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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拟获奖成果公示

徐州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已经

结束。经市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审定，拟获奖成果 120

项，其中一等奖 20项，二等奖 40项，三等奖 60项。根据《徐

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规定，现将拟获奖成

果向社会公示，公示期间为 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

月 3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如有认为公示成果存在学

术不端问题或弄虚作假问题，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办反映，并

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提出异议者须提供本

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我办将

予以严格保密），凡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通讯地址：徐州市新城区行政中心东区综合楼 A411室;

邮编：221018；联系电话：0516-83732574。

徐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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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20项）

成果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类别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数字人文

考证——以《新青年》杂志为例
王冠群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走向后本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建构方向
冯建华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徐州饮食 钱峰
江苏省徐州技师

学院
著作

跨国商业贿赂犯罪问题研究 赵卿
江苏省徐州市人

民检察院
著作

个人在高等教育选择中的信息问题研究 刘文晓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汉字形声字识别中义符和声符的家族效应 王娟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基于大数据的教育精准扶贫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 宋农村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草根动员与政府治理转型 郇昌店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江苏艺文志·徐州卷》（增订本） 薛以伟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报人与专家：新闻人胡道静研究 关梅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近代汉语复杂“被”字句研究 刘进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西北有高楼——汉代陶楼的造物艺术寻踪 兰芳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现代陶瓷雕塑审美研究——形态语意与文化阐释 胡长春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移动社交信任评估——以新浪微博为例 郑琼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可追溯食品消费偏好与公共政策研究 侯博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中国 2030年 CO2排放情景预测与减排潜力分析 王迪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

以江苏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推动沿

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路径研究
孟召宜 江苏师范大学

研究

报告

新时代徐州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情况的调查 董金玲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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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度研究报告 石启红 徐州市教育局
研究

报告

推进徐州中心城市协同区域发展路径研究 吴根平
中共徐州市委党

校

研究

报告

二等奖（40项）

成果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类别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引领

性与开创性
宋怡如 徐州工程学院 论文

在社会思潮交锋中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 张姝 徐州医科大学 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的特征 郑历兰
中共徐州市委党

校
著作

习近平关于高校学风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论

述
赵保全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lative fertility costs and
fertility benefits and their effects on fertility desire
for a second child in China: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个体差异及其对二孩

生育意愿的影响：潜在剖面分析)

陈世民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

我国互联网立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实践 王晓君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中国环境法治七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 吴一冉
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论文

国外高校德育地位、目标与实施途径研究 冯仰生
江苏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论文

信息化教育存在论结构探析 安涛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改革开放 40年：教育信息化从 1.0到 2.0的嬗变与超

越
王运武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参与民主:学校管理方式的转变 孙雪连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学以成人”的教育哲思 李颜如 徐州工程学院 论文

大应用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哲学意蕴•逻辑起点•实
现路径

涂宝军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管办评分离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 龚成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

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依据、

困境与路径
段鑫星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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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丝绸之路之肇兴 程大中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志 程伟
淮海战役烈士纪

念塔管理局
著作

张贞观集校注 黄清华
徐州市谱牒文化

研究会
著作

电视场对学术场的介越研究 陈红梅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古词今语——《荀子》与杨倞注词汇比较研究 霍生玉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曾巩散文考论 李俊标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小罗浮草堂诗钞校注 杨年丰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中国文论核心元范畴“象”研究 邓心强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

新知启蒙与左翼话语渗透——中华书局 1936年版《电

影浅说》解读
贾斌武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文化产业视角下的现代服装设计创新研究 王婧昕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 徐丽娅
徐州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著作

苏北地区“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问题研究——基

于丰县的调查
何颖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产业视域下中国城镇化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牛鸿蕾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地方官员更替、高管变更与地方国企投资效率 孙自愿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

低碳经济下金融支持与工业行业碳减排 周莹莹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

控制视角下高校企业管理要素研究 尤莉娟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Decomposition analysis for assessing the progress in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l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中国煤炭消费与经济

增长脱钩关系的分解分析研究）

张明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

新常态下徐州制造业集聚效应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

究
夏永红 江苏师范大学

研究

报告

淮海经济区协同创新研究 赵红梅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创建徐州大学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蒋留生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打造徐州社区特色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研究报告 周仕通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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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相关建议 卢川川 徐州市统计局
研究

报告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挑

战与机遇
刘欣 徐州医科大学

研究

报告

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研究——以徐州市贾汪区为

例
郝亚娟

中共徐州市委党

校

研究

报告

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单位乡村振兴研究——以徐州

市贾汪区为例
王中华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三等奖（60项）

成果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类别

“以文化人”理念下高校育人路径创新研究 郭长伟
江苏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著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定制化”机制研究 宋思运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微时代下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 SWOT分析及策略 徐媛媛
徐州生物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论文

培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意义及路径探究 曹清
徐州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论文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并不简单 石月荣 徐州工程学院 论文

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革命及其直接现实性品格 丁颖 徐州工程学院 论文

马克思人与社会关系视阈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吴楠 徐州医科大学 论文

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偏差及其治理 刘美萍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以协商消解民粹：数字时代下网络民粹主义的应对之

策
张霞

中共徐州市委党

校
论文

基于“一带一路”下建设徐州饮食文化特色美食名城

研究
赵节昌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新时代徐州中心城市建设风险治理与防控研究 王曼
中共徐州市委党

校

研究

报告

表达与儿童画：梅洛-庞蒂的儿童现象学管窥 韦永琼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面向未来的教师 ——工业 4.0背景下职校教师的能

力探索与研究
张晓寒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数学素养：从理论到实践 吴晓红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 郭莉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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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素养提升“五个一”工程理论与实践 刘洋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协同育人视域下的高校知识创新模式研究 唐华 徐州工程学院 论文

基于认同的思想政治课教育 张安义 徐州市第一中学 著作

数学语言转换与小学数学教学 卢清荣
徐州市睢宁县实

验小学
著作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现状调查与改善策略 经志芹
徐州市铜山区清

华中学
论文

幼儿成长：共同的责任 李飞
徐州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著作

路径依赖视角下我国研究生资助政策变迁约束及破

解策略
李爱彬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

江苏徐州市白云山汉墓的发掘 刘超

徐州博物馆(徐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
论文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考古研究 葛明宇
徐州汉兵马俑博

物馆
著作

退让与坚守：蒋介石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商签中

的策略选择
郝天豪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基于协同理论的智慧图书馆及其服务过程控制研究 王静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

大众传媒二胎化人口议题的历时性建构 贾广惠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政风行风热线：全媒体时代的舆论传播 李晓雷
徐州广播电视传

媒集团
著作

英美女性文学研究 王孝会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殷虚书契后编》考释 叶正渤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苏鲁毗连地区方言精组字的读音类型、分布与演变 许井岗 徐州工程学院 论文

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研究
郭姗姗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概览 范迎波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大学英语情境教学：认知理据、实施原则与设计实践 张秀萍 徐州工程学院 论文

音乐修辞视阈下的作品分析：以约翰·亚当斯《震教徒

的环》为例
章馨方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意象的浪漫主义虚拟——汉画像石图像的艺术设计

方式研究
王娜 徐州工程学院 论文

徐州两汉文化视觉语境研究 姚君洲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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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造形 蒋振华
徐州市书法家协

会
著作

《西去东来》：用纪录片传播中国好声音 王青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

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式创新与区域联动 简晓彬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

城镇化与能源消费作用机制及协同发展研究 关雪凌 徐州医科大学 著作

中美产业创新能力比较分析—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王晓珍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on atmospheric pollutants:
Based on a panel threshold model(中国经济增长、能

源消费结构对大气污染物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

型)

王世进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基于融资需求的损失厌恶零售商订货策略及供应链

协调
杜文意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Dual-channel structure choice of a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supply chain with green investment
（企业环境责任下绿色产品供应链的双渠道策略）

杨德艳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

我国实体百货店全渠道零售模式研究 马慧敏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闭环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研究 王文宾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

徐州与杭州全方位比较分析及对策研究 高杰
国家统计局徐州

调查队
论文

徐州如何讲好用好“汉文化”故事 魏贤梅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如何提升徐州科技创新的首位度和引领力 孙伯琦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新时代背景下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对策建议——对

江苏省邳州市的深度调研
张中强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将徐州打造成淮海经济区文学中心的可行性与对策

研究
吴云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徐州蔬菜外延基地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研究 何旭东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徐州如何打造世界级大汉文化名片 张爱群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卞波
徐州生物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研究

报告

苏北地区实施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研究 彭明唱 徐州工程学院
研究

报告

对经责审计对象实施“审巡同步”监督：动因、实践

路径和发展思路
刘新川 徐州市审计局

研究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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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分级诊疗制度实施效果分析及对策研究 苗春霞 徐州医科大学
研究

报告

以系统化思维解析乡村振兴的“马庄经验” 聂磊
中共徐州市委党

校

研究

报告

徐州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与对策——

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例
王卫清

中共徐州市委组

织部

研究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