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秋季MSW开题安排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导师 二导 论文题目 研究方法

付媛媛（组长）、彭曼曼、吴伟东（暨南大学）  11月29日周二下午13：30-17：30  珠海线下 地点：励教楼B201  开题秘书：徐金蕊

1 202122240005 陈蕴婷  金承刚 基于安德森模型的老年居民健康素养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的影响研究 定量

2 202122240019 胡焘麟  田明 老年流动人口的回流趋势及动因研究 定量

3 202122240043 吕伟东  屈智勇 同伴接纳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社交距离的中介作用 定量

4 202122240074 杨文蓉  王晔安 “互联网+慢病管理”模式视角下探索医养结合 ——以粤港澳大湾区 A 镇为例 定量  

5 202122240081 张家欣  梁玥 情境影响与大学生生涯未决的关系 ：自我效能感和生涯适应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定量

6 202122240051 尚雪璐  高嘉敏 我国老年人群主观贫困，心理弹性与认知的关系研究 ——基于稀缺理论视角 定量

7 202122240016 何婷雯  余晓敏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定量

8 202122240091 周洋洋  梁玥 父母教育卷入、教师支持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研究 定量
 乔东平（组长）、 吴清禄、李琴（暨南大学）  11月29日周二上午8：00-11：30   珠海线下 地点：励教楼C208 开题秘书：王诗卉

1 202122240090 郑宇涵 张欢 大病儿童的安宁疗护服务 ：基于S机构安宁疗护团队的质性研究 质性

2 202122240006 储姣鸾 田明 阶层流动视角下人才流动的困境与原因探析 ——基于A市Y县“小镇做题家”的深度访谈 质性

3 202122240022 靳晓俣  陶传进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夏令营中同伴关系建构研究 ——基于某夏令营项目为例 质性

4 202122240075 杨一鸣  屈智勇 大学生群体自我表露与亲密关系影响的性别差异 质性

5 202122240003 陈丹  陶传进 自组织与被组织:不同建构路径对于社区自组织培育效果的影响研究 质性  

6 202122240035 刘丹 陆奇斌 生态系统视角下销售型企业员工情绪管理问题研究 ——以k企业为例    质性  

7 202122240039 刘子月 徐月宾 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地老人社会适应研究 质性

徐月宾（组长）、梁玥、吴伟东（暨南大学） 12月5日周一下午13：30-17：30   珠海线下  地点：励教楼C203 刘怡兰

1 202122240029 梁楚荞  吴清禄 认知症照料者的不确定性体验研究 质性

2 202122240089 郑娅 乔东平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研究 质性

3 202122240046 莫天虹  付媛媛 童年逆境与老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定量

4 202122240077 尹思佳 韩华为 农村陪读妈妈的母职实践 ：困境与调适 质性

5 202122240082 张璐  吴清禄 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大学生手机依赖 ：反刍思维和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定量

6 202122240083 张晓婷  张强 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定量

7 202122240037 刘娜娜  乔东平 陶传进 困境与突围:“草根社工”服务尘肺病家庭的动力、路径和有效性研究 质性

8 202122240072 徐小琳 田明 易地搬迁移民的“两头跑”困境研究——基于贵州省S社区易地搬迁户的个案分析 质性
陶传进（组长）、陆奇斌、李琴（暨南大学）11月28日 周一上午8：00-12：00   珠海线下  地点： 励教楼C203 （开题老师部分线上，腾讯会议号431-366-359）开题

秘书：施迎新



1 202122240064 卫思帆  张维军 多元主体参与视角下医务社会工作者角色困境研究 ——以B市医务社工体系建设项目为例 质性

2 202122240010 冯源  王晔安 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与机构发展之间的逻辑关联研究 —基于模糊集定型比较分析方法 质性  

3 202122240024 赖珩  张欢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与价值共创研究 ——以N市W社区邻里互助联盟为例 质性

4 202122240025 兰宁  张强 “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下中国国际志愿服务发展驱动机制研究 混合

5 202122240056 谭万冬  张欢 互联网公益区域专场模式研究 质性

6 202122240050 屈乐怡  张强 共同富裕战略视角下影响力投资的中国路径探析 ——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 质性  

7 202122240020 黄秀清  徐月宾 社会工作介入失能老人家庭照料研究 --以某康复护理项目为例 质性

8 202022240081 严国宁 张强 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组织网络化行动的机制和效果 ——以三个典型的社会组织合作网络为例 质性  

张强（组长）、余晓敏、江汛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2月1日周四上午8：00-11：30 线上  腾讯会议：866-667-043  开题秘书：蒋夏青

1 202122240036 刘可佳  张维军 上海市疫情封控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防控的实践研究 质性

2 202122240060 王嘉园  王晔安 组织领导力对服务质量的影响 ：跨层次的中介模型 定量

3 202122240038 刘欣然  陶传进 五社联动背景下社区自组织自下而上培育路径研究 —基于C市多案例比较分析 质性

4 202122240048 潘莉  王晔安 合作生产视角下草根机构与困境女性参与乡村公共价值建构研究 质性

5 202122240009 冯瀚予  徐晓新 公益项目实施中多方合作的矛盾与解决机制研究 —以Z基金会G项目为例 质性

6 202122240078 于昕卉  陶传进 互联网募捐平台上捐赠人持续参与的研究 ——基于Z平台的案例研究 质性

7 202122240057 田可冉  徐晓新 企业、政府、基金会合作的公益项目模式研究 --以Y基金会某乡村发展促进项目 Z为例
 

质性

王晔安（组长）、杜洪飞、 段文杰（华东理工大学） 12月1日周四下午13：30-17：30 线上 腾讯会议：762-361-426 开题秘书：刘倩

1 202122240065 吴丹丹  屈智勇  高职教师付出获得不平衡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能力领域自尊的中介作用 定量

2 202122240002 常佳玲  田明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风险抵抗力的比较研究 质性

3 202122240026 李君妍  王晓华 累积家庭风险对农村初中生自尊的影响 ：家庭外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定量

4 202122240007 党欣  张欢 受资助大学生感戴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定量

5 202122240014 郭婧怡  屈智勇 有意愿从事社会服务的社会工作硕士的生涯适应力探索 质性

6 202122240033 林晶雯  徐月宾 老年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性研究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定量

7 202122240052 孙菡誉  陈彬莉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研究 定量

8 202122240031 梁瑜倩  屈智勇 付出-获得不平衡与高职教师职业倦怠的关系 ：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 定量

王晓华（组长）、翁雪、郭静（北京大学）11月30日周三下午13：30-17：30 线上 腾讯会议：909-382-620  开题秘书：蒋夏青

1 202122240008 范一杰  王晔安 网络欺凌的家庭成因：养育方式的调节作用 定量

2 202122240027 李欣瑜  陶传进 从抵抗到绽放——U+B视角下“刺儿头”的发展路径探究 质性

3 202122240047 牛铭培  屈智勇 自我同情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定量



4 202122240059 万雯  梁玥 人际交往能力对青少年早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人际关系的中介作用 定量

5 202122240063 王玉瑶  屈智勇 儿童期积极经历与成年初期心理健康的关系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定量

6 202122240084 张鑫萌  张维军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青少年饮水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定量

7 202122240086 赵嘉璇  张强 互联网使用行为对老年人健康自我感知的影响机制探析 混合

8 202122240001 蔡诗榕  张维军 青少年饮水健康知识项目评估 ——以某公益项目为例 定量

高华俊（组长）、陈彬莉、何欣（中国人民大学）11月30日 周三下午14：00-17：30  线上  腾讯会议：328-968-567 开题秘书：康帅

1 202122240017 洪子琪  陶传进 “游戏玩具”以儿童为中心的多重价值研究 ———以6所乡村幼儿园为例 质性

2 202122240030 梁乃佳  乔东平 残障儿童异地康复困境及其家庭抗逆力研究 质性

3 202122240023 孔德蓉  田东华 张维军 社会工作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以宁夏银川市x村为例 质性

4 202122240058 万婕  徐月宾 双减政策背景下家长的教育焦虑 ：表现、原因及对策 质性

5 202122240087 赵敏宏  乔东平 目睹家庭暴力对儿童的影响及其应对研究 质性

6 202122240061 王晓华  余晓敏 社会工作参与未成年被害人救助服务模式与效果研究 ——以北京市C区司法社工实践为例 质性

7 202122240076 杨苑清  徐月宾 大龄二孩家庭长子女的双重角色适应研究 质性

张维军（组长）、高嘉敏、齐小玉（中华女子学院） 11月30日 周三下午13：30-17：30 线上 腾讯会议：484-990-913 开题秘书：朱姿颐

1 202122240018 侯婕  高华俊 社会资本视角下退休老年人精神养老问题研究 ——以某市L社区为例 质性

2 202122240040 鲁优 陶传进 医务社工嵌入医疗体系的路径研究 ——以X基金会“医务社工体系建设”项目为例 质性

3 202122240045 马子秀 陈彬莉 忽视抑或疑病：农村女性妇科健康的伦理困境 质性

4 202122240062 王晓雪  乔东平 医务社工介入神经外科患儿术后快速康复的路径和作用研究 质性

5 202122240011 高檬  王晔安 新乡贤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多重逻辑与效果研究 质性

6 202122240088 赵巍  陈彬莉 隐藏还是面对？青少年甲状腺疾病患者容貌焦虑问题差异分析 质性

7 202122240068 吴媛媛  程惠霞 基于金融社会工作视角的老年人金融诈骗预防策略研究 质性

8 202122240044 罗希萍  陶传进 自我身份叙事下听障大学生的身份认同的认知路径研究 质性

 韩华为（组长）、王晔安、许斌（北京科技大学）12月3日 周六下午13：30-17：30  线上 腾讯会议：171-452-811 开题秘书：孙倩男

1 202122240071 徐琴  张强 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家庭中妇女角色的变迁与适应 ——基于CX转移安置社区的案例研究 质性

2 202122240080 张欢 徐月宾 中国农村互助养老运行机制及效果研究 ——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幸福院为例 质性

3 202122240028 李屹轩 陈彬莉 经济贫困=教养无能？优势视角下农村贫困家庭教养实践研究 质性

4 202122240032 林嘉敏  陶传进 乡村社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以Z基金会T项目为例 质性

5 202122240070 邢胜男  付媛媛 隔代抚养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子女代际支持的作用--基于CHARLS201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定量

6 202122240015 韩俊盈  张强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派驻医务社工的职业适应过程研究 质性



7 202122240041 陆宁  刘凤芹 城市低保边缘户中子女大学毕业生的困境及对策探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H市某社区为例 质性

8 202122240013 关昕宇  徐月宾 中国文化背景下失独家庭持续性联结研究 质性

王新松（组长）、张玉荣、陈锋（北京工业大学）12月2日周五上午 8：00-12：00  线上腾讯会议：963-513-949  开题秘书：王霞

1 202122240066 吴晓 陶传进 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 ：基层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动路径研究 ——基于北京市J老年协会的个案分析 质性

2 202122240012 顾修妍  余晓敏 协同治理视角下红十字会参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s市红十字会为例 质性

3 202122240079 张帆  韩华为 资源保存视角下社区工作者的情绪劳动问题研究 ——以X市Z社区为例 质性

4 202122240004 陈媛  田明 “候鸟老人”异地养老状况与支持体系研究 ——以海口市为例 质性

5 202122240053 孙静雯  余晓敏 社会工作介入家庭教育自组织培育的路径研究 ——以中山市J机构为例 质性

6 202122240042 吕敏珊  田东华 社会工作介入智慧养老的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以X养老机构为例 质性

7 202122240085 张宇京  乔东平 未成年人文身对个体发展影响的回溯性研究 质性

8 202122240055 孙妍  田明 乡城流动人口落户路径研究 质性

屈智勇（组长）、杨立军、向小平（北京理工大学） 11月29日周二下午  14：00-17：30 线上腾讯会议：783-256-366  开题秘书：高天娇

1 202122240073 杨婉琛  田东华 张维军 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和健康饮水行为的关系研究 定量

2 202122240049 彭文宣  王晓华 父母教育期望对初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 ：自尊的中介和班级氛围的调节 定量

3 202122240021 黄炎霄  余晓敏 社会工作在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中发挥的作用研究 质性

4 202122240054 孙茜  陈彬莉 社会性别规范与拉拉群体的婚姻选择 质性

5 202122240069 谢敏  余晓敏 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促进心智障碍青年就业和社会融合的路径及效果研究 ——以M面馆为例 质性

6 202122240067 吴雨蔚  陈彬莉 高中生同伴性教育组织补位学校性教育机制研究 质性

7 202122240034 林欣  王晓华 学校氛围感知与初中生网络成瘾的关系 ：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 定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