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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已经结束。经市十五届评奖委员会审定，

拟获奖成果 170 项，其中一等奖 15 项，二等奖 48 项，三等奖 107 项。根据《常州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规定，现将拟获奖成果向社会公示。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有认为公示成

果存在学术不端或弄虚作假问题，请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前以书面形式（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向社科联反映。 

通信地址：常州市龙城大道 1280 号 1-A-1424 

邮编：213022 

市评奖办电话（传真）：0519-85683850，联系人：李军，15006110126 

  

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8 日 

 

一 等 奖（15 项） 

课题名称 学科 单位 署名 

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机理与实证 经济学 常州工学院 谢金楼 

城市旅游发展理论与应用——以常州为例 经济学 常州工学院 
常州城市旅游发展理论与应用研

究课题组 

中国粮食安全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市委党校 周庆元 

论税法解释函令——基于台湾地区税法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法学 江苏理工学院 高军 李文波 

常州民俗文化第四辑（共六册）《寻访老味道》《周子青市

招与招幌民俗》《常州礼俗古今谈》《常州服饰与民俗》《运

河常州情》《毗陵旧事》 

社会学 常州民俗学会 常州市民俗学会 

中外惩治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 法学 常州大学 赵赤 

作为“记忆术”的明清戏曲小说版刻插图中的园林图像制作 艺术学 江苏理工学院 邰杰 

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 艺术学 常州大学 华强、罗群、周璞 

常州市志(1986-2010) 历史学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七号课程”的实践建构 教育学 
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

语学校 
奚亚英 

基于元评价的高校科研绩效量化考核评价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周丽琴、陆剑 

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困境与生态定位 教育学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鲁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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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遗时代下的大运河旅游资源发展研究——以大运河常州

段为例 
决策咨询 常州市钟楼区民政局 王玉伟、季旻孜 

常州新媒体智能营销大数据应用 决策咨询 常州工学院 
汤正华、李菼、李旭军、林芳强、

李春平、 蒋博雅、朱峰、王兰 

苏南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对策研究 决策咨询 常州工学院 印兴娣、谢晓东 

二等奖（48 项） 

课题名称 学科 单位 署名 

“R+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化”传播研究 ——基于

苏南地区手工艺类非遗传播现状调查 

新闻传播

学 
常州工学院 邢丽梅 

父母教育与儿童发展 教育学 常州工学院 张晶 

从“明道”到“载道” 加强基层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 决策咨询 钟楼区委宣传部 冯素俊、顾克琦、王远振 

城市群制造业服务化的空间演化与均衡路径——来自苏南

的证据 
经济学 常州大学 季小立、陈雯 

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效率增进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模型

的省际分析 
经济学 江苏理工学院 李夏玲、王志华 

三权分置下农地流转激励与保障机制研究 经济学 江苏理工学院 文龙娇 

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特征及其作用机制 管理学 江苏理工学院 胡小海、黄震方 

财政收支法定化问题研究 经济学 常州市财政局 沈才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利用 经济学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马海良、蒋亚东 

信息与理性：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价值研究 经济学 常州大学 张普 

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内生原因及机理——基于企业链条

抉择机制的视角 
经济学 常州大学 任保全、刘志彪、任优生 

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以常州产业为例 经济学 常州工学院 张虎 

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结构转换研究 经济学 江苏理工学院 刘东皇 

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

义 
常州工学院 王萍霞 

自由•法治•秩序——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思想研究 法学 常州大学 夏纪森 

中国人口流动家庭化研究 社会学 常州工学院 李春平，葛莹玉 

1990年代以来邻避运动研究现状述评 
新闻传播

学 
江苏理工学院 李佩菊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文化自信培育 
马克思主

义 
常州工学院 卢雷、袁久红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之方法论研究 
马克思主

义 
江苏理工学院 罗健 

基于用户行为建模和大数据挖掘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 
图书情报

与文献学 
江苏理工学院 

何胜、冯新翎、武群辉、熊太纯、

李仁璞 



3 
 

消费者权的经济法表达：兼论对《民法典》编纂的启示 法学 常州大学 钱玉文 

文章交道两相宜——赵怀玉诗文研究 文学 江苏理工学院 蓝士英 

常州历史文献丛书 历史学 常州市图书馆 

田子玲、杨欣、王继宗、朱隽、许

隽超、马振君、叶舟、朱煜、杨印

民、石剑 

常州水文化 文学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王敏、邓建高、沈蓓绯、纪玲妹、

潘江波、陶冶 

唐宋贬谪词研究 文学 江苏理工学院 张英 

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文态建设研究报告 历史学 常州大学 

葛金华、付用现、吕霄霄、沈扬、

吕杨、叶康宁、钟砚涛、杨梅、须

博、 叶舟、刘建刚、陈满林、叶

英姿、苏刚、李军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教师自主与学习者自主相关性研究 语言学 江苏理工学院 王毅 

“探求者”的创作困境与文学焦虑 文学 常州工学院 陆克寒 

基于常州吟诵的方言异读研究 语言学 常州工学院 金丽藻 

儿童创想课程的实践建构 教育学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

验小学 
庄惠芬、钟桂芳、王素旦、姚娜 

区域现代职教共同体优质资源共建共享策略研究 教育学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黄小璜、王传金、潘雪涛 

课程改革论 教育学 常州工学院 王传金 

面向现代服务业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探析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王斌 

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实证研究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方翰青、谭明 

守护本科教育的灵魂——欧内斯特•博耶高等教育思想探微 教育学 常州工学院 潘金林 

小学数学教材的专业化解读 教育学 
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 
潘小福 

个性化作文教学的实践研究 教育学 常州市朝阳中学 殷涛 

基于利益相关者平台的常州互联网医疗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决策咨询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任涵子、赵爽 

常州市新就业大学生群体住房现状与对策研究 决策咨询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

院 
彭后生、陈党、房亮 

中国以色列创新园发展研究 决策咨询 常州工学院 牟伟明、安静、钟林钧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德育工作的困境与超越 决策咨询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许杭建、徐红梅、邱逸峰 

抢抓机遇补短板，疏筋通脉促发展——关于提升常州市综合

交通枢纽地位的调研 
决策咨询 

常州市交通运输与物

流协会 
常州市交通运输与物流协会 

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制度下的扣除标准设计研究 

——基于江苏省居民家庭生活成本调查视角 
决策咨询 

江苏省常州地方税务

局 
江苏省常州地方税务局课题组 

常州医联体建设的医疗服务价格问题研究 决策咨询 江苏理工学院 张忠寿、李罗保  

深入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逐步消除常州地区发展不平

衡状态 
决策咨询 江苏理工学院 查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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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消费维权公众参与模式与路径研究 决策咨询 
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周建忠、党红旗、孙力、杨春杰、

杨伯元、章炜婕 

创新财政扶持方式 促进我市产业发展的建议 决策咨询 常州市财政局 王美蓉、沈才、韩新平、李敏敏 

聚焦百姓新期盼 种好常州幸福树——加强我市低收入农户

精准帮扶的对策建议 
决策咨询 常州市政协 

徐伟南、吴惠盐、赵庆、赵世平、

霍荣芬、杜晓红 

三等奖（107 项） 

课题名称 学科 单位 署名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研究 管理学 江苏理工学院 田真平 

江苏省苏北地区季节性旱灾风险评价与预测研究 管理学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龚艳冰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特征与中国的防范对策 经济学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王敏、卞艺杰、田泽、邓建高 

新时期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开发研究 管理学 常州市民防局 朱兆丽 

财务供应链风险管理研究 管理学 江苏理工学院 范丽红 

江苏省物流业与经济发展 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演变特征 管理学 常州工学院 甘信华、周旅梅 

中国石化行业驱动发展能力研究 管理学 常州大学 王卫星、朱学义、姜国刚、钟昌宝 

中小城市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协同建设研究 管理学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刘霞 

我国地区农林牧渔业虚拟水流动格局研究——以经济区域

与省区为空间尺度 
管理学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吴兆丹、赵敏、LALL Upmanu 

基于交互行为特征的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研究 管理学 常州工学院 
李旭军、解蕙、胡启兵、吕强、陈

文龙 

常州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推广应用方案 经济学 常州工学院 刘贤仕、张晓亮、马海涛 

新型城镇化提质的路径择优评价——基于三角模糊数方法

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 常州大学 陆恒 

制造业外移对江苏省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基于改进的灰

色投影关联度模型的分析 
经济学 常州大学 姜鸿、卜兴云、张艺影 

非常规突发事件复杂应急资源分配网络优化调度和配置研

究 
管理学 江苏理工学院 陈晓平、葛敏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ake the heavy-polluting 

industries from 2011 to 2016 as an example 

经济学 江苏理工学院 赵宇、岳红、黄雅静 

政府预算执行审计与决算草案审计整合研究 经济学 常州市审计局 王祥君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经济学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丁绪辉 

政府补贴和企业 R&D 投入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率提

升吗 
经济学 常州大学 任优生、邱晓东 

土地流转、创意农业发展与农村劳动力就业提升 经济学 常州大学 李启平、阳小红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研究 经济学 市委党校 贠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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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主义法律发现模式及其偏差控制 法学 常州大学 张顺 

污名：差异政治的主体建构及其日常实践 社会学 常州大学 姚星亮 

家庭禀赋如何影响就业？——对失地农民的考察 社会学 常州大学 马继迁、郑宇清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成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

义 
江苏理工学院 陈春琳 

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构性论析 
马克思主

义 
常州大学 刘晓华 

突发事件驱动的应急情报分析框架构建 
图书情报

与文献学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徐绪堪、蒋勋、苏新宁 

从“德性”到“个性”——“德性”和“道德”的区分与西

方政治伦理观的古今断裂 
哲学 常州大学 胡志刚 

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变动及预测 社会学 常州工学院 王亚楠、钟甫宁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国家义务研究 法学 常州大学 周忠学 

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坐标与逻辑 
马克思主

义 
常州大学 金正连 

职业生态视域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动力系统研究 法学 常州大学 莫良元 

网络环境中高校突发事件的传播 
马克思主

义 
江苏理工学院 吴玉峰 

常州古桥研究及保护 社会学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严波、丁治中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障碍及突破 法学 常州工学院 何虹、陆成林 

金融法律调整的私法转向与理论建构 法学 常州大学 宣頔 

环境公平的尺度性问题研究 哲学 常州大学 樊宏法 

健康中国视域下高校健康食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政治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潘玉琴、叶英姿、印罗观、薛健飞 

多维视角下土地规制法律分析 法学 常州大学 高可 

帕菲特道德哲学之基石：理由与合理性 
马克思主

义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丁振中 

基于服务蓝图理论的电子政务服务价值共创研究 
图书情报

与文献学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庞庆华、陈雨儿 

2016年 BBC3部中国题材纪录片简评 
新闻传播

学 
常州大学 王宁、倪祥保 

韩非道论思想研究 哲学 江苏理工学院 刘小刚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宁梵呗唱诵（教程） 社会学 常州天宁禅寺 
松纯、释廓尘、释廓慧、释演翔、

释心悟、释达开、释善荣、秦耀庭 

中吴文丛（上集：中吴遗珠 下集：兰陵雅集） 历史学 常州市吴文化研究会 薛焕炳 

高晓声年谱 文学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曹洁萍、毛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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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选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以《哥伦比亚现代

中国文学选集》为视角 
文学 江苏理工学院 李刚、谢燕红 

“监护人”的焦虑：赛珍珠作品中的成长模式研究 文学 常州工学院 黄橙 

《饥饿》译本 语言学 常州大学 马侯健、夏婷婷 

新时期常州城市建设史（1978-2015） 历史学 
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

作委员会 

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常

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陨落——682位空军英烈的生死档案 历史学 
钟楼区荷花池街道荷

花池社区居民 
徐霞梅 

常州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以“常州吟诵”为

例 
艺术学 常州工学院 柳飞、徐介新、邢丽梅 

输出驱动对多维词汇知识习得的影响研究 语言学 常州大学 王新朋、孔文、王永祥 

高晓声文学创作与常州鱼文化 文学 常州工学院 葛雪梅 

经典与接受：常州词派的后期转变——从姜夔、吴文英到苏

轼 
文学 常州工学院 周焕卿 

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 历史学 常州工学院 孔卓 

同经异译佛典称谓比较研究——以《正法华经》和《妙法莲

华经》为例 
语言学 常州工学院 鞠彩萍 

筹措与用度：近代常州商会经费问题考察 历史学 常州大学 葛吉霞、王志坚、陈磊 

A Sub-lexical Proposition for Polysemy: the Case of the 

Displacement Verb 'salir' 
语言学 常州大学 罗莹 

汉学家理雅各《中国经典》深度翻译模式研究 语言学 常州大学 尹延安 

设计的失控与“控制设计” 艺术学 江苏理工学院 薛生辉、薛生健 

成语文化三十年-------我的学术之路 语言学 
常州市成语文化研究

会 
莫彭龄 

金坛太平天国史料汇编 历史学 常州市金坛区政协 许卫 

马克思主义在江苏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 历史学 江苏理工学院 薛志清 宋国英 

记住乡愁—“常州情缘”孟鹤群钢笔画作品选 历史学 常州市吴文化研究会 
《记住乡愁—“常州情缘”孟鹤群

钢笔画作品选》编委会 

职业教育领军人才成长影响因素研究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许悦、彭明成 

从分类评估到审核评估：院校评估改革的探索之路 教育学 常州大学 邹海燕 

以三大重构推进高校教学改革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陈雅娟 

一流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院系责任——基于四所世界一流

大学的实地调研 
教育学 常州大学 沈红、王建慧 

从陌生人到共同体——孔子及其弟子师生关系伦理性质考

论 
教育学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李薇薇 

高职教师教学效能感与职业承诺的关系研究 教育学 常州开放大学 张晓芳、胡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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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管理文化：生成来源、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俞亚萍、强浩 

乐行欢歌 教育学 
常州市鸣珂巷幼教集

团 
冯雅静 

基于幼儿行为观察的支持性课程 教育学 
常州市新北区银河幼

儿园 
吴亚英、徐志国、王辉、汪田田 

类文阅读的课型及其策略 教育学 
常州市新北区小河中

心小学 
金玉 

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专业建设的应然求索 教育学 常州工学院 周嘉禾、王传金 

高职院校与研究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差异研究 教育学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王石 

论研究生教育战略联盟及其构建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孙健 

从简单从属到高度契合：高校文科人才培养模式的逻辑转换 教育学 常州大学 薛勇 

高校学生评教行为偏差及其与学科类别、学校类型和学业自

评的关系——基于南京和常州十所高校的实证调查 
教育学 常州大学 周继良、龚放、秦雍 

流动人口子女学习适应性现状调查研究 教育学 常州市花园中学 卞雁翎、谭明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路径探讨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谢芳 

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庄西真 

职前英语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及其多模态化建构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黄启发 

中国学生有效应对全球化学习及其职业互动的策略研究 教育学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张茵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变迁与趋势——基于 2012——

2017年相关政策的分析 
教育学 江苏理工学院 吕莉敏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研究 教育学 常州大学 嵇炜、王华、赵会军、黄治东 

玩数学 小学数学课程整体转型的研究 教育学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 于亚燕、徐志彤 

微课程对改变课堂教学方式的实践研究 教育学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顾柳敏 

细雨润物——常州博物馆教育案例集锦 教育学 常州博物馆 路亚北 

常州市流动人口居住空间的现存问题及改善措施研究 决策咨询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

院 
徐莉、蒋筱瑜、汤未 

打造常州企业家精神 2.0版的对策建议 决策咨询 市委党校 金根 

江苏省市域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决策咨询 常州大学 
姜国刚、陈晶、张颖捷、刘德光、

李颖、康键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制造业服务化创新一体化政策与

空间布局研究 
决策咨询 

常州市科教城管理委

员会 
栾勇、蒋丽、季小立 

常州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土地开发利用研究报告 决策咨询 常州市国土资源局 
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河海大学常州

校区、常州市土地学会 

推动养老健康产业供给侧改革的税收政策研究：以常州市为

例 
决策咨询 常州工学院 洪秋妹、钱俊文、吕俊、龚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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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成就不堵城市 管理养护需再创新——关于切实加强城

市高架道路管养的调查 
决策咨询 

常州市交通运输与物

流协会 
周伯平、宋砥中、杨洪全 

建设综合港务区 增创发展新优势 决策咨询 常州市政协 
卢明康、吴惠盐、孙婉如、刘永坚、

蒋建国、王晓兰 

让智慧医疗更多惠及常州百姓 决策咨询 常州市政协 
沈梅、顾慧丽、秦锡虎、蒋伯丹、

蒋建国、张泽江、周锦华 

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度预警报告 决策咨询 江苏理工学院 

马建富、张胜军、吕莉敏、杨海华、

陈春霞、周如俊、潘玉山、邓宏宝、

殷宗玉、孔晓华 

凝聚创新共识 激发创新活力——对常州高新区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研究与思考 
决策咨询 

中共常州市新北区委

宣传统战部 
孙泽阳 

江苏音乐文化传承体系多维度研究 决策咨询 常州工学院 李凌燕 

新常态下常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竞争力演化机制与提升

策略研究 
决策咨询 常州工学院 曹国、罗兰英、严向洁、沈利香 

全程价值链视阈下江苏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及模式优化研究 决策咨询 江苏理工学院 
王斌、赵香芹、陆海曙、孙丹丹、

薛艳、周川 

纳税服务的内容及边界研究----基于纳税服务理论和国外

纳税服务比较的视角 
决策咨询 

江苏省常州地方税务

局 

钱俊文、刘超、吴晓宇、周萍、孙

鲁阳、马春涛 

新一轮税制改革对我市财政收入影响研究 决策咨询 常州市财政局 
李军、沈才、蔡文静、孙小珍、李

昆鹏、王珏 

优化市区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政策的研究 决策咨询 常州市财政局 管华、谢仲凡、韩小英 

着眼长远 精心谋划 最大限度释放区划调整“红利”——关

于高起点推进钟楼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决策咨询 钟楼区人大常委会 张晓平、羊文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