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一般自选项目）
申报人 单位  项目名称
尚靖君 长春理工大学 大中小学道德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潘雁 吉林师范大学 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与中国文化自信建设研究

傅琳凯 吉林财经大学 宋元明清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付晓男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信仰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赵连君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美好生活的时代价值研究

张冰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中的运用研究

王子刚 东北师范大学 伪满建筑遗产保护利用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于延晓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中国之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密钥

肖丹 长春工业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的美学向度研究

王颖 长春师范大学 东北地区中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研究（1931-1945）

高博 长春工业大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研究

赵海燕 长春师范大学 新时代吉林省青年奋斗精神的赓续与弘扬研究

李才 通化师范学院 “三全育人”视阈下长征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耦合机制研究

苏新宇 长春师范大学 新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宋春华 东北电力大学 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研究

王菲菲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公众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效能研究

方杲 吉林大学 美好生活视域下的吉林人民“三感”理念的伦理意蕴研究

王祖红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公民道德教育创新机制及路径研究

高敏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数字经济空间分异与区域治理研究

李春雷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研究

孙汉杰 吉林工商学院 新冠疫情对吉林省旅游产业的冲击和应对策略研究

全颖 长春财经学院 数字金融对吉林省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李国柱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特色产业小镇引领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

李慧君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研究

刘佳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绿色发展治理研究

师超 长春财经学院 新冠疫情下感知风险对吉林省消费者跨境网购行为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李刚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

张丽 吉林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智慧农业创新模式与政策协同机制研究

杨朝丹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产粮大县综合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鲁雁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 非接触经济理论指导下的吉林省线上教育产业2.0版创新研究

张利华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机制及支撑体系研究

辛阳 吉林工商学院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人口回流问题研究

高芸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创新研究

张洁妍 吉林财经大学 金融支持吉林省城乡融合的机制及路径研究

柳明花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吉林省农村土地与金融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张松 吉林财经大学 基于保民生视域下吉林省养老金支付风险与财政承受能力研究

刘宏妍 吉林农业大学 “两山”理论指导下吉林省冰雪旅游发展竞合研究

张丽 吉林警察学院 吉林省新就业形态与劳动力市场转型研究

孙葆春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聂英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稳定和优化粮食产能的政策体系研究

纪明辉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疫情影响下吉林省服务业发展困境与突破思路研究

陈虹 北华大学 创新驱动下吉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效率测度与体系构建

倪锦丽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孙旭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区块链与应急物流服务耦合机制研究

郑媛媛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延边地区中朝俄边境旅游发展问题及策略分析

费龙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消费结构分析与消费升级策略研究

肖国东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研究

郭淑颖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发展智慧冰雪产业经济的对策研究

王帆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金融融合研究

王亚君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困境及解决对策研究

朴基石 延边大学 东北亚新环境下吉林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研究

高标 白城师范学院 资源环境约束下吉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调适研究

叶爱萍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 吉林特色农产品公用品牌助推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舒坤良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与实施路径研究

张琢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省精准扶贫的综合保障体系研究

潘力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产业扶贫背景下提升吉林省食用菌产业竞争力研究

牟晓伟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段秀萍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乡村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王健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省纺织服装产业智能升级策略研究

于光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农村环境治理融资渠道及对策研究

张秀艳 吉林大学 基于数字媒介价值的经济韧性关联识别和适应性演化路径研究

冯楠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生态环境建设的金融支持研究

闫广华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区域协调发展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刘艳 吉林农业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视阈下吉林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刘鹏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农村环境治理路径与机制研究

田虹 吉林大学 吉林省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制、效应与干预政策研究

杨梅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提升应急管理状态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研究

王燕涛 东北电力大学 电力市场化改革对吉林省企业用能的贡献研究

于会永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数字经济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夏昉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省医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

郄瑞卿 吉林农业大学 农户宅基地退出的风险防范与权益保障互动机制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范晓春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吉林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路径及保障机制

逯惠艳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重大疫情视角下吉林省基层社区的角色定位及应急能力建设研究

张立巍 吉林化工学院 吉林省碳纤维产业组织结构与技术创新互动机制研究

曲丽 长春财经学院 数字经济下吉林省农产品供应链运作模式研究

孙艳春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吉林省近零能耗建筑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评价

王丹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省制造业集团企业智能化财务云共享服务研究

王昆 长春光华学院 “新基建”背景下吉林省农业智慧供应链构建研究

李巍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产品供应链优化研究

李茜燕 长春光华学院 吉林省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甄国红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区域生态环境管理策略研究

刘文超 吉林财经大学 疫情冲击下吉林省服务业营销突围与创新策略研究

杨明秋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功能及新途径研究

石英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省应急管理人才教育培养途径研究

于红梅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长效机制研究

胡刃锋 长春工业大学 大数据驱动下吉林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需匹配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

赵彤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沟通礼仪教育的创新研究

罗青兰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一主六双”战略布局视域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研究

孙悦 长春工程学院 大数据时代突发事件中吉林省网络舆情传播与引导机制研究

于福 长春光华学院 疫情后吉林省共享经济信用评估及监管研究

崔宏桥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

高闻酉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中小企业信用违约互换融资模式研究

崔莹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突发疫情事件影响下吉林省旅游业应急反应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豆志杰 长春大学 吉林省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

滕佳颖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被动式绿色建筑产业化驱动策略研究

韩小威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

周秀霞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科学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邵喜武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效应评价及优化研究

宋传联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现状与对策研究

杜晨妍 东北师范大学 营商环境法治化下企业数据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金明 吉林财经大学 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研究

王小钢 吉林大学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关系研究

王寒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栗晓宏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对策研究

李宁 东北师范大学 2000年以来吉林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

于晴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社区养老中孝亲敬老文化的缺失及对策研究

刘威 吉林大学 吉林省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多元协同困境及破解路径研究

王向南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省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郭军鹏 长春中医药大学 “健康中国”背景下吉林省老年人养老需求与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

侯建明 吉林大学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吉林省劳动力供给问题研究

王建光 长春大学 “精准扶贫”视域下残疾人就业路径创新研究

曲永军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基层社区在突发事件中应急能力建设研究

贾春光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满族历史文化村镇数字化保护利用研究

马志强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农村邻里照护居家养老的政策困境与对策研究

徐春丽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城市社区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刘林山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省高职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匹配风险与治理对策

杜亚丽 吉林省教育科学院 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研究

王剑锋 空军航空大学 基于OBE理念的军队院校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韩颖 吉林师范大学 技术干预学习情绪视域下的课堂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研究

陈雪 北华大学 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本科应用型人才产教耦合培养路径的研究

吴春薇 长春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美育观视域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娄雪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高校创业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王晶 吉林师范大学 德治礼序：防治校园欺凌的教化研究

贾晓琳 吉林化工学院 应用型本科高校外语课程与“课程思政”教育协同路径研究

李淑莲 吉林师范大学 新冠疫情影响下吉林省高三学生考试焦虑现状及催眠干预研究

张欣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省高等中医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石金媛 吉林师范大学 汉语母语者与来华留学生对话中的交际调节研究

朱哲民 北华大学 吉林省新高考选考科目分数转换方案选择研究

王杨 长春师范大学 新时代吉林省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研究

左春波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新时代吉林省地方高校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黄宝国 长春师范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教育有效性策略研究

曲铁华 东北师范大学 新时代教师教育政策研究

朱麟奇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安晓敏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农村小规模学校信息化状况与对策研究

杜艳飞 长春大学 吉林省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徐鹏 东北师范大学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中小学教师在线教学实施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王哲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学前教育教师队伍现状分析与激励机制研究

曲正伟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民办幼儿园分类管理实施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洪杰 长春大学 吉林省残疾人高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的构建研究

李君 东北师范大学 中小学在场馆中的课程学习研究

陈淑清 长春师范大学 中小学数字化教材建设的策略研究

张可新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省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刘玉 吉林省教育科学院 激发中小学校办学活力的策略研究

王红岩 吉林体育学院 基于风险管理的学校体育运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董小晶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大学英语教师职业能力培养与提升策略研究

温搏 吉林体育学院 中华武术思想百年流变研究（1919-2019）

倪维广 吉林大学 儿童亲子运动数据库的建立与新媒体推广研究

莎丽娃 吉林体育学院 体育课不同多媒体教学呈现方式对动作学习影响研究

李秀云 吉林师范大学 东北抗联精神的艺术传承研究

王洪丹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省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影响因素的多层次研究：基于社会生态学视角

刘巍 吉林大学 吉林省体育社会组织诚信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李丹 吉林体育学院 急性抗阻力运动预防中老年人脑功能老化效益的研究

王稳 吉林化工学院 吉林省冰雪健身休闲产业治理体系的优化研究

王美红 吉林师范大学 东北三省冰雪运动产业一体化创新路径研究

张亮 吉林大学 新时代吉林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蒋艳杰 长春师范大学 脆弱性视角下体育健康促进在健全应急管理体系中社会角色研究

裘鹏 吉林大学 吉林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姜丽清 吉林师范大学 现代东北女性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

王文兴 长春理工大学 改革开放40年东北城市小说研究

姜亭亭 吉林师范大学 非遗视域下的满族民间文学多元化传承问题研究

王欣睿 吉林大学 东北文化视野下“闯关东文学”及其价值取向研究

王晓东 吉林师范大学 传承·重构·流变：当代东北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研究

周莉 吉林大学 功能视角下汉语规约化表达的系统化研究

王金茹 吉林师范大学 传播学视阈下东北作家对东北形象建构研究

韩建立 吉林大学 《艺文类聚》所辑先唐赋文本变异研究

何国忠 吉林师范大学 新时期东北工人文艺的实践探索与发展策略

张斯琦 吉林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和传播方式研究

王钢 吉林师范大学 吉剧改编版莎士比亚戏剧“在地化”反思研究

王悦 通化师范学院 长白山满族民俗意象中的传统生态文化研究

李岩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地域特色在冰雪文创开发中的应用方式研究

孙大志 通化师范学院 吉林省地方戏当下民间样态研究

王亮 吉林大学 高概念电影研究

夏艳 吉林师范大学 东北文化生态对建国前中国朝鲜族文学的影响

管媛辉 长春工业大学 基于SEIR模型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传播与治理研究

李晓梅 白城师范学院 科尔沁草原文学研究

万书亮 长春大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音乐的嬗变

史册 东北师范大学 松花江流域地方戏曲文献文物整理与研究

王立洲 长春理工大学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吉林省方志“艺文”类作品研究

王丽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艺术性与动态叙事研究

王海霞 长春大学 满族歌舞传承研究

盛丽春 长春师范大学 清代及民国时期东北方言语法域外文献整理与研究

邵丽坤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东北民间文学与吉林省旅游产业的融合与发展研究

李梅英 长春师范大学 网络视听文艺批评与理论研究

李英浩 延边大学 基于超声成像和电子声门技术的延边朝鲜语语音研究

邱阳 长春师范大学 陈亮与南宋孝宗朝文学研究

孙嘉伟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东北抗联文化创意产品在多元化时代的设计美学研究

刘竞飞 长春师范大学 《松雪斋集》编年校注

金英花 延边大学 中国朝鲜族舞蹈家口述研究

汪银峰 长春师范大学 年希尧《五方元音》与汉语官话音系

类维顺 吉林大学 “一带一路”视域下吉林省文化艺术资源开发研究

邸宏香 长春师范大学 《文选》研究论著指要与总目

付兰梅 长春理工大学 晚清以来东北纪行文学资料建设与文献研究

张克军 延边大学 中国影响下的韩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

陈耀辉 东北师范大学 延安文艺精神中的公木风范在新时代的传习研究

吉喆 长春师范大学 融合媒介环境下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应对研究

侯岩峰 东北师范大学 南宋家训诗词影响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李艳红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特色地域文化对外传播翻译研究

王峰 吉林大学 基于《西游记》自我重译语料库的功能性叙事变异研究

陈雪 吉林师范大学 移动互联场域下汉语新闻的域外传播与英译研究

孟静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策略与优化路径研究

高峰 吉林师范大学 文化翻译观视阈下吉林省曲艺文献翻译研究

薛亚红 吉林大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闻语篇的生态语言学研究

唐君 吉林化工学院 跨文化交际分层解码在跨境电商中的动态路径研究

刘淑玲 吉林大学 唐诗在北美的译介、接受与中西诗学互动研究（1920-2020）

鲍松彬 东北电力大学 英汉学术程式语识别及应用研究

刘晓波 吉林大学 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源外来词变异研究

杨慧 吉林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诗歌在当代俄罗斯的传播研究

陈秀娟 吉林大学 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有效性研究：多学科教师合作模式

王轶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对外传播话语翻译与传播策略研究

刘春波 长春师范大学 吉本芭娜娜创作中的萨满文化印记研究

周晓靓 长春理工大学 日本近代儿童文学中的“军国美谈”研究
伭知音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俄语人才口语产出能力培养效度研究

冯立华 长春师范大学 日本3·11题材作品的灾难叙事研究

张会平 东北师范大学 初级英语学习者句法—语用界面结构习得研究

王欢 吉林农业大学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西方媒体新冠疫情报道与中国形象研究

张欣欣 吉林财经大学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中的词法美学研究

邹艳丽 长春师范大学 中英学术论文自我指称语与作者身份构建对比研究

王柔化 长春工程学院 大学生二语言语产出中自动处理的发展和促进研究

孙皓 长春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略

李英涛 吉林外国语大学 MALL环境下大学生外语移动学习参与度研究

王青华 吉林大学 吉林省高校外语教师写作能力提升研究

沈静楠 长春理工大学 POA驱动下高校大学生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培养研究

李文玉 吉林大学 明清以来东北地区乡宦群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李西亚 吉林师范大学 文化认同视阈下辽金时期图书出版楔入北方民族融合进程的实证研究

李萍 长春中医药大学 伪满时期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应用研究

刘伟 通化师范学院 东北古代民族文化交融研究

李也 吉林建筑大学 清代双语《大金喇嘛》碑的时代价值及文化传承研究

王雨 长春理工大学 伪满日文文献中的“满洲、满蒙、中国观”研究

王艳华 吉林财经大学 军国主义教育对近代日本青少年思想影响研究

甘静 吉林师范大学 互联网+视域下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吕静 吉林建筑大学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长白山脉周边乡镇开发建设策略研究

李辉 长春师范大学 长吉图区域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