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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度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资助项目名单

一、重点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南京非遗云课堂”线上普及活动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

2 大学生社科普及创新创意作品设计大赛
无锡市社科联、无锡科技

职业学院

3 《笔墨丹青话徐州》系列专题活动 徐州艺术馆

4 红领巾探访小康之路
常州广播电视台少儿节目

制作中心

5 家庭档案里的“小康故事”社科普及活动 张家港市档案馆

6
南通市第十七届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仪

式暨主题演讲比赛
南通市崇川区社科联

7 《人民楷模王继才》专题宣讲活动 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

8 地方传统文化传承普及活动
连云港市大华文化交流中

心

9 编辑出版普及读本《缘念淮安》 淮安市社科联

10 “六微宣讲”进万家 东台市社科联

11
好事成双在高邮 今生有约来三垛

——三垛镇第九届“秦观故里话七夕”艺
术节

扬州市高邮市三垛镇文化

站

12
社科“镇”有料 全民 e起来——镇江社科

普及网络行动

镇江文化广电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13
“致敬镇江 经典传诵”大学生诗词大会系

列活动
镇江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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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思想宣传微讲坛 泰州市哲学学会

15 “家住网格”社会治理知识普及活动 宿迁市法学会

二、基地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六朝华服传统文化普及活动 六朝博物馆

2
南京市大、中、小学校原创诗歌征集及诵

读活动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3 “税收·国家·文明”主题征文活动 南京税收博物馆

4 博物馆知识讲座及社教活动 江宁织造博物馆

5 制作人文社科知识动漫作品
南京邮电大学科普动漫研

究所

6 牛首山弘觉讲堂 牛首山弘觉讲堂

7 金陵科普讲坛 金陵图书馆

8 “吴水潆洄”大运河文化推广活动 无锡市图书馆

9 “云书房”线上讲坛 无锡市百草园书店

10 开发公众号识文辨景功能 无锡市东林书院管理中心

11 “疫起漂流，书香进万家”阅读公益活动 江阴市香山书屋

12 “宜兴陶瓷美名扬”系列活动 宜兴陶瓷博物馆

13 《吴地文明》AR 系列研学课程 无锡博物院

14 “吴文化”游学社科普及项目 无锡开放大学

15 争做“先锋少年”--国学公益课堂系列活动 江阴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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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徐州市首届孝亲敬老文化节暨市第十七

届社科普及宣传周开幕式

徐州市社科联、市彭城书

院

17 汉风余韵系列特色文化研学活动 徐州市龟山景区管理中心

18 新时代文明实践社科普及社区行 李可染艺术馆

19 “国潮汉风”中国传统节日公开课 徐州博物馆

20 汉画国学小讲堂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21 传统制茶工艺展示普及活动 徐州老同昌茶文化博物馆

22
“逆行身影·抗疫战争中你需要知道的事”
未成年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系列讲座

徐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23
让传统酿造文化走进青少年普及宣传活

动

徐州恒顺万通食品酿造有

限公司

24 “武博文物总动员”专题活动 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

25 百场社科普及活动进社区
常州市社区天天乐文化惠

民服务中心

26 高雅艺术进校园
常州市保利大剧院管理有

限公司

27 常州古运河非遗文化生活体验馆 常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

28
“感受‘红色浪潮’ ——纪念建党 99周年”
主题活动

常州市档案博览中心

29
“弘扬常州精神，争当时代新人” 2020 年

常州市红色故事大赛

常州市广播电视台广播新

闻台

30 “幸福 E起说”2020年常州市博客大赛 常州市互联网新闻中心

31
苏韵流芳——苏剧的传承与保护系列活

动
苏州图书馆

32 沧江市民大讲堂——四时文化微讲堂 张家港市图书馆

33 费孝通诞辰 110周年暨法治江村行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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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筑梦兰台 携手未来”未成年人档案、红

色文化教育活动
苏州市相城区档案馆

35 第四届《南通人著作展》 南通市图书馆

36
还鸟类一个家园—生态环境知识普及活

动

江苏省南通未成年人社会

实践基地

37 未成年人社科绘本“悦读”启智慧助成长 如东县图书馆

38 红色文化教育研学活动 抗大九分校旧址

39
“唤醒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系列社科
普及活动

如皋市红十四军纪念馆

40 社科知识进基层
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办
事处

41 “跟我学非遗”系列活动 如皋市文化馆

42 “张謇家诫”展示活动 海门市张謇纪念馆

43 “红色教育进校园”主题活动 东海县少儿版画活动中心

44 抗日山烈士陵园抖音号宣传
连云港市赣榆区抗日山烈
士陵园

45 “文明的乐章”音乐会
连云港市家庭与少儿活动
中心

46 家风家规进校园活动 灌南县廉政警示教育基地

47 西游记趣味文化普及活动
连云港市花果山西游记文
化园

4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益大讲堂 连云港市企业文化学会

49 编撰普及读本《伊山趣话》 灌云县博物馆

50
“探寻大运河 走进淮扬菜”淮扬菜文化博
物馆体验活动暨有奖征文活动

淮安中国淮扬菜文化博物
馆

51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暨张纯
如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活动

张纯如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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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法治洪泽云讲堂
淮安市洪泽区法治宣传教

育中心

53 荷风润心伴我成长 金湖县家风家规教育馆

54 红色故事宣讲
淮安市淮阴八十二烈士陵

园

55 第二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

大会议旧址

56
同庆全面建成小康 传承麦秸非遗文化

——安丰麦秸画展览教学活动
东台市安丰古镇

57 疫情心理疏导服务进社区
盐城市心旅心理科学研究

所

58
“初心传承 踏寻足迹”——红色经典阅

读走访系列活动
盐城市图书馆

59 “抗疫”之时—我的非常青春之系列活动 盐城顾吾书社

60 我与抗战老兵的学习之约 响水县税企大学堂

61
“古巷词香·雅韵清声”——仁丰里诗词节

活动
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

62
“解读青铜时代 讲述中国故事”文物模拟

制作活动
扬州市宝应古韵三学堂

63
“梦故乡——走近家乡名人汪曾祺暨纪念

汪老诞辰 10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
中国家庭教育博物馆

64
“文明之光 点亮生活”居民科学健康生活

系列活动

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文

昌花园社区

65
“花香万家 美惠百姓”园艺知识普及教

育系列活动
扬州枣林湾园博园

66 “数风流人物 还看扬州”系列讲座 扬州市图书馆

67 “中医坊间行”宣传普及系列活动 扬州市江都龙川书院

68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系列慕课 镇江市赛珍珠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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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书香校园·馆校联盟”项目 镇江市图书馆

70 《一口品千年》抖音直播 润茗园茶文化体验馆

71 揭秘“铁翁春秋”文化传承活动 镇江江南学校

72 组织“十个一”基地共建主题系列活动
镇江市急救中心科教体验

馆

73
“挖掘江南酱园文化印记 弘扬镇江味

道”系列活动及产品开发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

74 “节气之美”系列活动 镇江市京口文化艺术中心

75 “胡瑗讲堂”系列社科普及讲座 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

76
“明服工坊”泰州明代服饰系列文化教育

活动
泰州市博物馆

77 节水在行动普及宣传活动 清爽靖江环保体验馆

78 “梦水乡民星汇”传统文化传承广场演出 兴化市文化馆

79
“牧城杯”——2020年靖江市阅读马拉松

大赛
靖江市图书馆

80 环保知识普及活动 泰兴市济川街道府前社区

81 创编少儿京歌《科学防控战疫情》 沭阳县东关实验小学

82 打造“尊崇经典”书法展览活动品牌 沭阳县美术馆

83 开设“走进科学”培训班 宿迁市印象耿车展览馆

84 “品味书香 诵读经典”朗诵比赛 泗阳县图书馆

85 “豫韵风华”宿豫区文化名家书画作品展 宿迁市宿豫区文化馆

86 红色文化进社区 朱瑞将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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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国防知识”进校园、进社区
南京市石头城公园管理处

（南京国防园）

2 “长江大保护”绿色生态保护活动 南京市建邺区社科联

3 创作二十四节气新媒体视觉普及作品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4
抗疫中国节 科普华夏魂——传统节日与

科学生活
南京鼓楼区玖玖书屋

5
中科杯·智赢未来·掌上诗词大赛（第三

季）
南京晓庄学院

6 战“疫”史话系列专题报道 江苏科技报文化传媒公司

7 “江南丝塾”社教研学课程 南京江南丝绸文化博物馆

8 滨江发展微课堂 南京市鼓楼区委宣传部

9
“织意江南”——江南人文创意纺织产品

设计与推广
江南大学

10 口袋里的律师
无锡中铠信息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11
“爱粮节粮”科学普及宣传教育志愿者活

动
无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2 “We+”社科普及平台构筑项目
无锡市梁溪区通江街道金

河湾社区

13
以惠山泥人为载体对无锡地方文化传承

保护活动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14 “南洋读书月”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15 锡引力·新思享
无锡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

16
消费观念和生活理念系列宣传与推广活

动

无锡市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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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传统民间艺术特色文化与创意文化融合

传播活动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8 优秀手工艺活态传承与汉文化传播推广 徐州市手工艺艺术馆

19
《追寻、传承——淮海战役的一天》系列

红色文化普及活动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

局

20 拍摄 40集历史文献纪录片《大运河记忆》邳州文化研究会

21 《徐州九章》历史文化传播活动 徐州市健康养生文化研究会

22 红色歌谣与非遗剪纸融合推广活动
徐州市铜山区彭城民间艺

术馆

23 “档案云带你解码小康之路”主题活动 徐州市档案学会

24 “汉学大本营”社教品牌活动
徐州市汉文化风景园林管

理处

25 徐州市茶文化艺术节 徐州市茶文化研究会

26 大美小康——2020 常州艺术季 江苏大川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27 名人家风家德民俗文化遗产乡村行活动 常州市民俗学会

28
名士部落 千年脉动——常州名人故事系

列普及活动
常州博物馆

29 瞿秋白革命精神系列专题讲座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瞿秋

白研究中心

30 常州三杰纪念馆情景式话剧体验项目 常州三杰纪念馆

31 油灯文化系列展 西太湖美术馆

32 “在 B 站致敬最可爱的人”网络直播活动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33 百场半山读书会
半山（常州）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34 中小学生实践创新活动
常州运河五号创意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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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寻访桃源文化 感受千年风情”地域文

化普及活动

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人民

政府

36 探寻“运河文脉”系列普及宣传活动 苏州市姑苏区社科联

37 “静听良渚诉说”社科普及主题活动 常熟市尚湖镇人民政府

38 “虞燕送理”理论宣讲云平台 常熟市社科联

39 吴江警方公开课
苏州市吴江区公民警训中

心

40 顾炎武故居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程 顾炎武故居

41
放声新时代 昂首奔小康——第四届中华

名人名篇朗诵会
苏州市名人馆

42 吴江地域历史文化挖掘传承利用项目 苏州市吴江区档案馆

43
“理论宣讲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度融合

社科普及项目

常熟市人民政府琴川街道

办事处

44 千场社科讲座下基层进村居活动 南通市通州区社科联

45 拍摄“我的父亲母亲”家庭影像纪录片 启东市“家 印记”影像馆

46
“书香古韵江海行”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系列活动
海门市社科联

47 传承家风家训普及活动 海安市高新区西园社区

48 “百姓悦读宣讲”活动 如东县社科联

49 泛书房“阅读中国红”
江苏泛书房创客空间有限

公司

50 “理响东疆”云宣讲 启东市社科联

51 《东皋人文》融媒体栏目 如皋市社科联

52 “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公益亲子读书会敦石书院

53 社科普及口袋书《一群好人 满城春风》连云港市社科联



— 12 —

54 走进美妙的水晶世界
东海县中小学素质教育实

践基地

55 徐福文化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连云港市赣榆区图书馆徐

福文化陈列馆

56 “健康中国”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宣教活动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57 “全民阅读书香海州”社科普及项目
连云港市海州区全民阅读

促进会

58 青少年国情教育主题实践活动 灌云县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59 乡“理”乡亲理论宣讲系列活动 连云港市赣榆区委宣传部

60 老物件里的老故事专栏 盱眙县广播电视台

61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专题展 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

62
“一个人的力量——张纯如”社科普及讲

座活动
张纯如纪念馆

63 传承铁军精神 打造党建课堂
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

纪念馆

64 小小讲解员 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

65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开展中华善

文化”系列活动
阜宁县社科联

66 盐城抗疫实录 盐城市档案馆

67
新时代文明实践农家书屋“周周微阅读”
活动

东台市社科联

68 编辑出版《诗评历代书法家》 盐城市行政管理学会

69 行走的理论课堂
盐城市盐都区尚庄镇华泽

书社

70 “书香响水、全民悦读”系列活动 响水县社科联

71 以元曲《秋江送别》为主题的系列科普活动施耐庵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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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口袋公园”读书会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汇

街道梅苑社区

73 荷乡志愿宣讲 扬州市宝应县社科联

7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主题活动
扬州市江都区图书馆

75 高邮市城乡一体理论+文艺全覆盖宣讲 高邮市社科联

76 “远离病毒”大型宣传普及活动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禹王

宫社区

77 战“疫”主题书画作品展 扬州市中国画学会

78 青年志愿“点亮”行动 扬州市江都区樊川镇

79 “童心战疫”书画展主题活动 扬州市江都区少年宫

80
仓颉文化大讲堂暨邗江社科大讲堂系列

活动
扬州市邗江区社科联

81
“家风·家训·佳梦想”——与中国梦益起

同行

镇江市童乐乐青少年公益

服务中心

82 民族艺术精品课堂云分享系列讲座
江苏周艺人文教育有限公

司

83
云上红枫色亦浓—镇江市烈士陵园红色

文化云端普及项目
镇江市烈士陵园管理处

84
三千文化路 古城“吴”处寻——青少年吴

文化普及研学游
镇江博物馆

85 “文化直播”艺术云讲堂 镇江市文化馆

86 “的士课堂”服务平台
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

87
“线上品文物 览铁军纵横”——红色文化

系列主题展示活动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

88
“爱祖国、担大任、做新人”巡访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系列研学活动

镇江市新华小记者文化交

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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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小康路上的民俗文化课堂
丹阳市水晶山民俗文化展

览馆

90 “读藏书 品名城”活动 泰州市图书馆

91 兴化广场社科书屋 兴化市社科联

92 传统文化普及活动
泰州市姜堰区溱湖湿地公

园

93 泰州盐税文化主题研学活动
江苏宇宸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94
保护星球之伞——大气互动体验义务讲

解服务项目
清爽靖江环保体验馆

95 大学生心理知识竞赛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

院心理发展研究与指导中

心

96 “庆国庆·贺中秋”戏曲大荟萃 泰兴市济川街道府前社区

97 宿侨故事会——讲述身边的故事 宿迁学院

98 新思想·泗青讲坛 共青团泗阳县委

99 “百姓名嘴”宣讲新思想 宿迁市宿城区社科联

100
“情暖童心、共筑童梦”留守儿童志愿关爱

行动

宿迁市宿城区屠园乡人民

政府

101 陈集民俗展
宿迁市宿城区陈集镇人民

政府

102 社科理论宣讲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中共泗阳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