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号 导师 论文题目 研究方法

1 易美荣 202022240085 田东华 绘画小组介入养老机构高龄失能老人人际交往实务研究—以SH养老机构高龄失能老人为例 质性

2 杨家璇 202022240083 张强 疫情背景下在线教学模式对中小学教师韧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南省L市的实证研究 定量

3 许雅南 202022240078 徐月宾 农村老年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利用现状研究-以河北省C市农村老年人为例 质性

4 沈彤 202022240059 王晓华 青少年饮酒行为、健康焦虑与自我控制的关系研究 定量

5 郭裕 202022240021 徐月宾 农村空巢老人配偶照顾者的照顾体验研究——以安徽省阜阳市S镇为例 质性

6 严国宁 202022240081 张强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新员工企业融入的影响研究 定量

7 何丽莎 202022240028 田明 基于来源地类型比较流动人口市民化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定量

8 梁泳琪 202022240043 谢秋媛 认知行为疗法中父母参与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研究 定量

1 罗琼 202022240052 刘凤芹 可行能力视角下城市轻度智力残疾人就业问题研究-以Z市X康园中心为例 质性

2 乔霞 202022240057 梁玥 专业服从调剂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形成过程探究 质性

3 何明婧 202022240029 陶传进 基层治理中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以城市社区楼门院治理为例 质性

4 薛伟强 202022240079 韩华为 小组工作介入农村寄宿中学生抗逆力提升实务研究--以S省Z学校为例 质性

5 郭莹 202022240020 余晓敏 疫情背景下社会工作硕士毕业生的求职过程研究 质性

2020级MSW开题安排

11月26日（星期五）18：00-22：00 付媛媛（主席）、梁玥、吴伟东（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励教楼C404

11月29日（星期一）下午13：30-17：30 徐月宾（主席）、张玉荣、李琴（暨南大学）  珠海校区励教楼C306



6 李瑶瑶 202022240039 张强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社工视角的乡村集市反贫困功能研究——以西北地区Y乡村集市发展为例 质性

7 张苑 202022240093 田东华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以X社工机构的驻村服务为例 质性

8 余君 202022240086 谢秋媛

1 何锦璇 202022240025 田东华 脑卒中患者戒烟失败成因分析 质性

2 廖慧敏 202022240044 乔东平 基金会资助农村妇女自组织的路径及成效研究——以 F 基金会 X 项目为例 质性

3 侯典萌 202022240031 田东华 中职生学习倦怠的自我应对分析及社工介入空间探索 质性

4 何静文 202022240026 付媛媛 屈智勇 家长参与循证干预的障碍与促进因素-以TF-CBT家长小组为例 质性

5 赵天星 202022240096 付媛媛 社会支持对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老化态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定量

6 贺云飞 202022240030 田明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流动人口到新市民的身份界定和身份认同——以广东省珠海市为例 质性

7 戚姝娴 202022240056 屈智勇 梁玥 基于儿童友好理念的社区服务行动研究——以珠海C社区儿童友好型社区项目为例 质性

8 代君荣 202022240011 韩华为 赋权视角下家庭主妇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角色转变的实务研究——以深圳市G社区项目为例 质性研究

1 郎亚鸽 202022240038 张维军 屈智勇 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知识水平与服药依从性之间的关系-－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 定量

2 姜瑞敏 202022240035 王晓华 社会控制理论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研究 定量

3 徐宗存 202022240077 田东华 中途宿舍模式在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质性

4 王琦 202022240066 徐月宾 独居老人自我照料经历研究——以山西省太原市城区独居老人为例 质性

5 张雪 202022240092 屈智勇 高中生网络欺凌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神经质和情绪调节的中介模型 定量

12月1日（星期三）下午13：30-17：30 徐月宾（主席）、谢秋媛、雷杰（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励教楼C404

12月2日（星期四）下午13：30-18：00 金承刚（主席）、杜洪飞、林文亿（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励教楼C305  

感知父母冲突与大学生人际亲密能力的关系                                                                            定量+质性结合



6 范鸣浩 202022240015 付媛媛 老年人虐待与自杀意念的关系研究——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定量研究

7 丁乙 202022240014 王晓华 初中生近视、近视感知与抑郁的关系研究 定量

8 黄楠 202022240034 谢秋媛 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恋爱能力的中介作用 定量

9 韩蕙羽 202022240022 付媛媛 陶传进 老年照料者家庭、工作角色冲突对抑郁的影响研究：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定量

1 敖日格勒202022240002 徐月宾 失独老人自组织能力培育的实践经验研究——以C市Y中心为例 质性研究

2 陈欣 202022240007 刘凤芹 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家属心理压力缓解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以广东省S医院为例 质性研究

3 梁硕 202022240042 余晓敏 志愿动机对大学生持续性志愿行为的影响研究 定量

4 丁美 202022240013 田东华 社会工作介入中轻度智力精神残疾者就业的路径与成效研究———以XY机构“十米阳光”项目为例 质性研究

5 方子萱 202022240016 乔东平 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知与实践策略研究 质性研究

6 孔雅伦 202022240036 杨力超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社区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营造的探索研究——以豫西北S村孔子“文庙”重建项目为例 质性

7 王雯雯 202022240067 乔东平 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研究--以贵州省和北京市为例 质性

8 张诗禹 202022240090 田明 社会工作介入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度研究——以珠海市X地为例 质性

1 蔡铠韩 202022240004 张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社会组织应急协同能力建设研究——以Y基金2020年抗击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行动为例 质性研究

2 卓语笛 202022240100 余晓敏 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犬儒主义的影响研究 定量

3 刘晓甜 202022240048 张欢 社会服务项目制下社会组织的生长逻辑——以珠海恩派非盈利组织发展中心为例 质性

4 严雪琴 202022240082 余晓敏 社会组织声誉对公众捐赠的影响研究 定量

12月2日（星期四）下午14：00-18：00  陶传进（主席）、谢秋媛、陈香君（华南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励教楼C307

12月3日（星期五）下午13：30-18：00  陶传进（主席）、马庆钰、李琴（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励教楼C307



5 陈卓杏 202022240009 王晔安 乡村治理中合作生产的公共价值塑造——以广东“双百”社工站为例 质性研究

6 施倩倩 202022240060 陈彬莉 张玉荣 资源依赖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的转型分析——基于Z市JS艺术团的个案研究 质性

7 庞雨欣 202022240055 乔东平 跨部门合作理论视角下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社区推进策略研究 质性

8 何李杏 202022240027 徐月宾 农村失能老人家庭子女照料：选择与协商——以广东省雷州市L县为例 质性

9 高树鸿 202022240017 高华俊 公益创投培育妇女儿童社会组织的模式与效应研究——以h省“公益木兰”项目为例 质性研究

1 宋彤彤 202022240062 杨力超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妇女的相对贫困问题研究—以贵州省黎平县为例 质性

2 王馨洋 202022240069 余晓敏 实习单位性质对社工实习生督导需求的影响研究 定量

3 周梦婷 202022240097 田东华 张维军 罕见病儿童患者家庭压力应对及社会工作介入的效果评估 质性

4 徐雯琳 202022240076 徐月宾 安得两全法：女性照顾者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策略研究-以湖北省襄阳市某社区为例 质性

5 王颖 202022240072 余晓敏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与公益慈善行业的适配性研究 定量

6 韩佩霞 202022240023 张玉荣 嵌入视角下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以X医院为例 质性研究

7 刘凡 202022240046 张欢 社区社会工作者情感衰竭研究——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数据 定量

8 张同心 202022240091 屈智勇 高中生传统欺凌与网络欺负的关系：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和社交焦虑的调节作用 定量

9 徐锦燕 202022240075 高华俊 陶传进 参与式发展理念下儿童社区教育的功能和创新研究——以深圳市鹭湖社区为例 质性

1 张晴晴 202022240089 陈彬莉 父亲缺位子女家庭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定量

2 陈亚容 202022240008 杨立军 陶传进 父母职业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基于CEPS的实证研究 定量研究

11月29日 （星期一）下午14：00-17：00   王晓华（主席）、张维军、何欣（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校区后主楼2026会议室

12月4日（星期六）下午13：30-18：00 乔东平（主席）、梁月、谢宇（华南理工大学）珠海校区励教楼E206



3 苏琴 202022240063 屈智勇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症状的关系：抗逆力的中介作用 定量

4 曹澍 202022240005 付媛媛 隔代抚养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定量研究

5 娄琳 202022240050 屈智勇 基于体育核心素养的农村儿童运动需求分析 混合

6 曾素玲 202022240087 韩华为 社会工作介入青年流动人口再教育问题的可能性研究—以北京市Ｃ区为例 质性

1 郭如玉 202022240018 徐月宾 以音乐治疗促进脑损伤患者社会融入的实践研究——以G医院“爱之声”合唱团为例 干预研究

2 孙凌昆 202022240064 田东华 张维军 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知识水平与抑郁情绪的相关性研究 定量

3 史文君 202022240061 王晓华 中学生的成长主动性与网络成瘾：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定量

4 谢小桐 202022240074 高华俊 张维军 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抑郁情绪与照护负担的相关性研究 定量

5 郭睿颖 202022240019 乔东平 青年脑卒中患者的适应困境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为例 质性研究

6 郇丽君 202022240033 田东华 张维军 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 定量

7 刘盼盼 202022240047 田东华 白血病患儿医疗适应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实践 质性

1 安琪 202022240001 陶传进 乡村参与式发展实践路径探索—以F县小母牛项目为例 质性研究

2 白洁 202022240003 王晔安 从“践行使命”到“意义构建”：疫情常态化下的社区工作者公共服务动机研究 质性研究

3 杨婷婷 202022240084 杨力超 碳中和背景下煤矿工人生活困境研究—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质性

4 陈倩倩 202022240006 刘凤芹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城市社区互助养老的社会工作服务路径分析——以S市N社区Y机构介入为例 质性研究

5 仇雪鉴 202022240010 张欢 让公益持续：从公益行动到公益基金会——以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为例 质性研究

12月1日（星期三）上午8：30-12：00  付媛媛（主席）、高嘉敏、郭静（北京大学）北京校区后主楼2026会议室

12月1日（星期三）上午8：30-12：00  王新松（主席）、张玉荣、许斌（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校区后主楼2027会议室



6 赵静 202022240094 田东华 白血病患儿及其家庭情感需求和家庭功能分析研究——以七个白血病患儿监护人为例 质性

7 李颖 202022240040 徐月宾 农村日间照料中心的运营模式和效果研究 质性

1 侯佳欣 202022240032 付媛媛 老年人参与及持续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 定量

2 王伊 202022240071 田明 代际支持对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居住方式的中介效应分析 定量

3 聂晨雪 202022240054 付媛媛 影像发声法应用于随迁老人社区生活环境适应的研究—以S市Y社区为例 质性

4 吴晗 202022240073 张维军 屈智勇 家庭支持对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及其治疗依从性影响研究——以XX地区为例 定量

5 赵路 202022240095 王晓华 青少年亲子依恋、感恩和问题性网络使用关系研究 定量

6 朱琳静 202022240098 田东华 张维军 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社会支持与抑郁情绪相关性研究 定量

7 闫昊博 202022240080 王晓华 农村中学生家庭功能与自尊：家庭经济状况的调节作用 定量

1 朱晔 202022240099 田东华 托育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及政策需求研究 质性

2 王潇悦 202022240068 杨立军 暑期托管服务在推动工作家庭平衡中扮演的角色：以双职工家庭为例的实证研究 质性

3 张明 202022240088 张欢 小组工作介入大龄二孩家庭“大孩”心理调适问题研究——以郑州市X社区为例 质性

4 刘欣然 202022240049 乔东平 中国特殊需要儿童家庭的社会融合：认识、挑战与应对 质性

5 兰菁 202022240037 王晔安 有意识但失控：父母缺席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作用原理比较研究 质性

6 吕佳欣 202022240051 乔东平 “双减”背景下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质性

7 林伊玲 202022240045 陶传进 困境儿童的价值生成机制及服务场景作用研究———以在城长生活馆项目为例 质性研究

12月1日（星期三）下午14：00-17：30  梁小云（主席）、王晔安、隋玉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校区后主楼2026会议室

12月3日（星期五）上午8：30-12：00  高华俊（主席）、陈彬莉、池丽萍（中华女子学院）北京校区后主楼 2026会议室



1 戴蕉嶷 202022240012 陶传进 从自娱自乐到公共参与：社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转变过程研究——以济南市H社区为例 质性研究

2 王一竹 202022240070 张欢 疫情下社会服务项目线上评估研究——以"翼暖西东"社会服务项目评估为例 质性

3 孟博文 202022240053 王晔安 公益创投的指向标：社会价值量化评估的发展逻辑与实践困境研究——以北京市Y基金会“青椒”项目为例 质性

4 孙潇君 202022240065 张欢 突发事件与应急管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干预研究 定量

5 邱青青 202022240058 陶传进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儿童服务工作研究——以北京市某社区儿童服务为例 质性

6 郝婧宇 202022240024 杨立军 一线社工激励机制和任职能力提升研究——以S市为例 质性

7 梁锋 202022240041 陶传进 教育信息化赋能乡村教育创新发展——以Y基金会双师课堂项目为例 质性

12月3日（星期五）上午 8：30-12：00  张强（主席）、陆奇斌、杨荣（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校区后主楼2027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