革命老区智慧社区建设发展策

略研究
李 茜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自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