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题导引之开题文献推荐
本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大学生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研究”主题为例，基于海

量的文献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关键词检索、相似文献发现、引文检索、综述及关联检索等

方法和手段，深入梳理相关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客观全面地挖掘或获取相关信息，进一

步分析筛选并推荐有参考价值的图书、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综述文章和前沿研究文献等。

一、关键词检索及确定研究方向

1）该主题初步确定关键词

中文关键词
网络空间、网络道德建设、网络行为、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价值引领、道德教育、社会主义道德、道德建设等

英文关键词

Cyberspace、Network morality、Network behavior、Core Values、socialist
core values、Value guidance、Moral education、Socialist morality、
Moral construction 等

2）通过知识图谱等软件对以上关键词进行修正，补充检索词

图 1. 中文关键词知识图谱



图 1. 基于关键词的研究脉络

在获得修正关键词基础上，按照文献类型检索各类数据库，依据相关程度和参考价值

对结果进行筛选，并参考学科相关老师意见确定检索结果。通过使用上述中英文关键词进

行初步的文献调研，发现该主题有以下 3 个主要的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

道德建设的引领作用、当代高校网络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网络道德建设路径。

3）本次开题文献推荐服务拟从以下几个角度获取相关文献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意义。对其内涵概念、理论基础和实践必

然性及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要求和意义进行梳理。

● 网络道德建设的内涵和意义、建设的原则和规范及建设的措施和途径。从该角度去调研，

意图获取以往文献对于网络道德建设的研究，梳理网络道德建设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二、资源获取

1）图书推荐

①数据库：馆藏目录、读秀知识库、ScienceDirect 电子图书等

②结果：中文图书 52 种,其中密切相关图书 9种;外文图书 2种,密切相关图书 1种.

中文图书

[1] 徐仲伟主编;闵绪国,魏钢副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网络社会公

德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2] 杨谷著.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概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 年版.

[3]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4]田海舰,邹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5]田海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6]王燕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总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7]王小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诚信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8]曹顺仙,郭兆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与探索[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9]孙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解析[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年

版.

[10]张澍军.社会思潮冲击与青年学生若干社会价值观念导向[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3 年版.
[11]陶行知.生活即教育——中国教育改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

[12]钟启泉,黄志成.西方德育原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13]陈芝海.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年版.
[14]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15]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16]曾永安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
[17]张齐武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18]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版.[19]王易.当代大学生价值观调查报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版.

[20]刘上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00 例[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

[21]张国栋.大学生社会实践探索[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22]杨小微.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3]刘海龙,曹顺仙主编.成长之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优秀论文集[M].北京:北京理

工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24]曹顺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疑点·难点·热点问题解析（第五版）[M].西安: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25]曹顺仙.世界文明史[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9 年版.
[26]曹顺仙.水伦理的生态哲学基础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
[27]曹顺仙.薛桂波主编.思想文化新论[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28]曹顺仙.中国传统环境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版.
[29](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马元德等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1986 年版.
[30](美)安妮·玛丽·斯劳特.世界新秩序[M].任晓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1]项家详王正平.网络文化的跨学科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32]山东省网络文化办公室.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33]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4]刘上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00 例[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35]龚群.三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内在关系[N].光明日报,2013.
[36]宇文利.中国人的价值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7]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实

践探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38]梅荣政 ,杨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思潮析评[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0.
[39]王琴著.筑中华民族精神之柱—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0.
[40]陈志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

出版社,2009.
[41]吴潜涛.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和意义[N].人民日报,2013.
[42]童水仙,刘大胜.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



[43]故事会编辑部.过目成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事读本[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

社,2013.
[44]宋元林.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5]李钢,王旭辉.网络文化[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46]沈洪波.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47]王文宏,高维钫.网络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48]杨谷.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概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
[49]林凌.网络传播媒介导论[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 [50]刘贤明,李征坤、王国荣.网
络文化载体识别与交融[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51]金民卿 ,王佳菲 ,梁孝 .矛盾与出路 :网络时代的文化价值观 [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

社,2013.
[52]顾友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向度—近五年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述要

外文图书

[52]Edward F Deroche,Marry M.Williams.Education Hearts and Minds:AComprehensive
Character Education Framework [M] Corwin Press.Inc.,1998.
[53]Stephan Vopel, Julia Tegeler. Einleitung [M].// Bertelsmann Stiftung[Hrsg.]. Wertelernen
und leben. Theorie und Praxis der Wertebildung in Deutschland. Gütersloh:
VerlagBertelsmann Stiftung, 2016.

2) 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推荐

①数据库：CNKI、NextLib网络文献全文数据库、ScienceDirect
②结果：仅展示密切相关文献,包括中文期刊文献 17 篇；英文期刊文献 8 篇,学位论文 5 篇.

中文期刊论文

中文检索式：SU=(“核心价值观”OR “价值引领”)AND(“网络道德建设”OR “网络空间”

OR “网络行为”)

[1]陈华,卜梦凡. 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

报,2021,38(02):94-98.
[2]张小瑛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下的网络空间道德建设 [J]. 长春大学学

报,2020,30(08):53-57+72.
[3]邵芳强,薛洪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道德建设的路径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2020,(05):82-86.
[4]赵炎.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引领作用[J]. 六盘水师范学院

学报,2018,30(06):44-50.
[5] 周阁 . 当前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J]. 开封大学学

报,2018,32(04):73-74.
[6]邓淑容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实证研究[J]. 惠州学院学

报,2018,38(05):1-5.
[7]胡春霞 . 互联网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影响 [J].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17,17(01):25-27.
[8]刘京京.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的网络道德建设[J]. 学理论,2017,(01):17-18.
[9]陈淑娇. 微时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探析[J]. 高教论坛,2016,(04):7-10.
[10]刘瑞红,齐桂华.“善行河北”活动的传播特点与现实价值[J]. 新闻战线,2016,(04):93-94.



[11]谭牧. 网络公民道德建设探析[J]. 人民论坛,2015,(29):162-164.
[12]张国翔,姚巧林.经济发达地区社区学院服务公民道德建设的模式——以昆山乐仁学院

为例[J]. 江苏开放大学学报,2015,26(05):62-66.
[13]卢兵霞 .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表现及其实现途径 [J].理论观

察,2015,(09):40-42.
[14] 朱 同 留 . 试 论 加 强 大 学 生 网 络 道 德 建 设 的 路 径 [J]. 信 阳 农 林 学 院 学

报,2015,25(03):150-151.
[15]廖宇飞,罗佳蕾,高静宁. 高校网络治理与健康网络文化建设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08):145-147.
[16] 王 弘 , 张 宁 . 大 学 生 网 络 道 德 失 范 问 题 及 其 对 策 [J]. 宿 州 学 院 学

报,2015,30(06):111-113+127.
[17]莫茜 ,屈常睿 .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 构建文明网络空间 [J]. 理论学习与探

索,2012,(06):73-74.

外文期刊论文

外文检索式：SU=(“Value guidance”OR “Moral education”)AND(“Network morality”OR
“Network behavior”OR “cyberspace”)

[1]SU Chun. Research Review on the Risk of Youth Responsibility Anomie in Network Moral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Risk Control Measures[J].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2020,16(4):.
[2]Tian-hang CAO.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Network Moral Construction[A]. Advanced
Science and Industry Research Center.Proceedings of 2017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ICHSS 2017)[C].Advanced Science and Industry Research
Center: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2017:4.
[3]Jing Gao,Shu Zhang. Research on the Way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Morality
Construction[P].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ety Science and Economics
Development (ICSSED 2018),2018.
[4]Tian-hang CAO.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Network Moral Construction[P].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ICHSS 2017),2017.
[5]Zhang Junfeng. An Effective Way to Integrate Red Family Traditions into College
Students’ Socialist Core Values[J].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2021,08(02).
[6]Li Feipeng,Guan Che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with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under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J]. Creative Education,2020,11(11).
[7]Brown,O’Brien. Defining the right path: aligning Islam with Chines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t Ningbo’s Moon Lake Mosque[J]. Asian Ethnicity,2020,21(2).
[8]Guiren Yuan. Build up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8,29(3).

学位论文

[1]罗雅婷.网络背景下公民道德建设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8.
[2]张伟乾.网络使用中的公民道德问题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7.
[3]郑运佳.当代中国道德冷漠问题的伦理对策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5.



[4]陈琪.新时期大学生网络伦理建设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5.
[5]王媛.网络社会的道德失范问题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5.

3）相似文献

[1]李伦.网络道德建设:从虚拟走向现实[J]. 道德与文明,2020,(01):31-33.
[2]莫茜,屈常睿.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构建文明网络空间[J]. 理论学习与探索,2012,(06):73-74.
[3]丁榕.切实加强青少年网络道德建设[J].江苏政协,2013,(02):56.
[4]孙继红.当前网络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人民论坛,2013,(14):44-45.
[5]申圣超.论儒家思想与网络道德建设[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18(05):100-102.
[6]刘京京.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的网络道德建设[J]. 学理论,2017,(01):17-18.
[7]邵珠武.关于网络道德建设的思考[J]. 时代教育,2017,(20):31.
[8]曹莹.论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J]. 新闻传播,2020,(18):13-15.

三、开题文献推荐服务总结

基于以上检索结果和过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研究主题中每一个关键词的相关文献

都非常多时，可以通过对关键词进行精炼和建立结构关系进行检索：从该研究主题的介绍

性图书/文章/学位论文、再到相关参考文献，还可以从代表性的作者和文献查找相似文献、

引证文献和综述文献，以便形成全面的参考文献网络。

在检索和搜集文献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主题领域的文献分布情况调整检索的策略。从本案

例我们可以学习到，在开题调研过程中，时间精力充足的情况下，担心检索未能覆盖全面

时，可参考检索到的综述类文献的引证文献和参考文献，获取范围更大的参考资料。当查

找外文图书遇到困难时，可以关注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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