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等奖（58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马克思主义魅力与信仰研究 著作 黄明理 河海大学

近代中国的民主之路与历史经验 著作 刘焕明 江南大学

国家治理语境中的非制度化生存研究 著作 孟宪平 南京师范大学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基层政府职能建设 著作 陆道平 苏州科技大学

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 著作 王海洲 南京大学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著作 樊和平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东方哲学与东方宗教（上、下） 著作 洪修平 南京大学

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 论文 曹典顺 江苏师范大学

熟语表征与加工的神经认知研究 著作 张辉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拟获奖成果公示

        江苏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已经结束。经省评奖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审定，拟获奖成果500项，其中一等奖58项，二等奖152项，三等奖290项。根
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规定，现将拟获奖成果向社会公示，公
示时间为2018年10月17日至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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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军、朱建波、葛蓝
       联系电话（传真）：025-83353872
       通讯地址：南京市建邺路168号 （邮编：210004）

                                                                                                         省社科评奖办公室
                                                                                                           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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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58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A monolingual mind can have two time lines： Exploring

space-time mappings in Mandarin monolinguals（单语

者思维中具有两条时间轴线：探索汉语单语者思维中
的时—空映射）

论文 杨文星 扬州大学

La traduction et la récep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moderne en France（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和接

受）

著作 高方 南京大学

古诗阅读的认知机制：来自眼动的证据 论文 杨亦鸣 江苏师范大学

《楚辞》英译的中国传统翻译诗学观研究 著作 严晓江 南通大学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

层机理探究
著作 姚文放 扬州大学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 著作 杨金才 南京大学

中国历代民歌史论 著作 陈书禄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 著作 罗时进 苏州大学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共十二卷） 著作 吴俊 南京大学

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下） 著作 傅谨 南京大学

汉唐佛教造像艺术史 著作 费泳 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与数字重构：城市文化视野的公共艺术及数字化
发展

著作 王峰 江南大学

隐喻与视觉：艺术史跨语境研究下的中国书画 著作 王菡薇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全5册） 著作 居其宏 南京艺术学院

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 著作 周棉 江苏师范大学

国民党中央对民众运动的压制与消解（1927—1929） 论文 齐春风 南京师范大学

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共十本） 著作 张生 南京大学

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 论文 刘艳红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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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58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人的尊严的法律属性辨析 论文 胡玉鸿 苏州大学

风险控制的部门法思路及其超越 论文 宋亚辉 南京大学

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 论文 成伯清 南京大学

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 论文 陈云松 南京大学

流动儿童与媒介：移民融合中的传播与社会化问题 著作 庄曦 南京师范大学

焦循全集（全18册） 著作 刘建臻 扬州大学

Measuring Delayed Recognition for Papers： Uneven

Weighted Summation and Total Citations（测度论文的“

延迟认可”：不均等加权求和与引文总量）

论文 孙建军 南京大学

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全十五册） 著作 徐林祥 扬州大学

中国近代中学组织结构演变研究 著作 陈学军 南京师范大学

新教育公平引论——基于我国教育公平模式变迁的思

考
论文 程天君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残疾人文化权利保障研究——融合教育的视角 著作 侯晶晶 南京师范大学

论“核心素养”的证成方式 论文 高伟 江苏师范大学

中国高校学术创业：影响因素·实现机制·政策设计 著作 易高峰 盐城师范学院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研究 著作 王家宏 苏州大学

收入优先增长：总量与结构 著作 范从来 南京大学

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论文 吴福象 南京大学

协调性均衡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战略与江苏探索 著作 成长春 南通大学

创新驱动区域转型升级的逻辑与江苏的实践研究 著作 陈晓雪 江苏理工学院

基于物价调控的我国最优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 著作 卞志村 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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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58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多产品企业、汇率变动与出口价格传递 论文 韩剑 南京大学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2006—2015 著作 凌迎兵
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院

非常规突发水灾害应急合作管理与决策 著作 王慧敏 河海大学

能源价格系统分析 著作 田立新 南京师范大学

政府会计概念框架论 著作 陈志斌 东南大学

城市居民碳能力：成熟度测度、驱动机理及引导政策 著作 陈红 中国矿业大学

流程、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 论文 李心丹 南京大学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考察报告
研究
报告

吴林海 江南大学

关于建立区域生态认证制度的研究报告
研究
报告

景杰 南京邮电大学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
普及
成果

徐兴无 南京大学

法治中国悦读丛书（全10册）
普及
成果

刘小冰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农村物流业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研究
研究
报告

杨蓉
扬州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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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2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的研究

著作 方世南 苏州大学

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 著作 张志丹 南京师范大学

苏俄非常时期列宁的常态性思想 著作 俞敏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动力与逻辑分析——

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视点
论文 蒋艳 徐州工程学院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 著作 唐正东 南京大学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著作 张菊香 常州大学

从历史进程看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论文 袁久红 东南大学

国际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著作 杨建新
无锡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

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 论文 金太军 南京审计大学

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一项基于西方情境的概念史

考察
论文 张凤阳 南京大学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机制研究 著作 许开轶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研究 著作 吴群 南京农业大学

政策问题建构研究——基于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

策的验证
论文 王婷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中国城市风险化：空间与治理 论文 陈进华 苏州大学

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 著作 石斌 南京大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 著作 张振 南京师范大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范式图谱 论文 任平 苏州大学

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 著作 王露璐 南京师范大学

城市化与空间正义：我国城市化的问题批判与未来走
向

著作 张天勇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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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2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哲学的解释与解释的哲学 著作 李承贵 南京大学

园冶多维探析（上、下卷） 著作 金学智 苏州市职业大学

从权利到权力：洛克自然法思想研究 著作 李季璇 苏州科技大学

敦煌本古佚与疑伪经校注：以《大正藏》第八十五册
为中心（全8册）

著作 于淑健
江苏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

中日韩三国“性向词汇”及文化比较研究 著作 施晖 苏州大学

儿童语言障碍引论 著作 梁丹丹 南京师范大学

语料库戏剧翻译文体学 著作 任晓霏 江苏大学

常州籍四大语言学家与中国语文现代化 著作 赵贤德 江苏理工学院

俄汉语流重音声学实验对比及应用研究 著作 徐来娣 南京大学

汉语句类史概要 著作 王建军 苏州大学

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分界：一种新方案 论文 陈新仁 南京大学

汉语语体语法研究 著作 朱军 南京审计大学

汉译英翻译能力自动评价研究 论文 王金铨 扬州大学

东亚楚辞整理与研究丛书（全六册） 著作 周建忠 南通大学

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著作 张伯伟 南京大学

传统艺术活态保护与当代美学建设 论文 高小康 南京大学

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 著作 骆冬青 南京师范大学

论自然生态审美的三大观念转变 论文 赵奎英 南京大学

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 著作 刘锋杰 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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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2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清代散见戏曲史料汇编（共十册） 著作 赵兴勤 江苏师范大学

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 著作 甘锋 东南大学

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 著作 张杰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上、下） 著作 许结 南京大学

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 著作 谭桂林 南京师范大学

文类：世界观影响文学的中介——卢卡契文类理论研

究
论文 陈军 扬州大学

空间过程、环境认知与意象表达：中国古代绘画的历
史地理学研究

著作 张慨 常州大学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理论大系（全四卷七册） 著作 董健 南京大学

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研究 著作 季中扬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背光研究 著作 金建荣 淮阴师范学院

瓦萨里和他的《名人传》 著作 李宏 南京师范大学

论音程循环在后调性音乐作品中的结构力作用 论文 陈林 苏州科技大学

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的国家战略与理论研究 论文 王廷信 东南大学

产品的视觉性与文化实践 著作 鲍懿喜 江南大学

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 著作 周安华 南京大学

中国戏剧通史建构的百年转型与重构可能 论文 孙书磊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 著作 李蓓蕾 东南大学

艺术的自我整合——从艺术跨界作品表现形式论艺术

创意的建构逻辑
论文 徐子涵 东南大学

太湖鼋头渚近代园林研究 著作 朱蓉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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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2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 著作 臧知非 苏州大学

中国邮政通史 著作 叶美兰 盐城工学院

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 论文 郑先武 南京大学

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 著作 杨绪敏 江苏师范大学

近代江南社会保障机构的经费收支与运作研究 著作 黄鸿山 苏州大学

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 著作 刘兴林 南京大学

马克思的法律发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论文 公丕祥 南京师范大学

民国时期法律解释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方乐 南京师范大学

具体的打击错误：从故意认定到故意归责 论文
欧阳
本祺

东南大学

货运代理转委托行为的类型区分及法律效力 论文 方新军 苏州大学

重大行政决策概念证伪及其补正 论文 熊樟林 东南大学

法治评估知识的生成逻辑及实践反思 论文 张建 常州大学

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

年）
著作 崔荣荣 江南大学

基础教育中的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教育期望 论文 吴愈晓 南京大学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一个知识共同体的学科贡献 著作 何雨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在野的全球化：流动、信任与认同 著作 范可 南京大学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进展评估 著作 宋林飞 常州大学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系列丛书（全3册） 著作 申俊龙 南京中医药大学

社会舆论与教育发展 著作 骆正林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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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2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 著作 曾一果 苏州大学

移动互联网用户阅读行为研究 著作 茆意宏 南京农业大学

数据与信息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兼及DIKW概念

链模式
论文 叶继元 南京大学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模样——走进民国大学图书馆 著作 王一心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丛书（全5册） 著作 龚良 南京博物院

对义务教育优质学校及其建设路径的几点思考 论文 张新平 南京师范大学

The Neural Dynamics of Reward Value and Risk Coding

in the Human Orbitofrontal Cortex（人脑眶额皮质区域

表征奖赏信息和风险信息神经信号的时空动态性特
征）

论文 李岩松 南京大学

重温“教学与科研相统一” 论文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专题教育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建构的方法研究 论文 冯锐 扬州大学

高等教育与人才集聚两种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共轭
驱动研究：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

著作 刘林 江苏师范大学

弹性与韧性：乡土社会民办教师政策运行的民族志 著作 魏峰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 论文 余秀兰 南京大学

流动儿童心理研究 著作 王亚南 南京邮电大学

学习范式下的教师发展：理论模式与组织建设 论文 吴立保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从环境到智慧：信息时代的教学变革 著作 沈书生 南京师范大学

“适合的教育”：内涵、困境与路径选择 论文 冯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

中美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经历满意度的比较研究—

—基于SERU调查的实证分析
论文 吕林海 南京大学

共轭与融通：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
究

著作 陈鹏 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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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2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教学认识信念研究 著作 喻平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量化评价与学校道德教育 著作 尹伟 江苏理工学院

教育神经科学视野中的体育教育创新 著作 陈爱国 扬州大学

体育治理视野下我国高端体育智库的建设研究 论文 杨国庆 南京体育学院

运动养生术“健心”理论研究 著作 高亮 南京师范大学

丝绸之路与中西体育文化交流 著作 张矛矛 中国矿业大学

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对居民储蓄率的影
响

论文 杨继军 南京财经大学

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够稳定市场吗？——基于A股上市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综合调查
论文 权小锋 苏州大学

税费负担、创新能力与企业升级 ——来自“新三板”挂

牌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 李林木 南京财经大学

高管与员工：激励有效性之比较与互动 论文 陈冬华 南京大学

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及其变迁规律 著作 秦兴方 扬州大学

基于创新驱动的我国高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 著作 宣烨 南京财经大学

多样性视阈下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著作 宣昌勇 淮海工学院

出口与内需的结构背离：成因及影响 论文 易先忠 南京审计大学

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货币锚”地位的影响分

析
论文 杨荣海 南京财经大学

研发要素流动、空间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 论文 白俊红 南京师范大学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村土地金融创新研究 著作 林乐芬 南京农业大学

异质性出口固定成本、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决策 论文 邱斌 东南大学

中国基础设施超常规发展的土地支持研究 论文 葛扬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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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2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要素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 著作 戴翔 南京审计大学

碳信息披露研究：基于CDP的分析 著作 蒋琰 南京财经大学

系统评价：方法、模型、应用 著作 刘思峰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社会预期管理论 著作 江世银 南京审计大学

远与近：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创新 著作 赵林度 东南大学

Hedging with Futures： Does Anything Beat the Naïve

Hedging Strategy? （期货套期保值：简单策略能够被

打败吗？）

论文 王玉东 南京理工大学

流动性与金融系统稳定：传导机制及其监控研究 著作 刘晓星 东南大学

煤炭资源整合中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著作 孙自愿 中国矿业大学

增加值率能否反映经济增长质量？ 论文 范金 南京林业大学

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研究 著作 周德群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工作特征对新生代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著作 赵宜萱 南京大学

最小成本共识决策建模及应用 著作 巩在武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s and strategic change

momentum：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s（企业家认知与战略变革动能关

系实证研究：组织知识结构的调节效应）

论文 杨林 南京财经大学

新兴大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追赶时机、赶超路径
与政策工具：全球价值链视角

著作 黄永春 河海大学

赢得死亡游戏：破解华为的创新之道 著作 杨忠 南京大学

强化大学农技推广职能  推进大学与农技推广体系有

机结合——农业转型背景下高校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创

新与对策研究

研究
报告

陈巍 南京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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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2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加强风险防范 确保饮用水源安全
研究
报告

杨莉 南京邮电大学

公共治理与政策创新
研究
报告

金世斌
江苏省人民政府
研究室

一体化建设“扬子江城市群”的对策建议
研究
报告

李程骅 群众杂志社

中国与周边国家水资源合作开发机制研究
研究
报告

周海炜 河海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立法重点问题研究
研究
报告

田侃 南京中医药大学

城市政治学视域下的城市遗产保护机制研究
研究
报告

姚远 南京大学

领导干部看发展：对江苏当前发展形势的评估及对“

十三五”发展的建议
研究
报告

薛莉 江苏省委党校

南水北调工程可持续性发展的水价研究
研究
报告

史安娜 河海大学

关于推进宁镇扬一体化、共建 “大南京都市区”的建议
研究
报告

张颢瀚
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推进我省积极创建“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的若干建议
研究
报告

丁宏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中国价值：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与源
普及
成果

刘同君 江苏大学

黑色记忆：南京大屠杀
普及
成果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

唐诗与宋词
普及
成果

莫砺锋 南京大学

童心萌蒙绘：传统文化里的中国精神（全三册）
普及
成果

刘佳 扬州大学

知识产权贸易与创新驱动发展 著作 顾晓燕 金陵科技学院

推进江苏品质城市建设的建议
研究
报告

顾维中
泰州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与路径研究 著作 朱未易
南京市社会科学
院

徐州汉画像石通论 著作 武利华
徐州汉画像石艺
术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基于淮安的实证分析 著作 葛涛安 淮安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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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52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论解放区前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 论文 秦林芳 南京晓庄学院

《永乐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 著作 王继宗 常州市图书馆

中国式儿童情境学习范式的建构 论文 李吉林
南通师范第二附
属小学

探索用发展理念引领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转型升级
研究
报告

方先友 宿迁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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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29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中国实践研究 著作 洪光东 南京师范大学

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论文 韩同友 淮阴工学院

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发展 论文 梅景辉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研究 著作 刘希刚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特色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协商治理 论文 池忠军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透视 著作 顾玉平 南通大学

正向与反向：大同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
义的影响

论文 王刚 南京师范大学

政治社会化与列宁时期的红色文化符号 论文 梁化奎 徐州工程学院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著作 田旭明 江苏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 论文 戴锐 河海大学

浅析生态危机问题认识上的三大偏差 论文 何畏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公民服从的逻辑 著作 唐慧玲 扬州大学

当代中国县域信访治理研究 著作 于水 南京农业大学

当代我国大陆公民政治参与的变迁与类型学特点——

基于2002与2011年两波全国抽样调查的分析
论文 肖唐镖 南京大学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理论、实践与反思 著作 詹国彬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省城市公共安全蓝皮书（2017） 著作 王义保 中国矿业大学

老年痴呆症社区早期预防与人群管理研究 著作 代宝珍 江苏大学

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缘起、方向和路径 著作 李强
江苏省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 著作 袁建军 南京审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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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29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创新 著作 丁强 江苏省人民医院

政治诠释学视域中的公正问题研究 著作 亓光 中国矿业大学

科技创新与现代化进程 著作 张云霞 江南大学

A LOGIC FOR WEAK ESSENCE AND STRONG

ACCIDENT（弱本质与强偶性的逻辑）
论文 潘天群 南京大学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问题与批判 著作 陈爱萍 江南大学

谁之权利？何以利用？——基于整体生态观的动物权

利和动物利用
论文 张燕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美学精神 著作 潘知常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问题谱系及当代建构 论文 王志刚 江苏大学

法国科学哲学中的进步性问题 论文 刘鹏 南京大学

尼采与现代道德哲学 著作 范志军 东南大学

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著作 万长松 江南大学

When a causal assumption is not satisfied by reality：

differential brain responses to concessive and causal

relations during sentence comprehension（当因果假设

与事实相悖时：大脑处理让步和因果关系的机制）

论文 徐晓东 南京师范大学

《说文》古文研究 著作 张学城 南通大学

子变韵和子变韵的形成构拟——以孟州方言为例 论文 史艳锋 江苏师范大学

赣榆金山方言研究 著作 王恩建 淮海工学院

段玉裁年谱长编 著作 王华宝 东南大学

出场 差异 合理性：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研究 著作 徐剑 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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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29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Task type effects o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receptive and productive

vocabulary knowledge（任务类型对英语学习者接受性

和产出性词汇知识习得的影响）

论文 鲍贵 南京工业大学

词块教学法：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创新实践 著作 戚焱 南京邮电大学

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异体字源流考 论文 于淼 扬州大学

汉语中不礼貌构式的社会认知研究：以《红楼梦》为
例

著作 严敏芬 江南大学

《日本书纪》中特殊语言文字现象考察 论文 董志翘 南京师范大学

上古——中古汉语颜色词研究 著作 赵晓驰
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院

翻译价值论 著作 高雷 淮阴师范学院

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法国卷 著作 钱林森 南京大学

行进中的现代性： 晚清“五四”散文论 著作 丁晓原 常熟理工学院

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 著作 董晓 南京大学

别样的在场与书写——论近年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 论文 王晖 南京师范大学

当代艺术及其美学阐释的危机 论文 周计武 南京大学

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著作 方忠 盐城师范学院

选本批评与清代词坛的统序建构 论文 沙先一 江苏师范大学

章回体小说的现代历程 著作 张蕾 苏州大学

媒介场中基于欲望主体的文学存在方式动态研究 著作 赵玉 南京晓庄学院

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 著作 顾金春 南通大学

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 著作 杨莉馨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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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29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 著作 卞东波 南京大学

“空”之美学释义 著作 王耘 苏州大学

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 著作 王韬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论基莲·克拉克和格温妮丝·路易斯诗歌中的民族性书

写
论文 何宁 南京大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以中国小说史学为视野 著作 温庆新 扬州大学

中国电影刊物史稿：1921—1949 著作 丁珊珊 南京大学

民国前期书画市场与社会变迁 论文 陶小军 南京艺术学院

造物之道——中国古代设计思想散论 著作 郭廉夫 江苏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染织纹样史 著作 张晓霞 苏州大学

生活美学视域下的中国家庭伦理剧热播解析 论文 钱晓田 南京邮电大学

士人传统与书法美学 著作 周睿 南京艺术学院

动画艺术及创作研究 著作 殷俊 江南大学

漆向大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漆艺文化研究 著作 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

软实力视域下中国电影品牌国际化战略研究 著作 路璐 南京农业大学

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 著作 乔光辉 东南大学

艺术启蒙与趣味冲突：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1929

年）研究
著作 商勇 南京艺术学院

戏之发生考——中国戏曲起源新说 论文 王宁邦 南京大学

宋元时期中日绘画的传播与交流 著作 王莲 扬州大学

电影政策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进程：1927—1937 著作 宫浩宇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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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29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宋代民间画家身份的再厘定——基于《画继》的考察 论文 黎晟 淮阴师范学院

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 著作 叶康宁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当代艺术歌曲研究 著作 孙会玲 南京晓庄学院

聖朝名畫書評 五代名畫補遺 著作 徐声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

苏南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研究 著作 崔华春 江南大学

元朝进士集证（全二册） 著作 沈仁国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

浅述孟河四大医家遣方用药思想与人文地域的关系 论文 吴承艳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全2册 著作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

迁洛元魏皇族与士族社会文化史论 著作 王永平 扬州大学

南京保卫战史 著作 孙宅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宋代图经与九域图志：从资料到系统知识 论文 潘晟 南京师范大学

刑事程序比例构造方法论探析 论文 秦策 南京师范大学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构建 论文 王克稳 苏州大学

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 论文 解亘 南京大学

论被害人的自陷风险——以诈骗罪为中心 论文 王骏 南京财经大学

科研人员的刑法定位：从宪法教义学视域的思考 论文 姜涛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法官惩戒的现代化转型：1901～1949 著作 李凤鸣 南京工业大学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理学研究 著作 杨春福 河海大学

环境权入宪的比较研究 论文 吴卫星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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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劳动法上用人单位：内涵厘定与立法考察 论文 秦国荣 南京审计大学

构建与创新：经济法哲学研究 著作 陶广峰 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私法与民法典的分与合 论文 宋晓 南京大学

利他型人寿保险中投保人与受益人的对价关系 论文 岳卫 南京大学

标准化案主：社会工作临床技能教育的新策略 论文 臧其胜 南通大学

大都市社区协同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 著作 颜玉凡 河海大学

中国新农村性别结构变迁研究：流动的父权 著作 金一虹 南京师范大学

从“派系结构”到“关系共同体”：基于某国有中小改制

企业组织领导“关系”变迁的案例研究
著作 沈毅 河海大学

村落里的单身汉 著作 彭大松 南京邮电大学

民间权威与地方政治：一个中原乡村的传统蜕变 著作 李晓斐 南京理工大学

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的城市养老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著作 陈静 中国矿业大学

网络谣言叙事范式及“跟进式”治理研究 著作 浦玉忠 南通大学

新媒体涉私内容传播与隐私权理念审视 论文 陈堂发 南京大学

共识与分歧：网络舆论的信息传播研究 著作 于德山 南京师范大学

错时空与本土化：比较视野下中国电视纪录片风格衍
变：1958～2013

著作 武新宏 扬州大学

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全2册） 著作 曹培根 常熟理工学院

数据素养研究：源起、现状与展望 论文 孟祥保 东南大学

基于协同学理论的数字图书馆演化趋势探讨 论文 郑建明 南京大学

网站用户信息获取中的心智模型研究 著作 吴鹏 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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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高校科研数据管理理论与实践 著作 刘桂锋 江苏大学

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下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战略分析 论文 陈雅 南京大学

国外文化遗产基金制度及其借鉴 论文 朱琰 江苏省文化厅

我国高校智库影响力提升路径探析 论文 周刚 苏州科技大学

大学组织内部治理研究：基于权力场域的视角 著作 胡仁东 江苏师范大学

山石磊落自成岩：王德滋传 著作 王运来 南京大学

高校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 胡维芳 江苏理工学院

高校文科本科专业应用性研究 著作 张兄武 苏州科技大学

远离学校的教育：当代西方国家“在家上学”运动研究 著作 王佳佳 江苏大学

集权改革、城镇化与义务教育投入的城乡差距——基

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分析
论文 宗晓华 南京大学

谁是高考加分政策的受益者 ——基于2012年全国高校

抽样调查数据
论文 董美英 南京晓庄学院

苏霍姆林斯基评传 著作 孙孔懿
江苏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

教学生活新论：基于过程哲学的视角 著作 魏善春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残疾人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全2册 著作 何侃
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院

教学媒体：由技术工具论、工具实在论到具身理论的
范式转换

论文 张刚要 南京邮电大学

教学模式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以十大名师名家为

例
论文 程岭 江苏师范大学

我国特殊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演进与路径依赖——基

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论文 冯元

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院

“一带一路”沿线73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分析 论文 刘志民 南京农业大学

学校课程领导发展的个案研究：以江苏省锡山高级中
学为例

著作 王淑芬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

第 20 页，共 29 页



三等奖（29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社会需求视域中的大学课程变革：基于江苏省六所大
学的研究

著作 徐高明 常州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以美国大学为例 著作 汪霞 南京大学

学习方式何以变革：标准与路径 论文 王运武 江苏师范大学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新论 著作 马建富 江苏理工学院

选择性注意机制探微 著作 张明 苏州大学

当代中国社会心态与道德生活状况研究报告 著作 马向真 东南大学

本科教育质量提升研究：基于就读经验的视角 著作 刘海燕 南京审计大学

教育公正视角的农村学校变革研究 著作 刘国艳 淮阴师范学院

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问题研究：基于
可雇佣性视角的分析

著作 孙国友 南京体育学院

竞技能力网络结构特征的实证演绎——以女子重剑项

目为例
论文 杜长亮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运动员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形成与规避研究 著作 刘建 南通大学

西方职业体育市场秩序演化与中国实践研究 著作 张兵 盐城师范学院

罗马体育法要论 著作 赵毅 苏州大学

苏北区域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研究：基于淮安市
的分析

著作 史修松 淮阴工学院

Does the marriage market sex ratio affect parental sex

selection?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census（婚姻市场

性别比是否影响父母生育时的性别选择？ ）
论文 李杏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机制研
究

论文 安同良 南京大学

房价、迁移摩擦与中国城市的规模分布——理论模型

与结构式估计
论文 李松林 东南大学

政府隐性担保一定能降低债券的融资成本吗？——关

于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券的实证研究
论文 韩鹏飞 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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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江苏省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评价 著作 仇方道 江苏师范大学

中国农地流转现状及其政策改进——基于江苏、广西

、湖北、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论文 钱忠好 扬州大学

流域生态系统恢复价值评估：CVM有效性与可靠性

改进视角
著作 蔡志坚 南京林业大学

外资商业竞争与中国流通产业安全研究 著作 李陈华 南京审计大学

基于多学科视角的企业财务管理拓展与创新探讨 论文 王卫星 常州大学

区域经济差异视角下政府环境责任研究：基于省际碳
排放的测度

著作 姜国刚 常州大学

全球化视角下的需求约束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 著作 孙军 淮海工学院

高铁网络时代区域旅游空间格局 著作 汪德根 苏州大学

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理论裂变与检验重

塑
论文 汤二子 南京审计大学

中国外资需求偏好与供给机制的制度安排研究 著作 胡立法 扬州大学

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基于贸易成本的
研究

论文 谭洪波 扬州大学

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吗？ 论文 沈坤荣 南京大学

东道国产业集群根植性壁垒及其治理策略——基于

FDI进入的视角
论文 黄建康 江南大学

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论文 刘瑞翔 南京审计大学

出口技术复杂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中国的人力资本
投资

论文 陈维涛 南京审计大学

农地产权结构、生产要素效率与农业绩效 论文 李宁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资源型城市脆弱性时空演化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徐君 江苏师范大学

收入分配与增长质量：中国经济模式的解读与重塑 著作 李子联 江苏师范大学

山西农家行为变迁：1986—2012 著作 彭小辉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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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基于双重网络嵌入的海归创业企业成长机制研究 著作 彭伟 常州大学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分类比较与演进规律 论文 吕鸿江 东南大学

我国“公司+农户”型农产品供应链理论模型和运作研

究
著作 浦徐进 江南大学

城市居民节能行为影响因素及引导政策 著作 龙如银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人才发展报告2017 著作 曹杰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中国城镇体系规划的发展演进 著作 张京祥 南京大学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新思路：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
阈的研究

著作 朱云 南京财经大学

Hybrid Strategies, Dysfunctional Competition,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转型经

济下混合战略、不良竞争与新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论文 杜运周 东南大学

考虑行为外部性的多零售商销售努力激励 论文 孟庆峰 江苏大学

生态文明建设：镇江实践与特色 著作 马志强 江苏大学

会计视角的资源环境核算与管理 著作 袁广达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Research on the decoupling analysis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or its related CO2 emis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中国能源消耗相关的碳排放与经济

发展脱钩关系研究）

著作 张明 中国矿业大学

组织创新氛围、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新行为 著作 顾远东 南京审计大学

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知识创新研究：结构、能力

和发展
著作 赵佳宝 南京大学

核心企业技术联盟伙伴选择问题研究 著作 吴松强 南京工业大学

双边视角下用户参与众包创新的知识获取机制及实现
策略

著作 孟庆良 江苏科技大学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基于主体行为分析 著作 张婕 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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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聘任制公务员契约治理研究 著作 张宏伟
江苏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统计及培育研究
研究
报告

王亚利
江苏省专利信息
服务中心

中国碳生产率的估算、预测及优化分配研究
研究
报告

张成 南京财经大学

全球智能制造装备领军人才资源分布研究
研究
报告

廖文和 南京理工大学

苏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调研报告
研究
报告

章寿荣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中国当代犯罪隐语数据库建设及犯罪隐语在刑事侦查
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
报告

王卉
南京森林警察学
院

政府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研究
研究
报告

邹伟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思考
研究
报告

方标军 江苏省文化厅

苏北地区创新人才集聚突破路径的调查研究
研究
报告

段鑫星 中国矿业大学

协同创新中心运行模式与机制研究
研究
报告

施琴芬 苏州科技大学

藏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若干思考
研究
报告

唐宏强
江苏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非海洋领域合作现状、挑战与对策
研究
报告

张振克 南京大学

科技创新驱动江苏省经济增长研究
研究
报告

徐盈之 东南大学

建立科学合理的容错机制 为江苏新一轮发展注入充足

动能

研究
报告

陈朋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现代农业导向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
研究
报告

张兵 南京农业大学

图像学视野下的传统江南景观视觉基因分析与构建研
究

研究
报告

徐伟 南京理工大学

苏南地区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路径及对策研究
研究
报告

金青 常州工学院

构建区域商标品牌发展指数助推江苏省商标品牌战略
的深入实施

研究
报告

钱建平 南京理工大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省”与“外化”
普及
成果

黄进 江苏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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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中国丝绸之路上的墓室壁画（7卷本）
普及
成果

汪小洋 东南大学

汉画像艺术概论
普及
成果

顾颖 江苏师范大学

五百年来王阳明
普及
成果

郦波 南京师范大学

劳动维权成功百例
普及
成果

刘业林
镇江市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新家庭教育问答
普及
成果

王道荣
江苏旅游职业学
院

决策的基因
普及
成果

李娟 南京大学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全四册）
普及
成果

高春香
苏州中科知成地
理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南京通史·隋唐五代宋元卷 著作 李天石 南京师范大学

苏北精准扶贫与农民增收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建议
研究
报告

刘宗尧
徐州市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扬州木版年画与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之比较 论文 孙璐 扬州市职业大学

转型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研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
三角实证分析

著作 王聪
南京市社会科学
院

多语环境下的母语建构与母语社区规划研究 著作 方小兵 南京晓庄学院

刑事证据审查三步法则 著作 李勇
南京市建邺区人
民检察院

电子政府治理理念及其相关制度创新研究 著作 王文建 南京晓庄学院

让儿童热爱科学：走向深度学习的小学科学课程实践 著作 曹燕琴 宜兴市城北小学

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 著作 文艳蓉 徐州工程学院

“沛县封侯虎”课程是怎样炼成的 著作 张振华
沛县教师发展中
心

新常态下常州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建议研究
研究
报告

王建明 常州工学院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政策执行考察：以苏南W市B

区为例
著作 刘玮

苏州市沧浪新城
第二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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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自学•议论•引导：涵育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范式 论文 李庾南 南通市启秀中学

砥砺奋进：擘画上海“北大门”建设蓝图 著作 蒋建 南通市委党校

江苏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研究
研究
报告

孙巨传
连云港市社会科
学院

基于学校发展的中小学章程建设研究 论文 骆增翼
连云港市海州实
验中学

交互式电子白板的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及创新应用 著作 颜韡
连云港市中云中
学

周恩来法治思想研究 著作 张亚青 淮安市法学会

高等职业教育的文化驱动：吕凤子“崇爱尚美”文化育

人思想的传承与实践
著作 丁钢

镇江市高等专科
学校

江苏开发区创新与转型发展研究
研究
报告

潘法强
镇江市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转型期农村经济改革探索 著作 彭智勇 镇江市委党校

镇江市推进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对策研究
研究
报告

戎全兵
镇江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旅游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研究 著作 李冬梅
镇江市高等专科
学校

刑事立法过程中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著作 贾长森
镇江市人民检察
院

世界历史与世界市场的空间维度——基于历史唯物主

义体系的全景化透视
论文 吴耀国

宿迁高等师范学
校

中国特大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研究 著作 黄南
南京市社会科学
院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关于南京农村空心化问题的调

研报告

研究
报告

邵建光
南京市人大常委
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改革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

样本

研究
报告

范群
南京市人民检察
院

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苏南工业园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著作 任克强
南京市社会科学
院

价值观建设与传播 著作 曹劲松
南京市委台湾工
作办公室

南京市行政区划史 著作 雍玉国
南京市行政区划
地名协会

第 26 页，共 29 页



三等奖（29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法益可恢复性犯罪”概念之提倡 论文 庄绪龙
江苏省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

无锡产业强市战略研究
研究
报告

钱喜中
无锡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无锡商会史 著作 汤可可 无锡市档案局

用生长定义教育——孟晓东与语文生长课堂 著作 孟晓东
无锡市锡山区教
育局

关于我市城市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共建共
担共享机制的研究

研究
报告

杨百海 无锡市财政局

无锡招商引资机制创新和优化研究（上中下）
研究
报告

李伟刚
无锡市人民政府
研究室

中国城镇化土地征收冲突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论文 王华华 无锡市委党校

检察建设初论 著作 李乐平
无锡市人民检察
院

基于空间分异的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特色化研究 著作 董金玲 徐州工程学院

“十三五”时期非公经济发展“两个健康”发展战略和路

径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研究
报告

查艳 常州市委统战部

死刑案件检察监督研究 著作 张加林 常州市司法局

虚拟存在的美学研究 著作 杨建生 常州工学院

常州曲艺史 著作 言禹墨
常州市文化艺术
研究所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中的风险防范 论文 乔俊杰 常州市财政局

盛宣怀与中国近代化（上、下册） 著作 陈吉龙
常州市炎黄文化
研究会

基于功能设计的图书馆“十三五”发展战略构想 论文 许晓霞 苏州图书馆

关于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研究
报告

周晓敏 苏州市政协

苏州文化创意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现状与建议
研究
报告

廖文杰
苏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苏州丝绸志 著作 金凯帆
苏州市地方志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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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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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 工作单位

“苏州制造”转型破局之探讨 ——深圳、杭州、苏州三

城比较研究

研究
报告

刘清天
国家税务总局苏
州市税务局

苏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实践与创新
研究
报告

倪志强
苏州市委农村工
作办公室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研究
研究
报告

朱晨 苏州市财政局

江苏县域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问题研究——以张家港

“一中心、双总分、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为例
研究
报告

陈世海
张家港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

法治理念下的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研究 著作 陈峰
苏州市人民政府
法制办公室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探索及建议——以南通市

为例

研究
报告

刘召 南通市委党校

有趣的语文：一个语文教师的“另类”行走 著作 凌宗伟
南通市通州区金
沙中学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嬗变的原因及启示 论文 朱联平 南通市委党校

法的沉思 著作 王晓如
南通市保险行业
协会

教师八大功课 著作 李明高
连云港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融合式适应体育教学法 著作 李沛立
连云港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下好生态“先手棋” 打好绿色“发展牌” ——基于苏北其

他四市比较的淮安生态绿色发展路径初探

研究
报告

白凤贺 淮安市委办公室

以农民集中居住为支点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杠杆　着

力撬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研究
报告

郝道君
淮安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参考淮安的实践
研究
报告

时洪兵
淮安市政协文史
资料委员会

关于档案执法监督检查的决策咨询报告
研究
报告

朱鸿英 淮安日报社

关于淮安市重点中心镇建设的调研报告
研究
报告

黄克清
淮安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在建言中见证淮安发展：2013—2016年重点调研报告

集
著作 朱洁

淮安市政协经济
科技委员会

盐城地区精准扶贫与农民增收研究
研究
报告

吴先国 盐城市审计局

史海盐踪：盐城海盐文化历史遗存 著作 徐于斌 盐城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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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研究
研究
报告

徐宏宇 扬州市委研究室

与时代发展同步——校长治校的实践独白 著作 周俊
江苏旅游职业学
院

政校行企四方深度合作办学创新研究与实践
研究
报告

陈康林 扬州技师学院

镇江投资及营商环境调查报告
研究
报告

张怀升
国家统计局镇江
调查队

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建设的建议
研究
报告

吉秋根 泰州地方税务局

泰州市新经济发展案例分析研究
研究
报告

李占国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泰州分院

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论文 朱妙宽 兴化市委党校

江苏地区明代浇浆墓及出土服饰的初步研究 论文 郭正军 泰州市博物馆

“互联网+农业”：引领宿迁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
研究
报告

于学洪 宿迁市委党校

司法的剧本与表演 著作 崔永峰
宿迁市中级人民
法院

刑事责任理论研究 著作 尹维达 宿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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