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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已经结

束。经市评奖工作专题会议审定，拟获奖成果 203 项，其中一等

奖 13 项，二等奖 37 项，三等奖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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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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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龙城大道 1280 号 1-A-1424  常州市社科

联评奖办公室；邮编：213022；联系电话：0519-85683850。 

 

                               常州市社科联评奖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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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

——基于中国 EPU 指数的经验证据 
论文 徐光伟 常州大学 

辱虐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论文 彭伟 常州大学 

我国青年社会心态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CGSS2015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论文 胡维芳 江苏理工学院 

模糊随机不确定环境下考虑决策者主观判断的

亚式期权定价 
论文 王献东 常州工学院 

多元展示与广泛传播 ——近现代美术展览会

“现代性”转变与革新 
论文 朱亮亮 常州工学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著作 张菊香 常州大学 

绿水青山与乡村振兴——溧阳共享富裕之路实

践探索 
著作 张忠寿 江苏理工学院 

混合所有制“共享工厂”——高职产教融合的新

模式 
著作 鲁武霞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运河碑刻调查与研究 著作 吴冬冬 常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紧扣“双碳”目标 稳步推进江苏能源绿色转型 研究报告 曹启龙 常州大学 

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创新 研究报告 汤长安 江苏理工学院 

关于运河文化带样板区和示范段建设情况的调

研督查报告 
研究报告 邢丽梅 常州工学院 

基于“水生态安全共同体”的太湖流域特色水权

交易机制研究 
研究报告 葛敏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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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消费者品牌忠诚对品牌商再制造市场策略的影

响 
论文 高鹏 江苏理工学院 

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影响机制研

究 
论文 王影 常州大学 

法治行政视域下地方政府制度供给侧改革研究 论文 莫良元 常州大学 

论法官绩效考评制度的设计难点与优化 论文 张建 常州大学 

体育特色小镇产业数字化创新驱动研究-以江苏

为例 
论文 沈纲 常州大学 

基于篇章语法的说明语篇前景复句考察 论文 储小静 常州大学 

社科学术期刊常用评价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学科比较的视角 
论文 沈秀 常州大学 

创新绩效导向下新生代员工主动性-被动性创新

行为决策研究 
论文 陆玉梅 江苏理工学院 

论中国古代诗歌功用的作者之维 论文 张英 江苏理工学院 

王际真英译选本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 论文 李刚 江苏理工学院 

1956-1966年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接待研究 论文 王素君 江苏理工学院 

试论中国典籍跨文化传播模式的构建 论文 张德福 江苏理工学院 

二十世纪上半叶滑稽艺术的表演样式及传播策

略——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论文 张丽芬 江苏理工学院 

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形成规律研究 论文 陈春霞 江苏理工学院 

教师领导力的三维模型设计：构念形成、内涵特

征与模型构建 
论文 孙杰 江苏理工学院 

媒介融合时代文艺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论文 欧阳一菲 常州工学院 

段玉裁《诗经小学》编纂思想研究 论文 赵青 常州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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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身学习中打造顶峰体验——以国家一流本

科课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改革为例 
论文 潘金林 常州工学院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的影响

机制研究 
论文 庞庆华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劳动力回流、老龄化与“刘易斯转折点” 论文 王亚楠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Integrating the inter- and intra-annual 

dynamic features of capital into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assessment: 

Revisiting China's greenhouse gas 

footprints, 1995-2015 

论文 吴兆丹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本质、趋势与策略 论文 赵丽锦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实施现状及提升策略—

—基于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调研 
论文 丁才成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资本空间的伦理研究 著作 曹琳琳 常州大学 

反腐败刑事法治全球考察 著作 赵赤 常州大学 

零翻译及其话语研究 著作 罗国青 江苏理工学院 

虚拟仪器技术在工程教育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 
著作 潘雪涛 常州工学院 

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政课翻转课堂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赵晓春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高职教育的技术知识生产路径研究 著作 李艳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向深度进发的中学化学教学 著作 陈广余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中学 

支持儿童主动性学习的实践探索 著作 冯雅静 常州市鸣珂巷幼教集团 

常州成语故事 著作 薛焕炳 常州市吴文化研究会 

幸福作业，打开融合共生的教育新世界 著作 顾惠芬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

学 

常州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专题研究 研究报告 张勇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人口发展新情况、新特征、新态势 研究报告 李春平 常州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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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音乐舞蹈文化遗产创意产

业开发研究 
研究报告 李凌燕 常州工学院 

常州乡村全域智慧旅游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唐纯 常州工学院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文化差异与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基于“稻米理

论”的视角 
论文 袁益 常州大学 

内部资本市场跨期配置下最优分部相关性匹配

研究 
论文 张学伟 常州大学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户主观认知对土地流转

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论文 张雅婷 常州大学 

中国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对“一带 一路”区域价

值链的影响研究 
论文 张涵嵋 常州大学 

制造业员工工匠精神对工作幸福感的作用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 蔡芙蓉 常州大学 

Ca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ffect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论文 程安 常州大学 

考虑零售服务的全渠道供应链最优定价决策 论文 江玉庆 常州大学 

长三角区域自主创新及利用 FDI 的关系研究 论文 黄传荣 常州大学 

新就业形态下高职学生以职业胜任力为核心的

就业能力培养 
论文 林栋 常州大学 

危机冲击视角下的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演

变、特征及风险防范 
论文 张普 常州大学 

国际冰雪专利技术领域的竞争情报分析 论文 何秋鸿 常州大学 

法哲学视角下电子竞技合法性研究 论文 徐正旭 常州大学 

政治信任风险控制的法律监督体系构建 论文 高国梁 常州大学 

司法智能化的功能、风险与完善 论文 高可 常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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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人史到哲学史——论西方世界哲学史书写

的模式变迁 
论文 胡志刚 常州大学 

推动扶贫与扶志、扶智深度融合 论文 马继迁 常州大学 

劳动教育实践育人平台的优势分析 论文 王彩芳 常州大学 

红色文化内化困境与对策探析 论文 杨海霞 常州大学 

AI 驱动下未来的编辑和编辑的未来 论文 陈鸿 常州大学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制研

究 
论文 宣頔 常州大学 

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反制的正当性及其实施基

准 
论文 周艳云 常州大学 

商务英语口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理论模型构建 论文 孔文 常州大学 

唐宋文人卯饮考论--以白居易为中心 论文 沈扬 常州大学 

视野、立场与方法：书法学建设的三个维度 论文 吴彦颐 常州大学 

利益集团与权力秩序的互动——论《水浒传》梁

山接受诏安的必然性 
论文 周辰 常州大学 

19 世纪在华西人规范西学汉名史探 论文 尹延安 常州大学 

“微时代”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典型问题、影响

因素与培养路径 
论文 周晓东 常州大学 

中美一流大学对教师学术能力的需求偏好差异 

———基于研究者发展框架的分析 
论文 王建慧 常州大学 

地方应用型高校经管类创新创业实践育人的探

究 
论文 刘峰 常州大学 

国家基金项目视域下图情档学科研究现状、热点

及趋势分析 
论文 孙艳红 常州大学 

浅谈综合类院校扬琴专业基本功教学——以《黄

土情》为例 
论文 江逸 常州大学 

实际货币供给、企业风险承担与营运资本目标结

构的动态调整选择 
论文 袁奋强 江苏理工学院 

城镇化、生活服务外包与低技能服务业扩张——

基于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角度的讨论 
论文 顾天竹 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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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依存度能改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

新投资的影响吗 
论文 张媛媛 江苏理工学院 

体育特色小镇成房地产发展新方向 论文 董新军 江苏理工学院 

“国家在场”的展演: 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

仰记忆的重构 
论文 宿爱云 江苏理工学院 

20世纪 30年代洪深电影理论及其生态维度研究 论文 常如瑜 江苏理工学院 

《音韵清浊鉴》反映的十八世纪初北京话声调概

貌 
论文 宋峰 江苏理工学院 

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职业教育实践困境和

支持策略 
论文 田真平 江苏理工学院 

卓越职教师资“六•三”培养体系构建与实施—

—以江苏理工学院为例 
论文 葛宏伟 江苏理工学院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理论意蕴、实践路径与未

来走向 
论文 彭明成 江苏理工学院 

美国学前班入学准备评估：逻辑动因、制度设计

与效果审视 
论文 单文顶 江苏理工学院 

社区教育项目制治理的成效与局限 论文 张胜军 江苏理工学院 

独立学院转设的动因、困境及对策再探析——以

江苏为例 
论文 杨新春 江苏理工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新图景 论文 王云白 江苏理工学院 

基于扎根理论的幸福老人心理弹性因素的模型

建构 
论文 刘礼艳 江苏理工学院 

我国中职学生校园欺凌调查——基于 PISA

（2015）四省市的数据 
论文 孔博鉴 江苏理工学院 

移动情境下图书馆云听书服务研究 论文 熊太纯 江苏理工学院 

绿色信贷制度创新研究——以推动企业生态创

新为视角 
论文 吴晟 常州工学院 

基于演化博弈的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间合作发展

策略研究 
论文 蒋惠凤 常州工学院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法律依据与规制

研究 
论文 沈伟民 常州工学院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探析 论文 张建 常州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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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早期翻译观考论 论文 马明蓉 常州工学院 

《黑人的开心馆》：私刑书写与身体政治 论文 龙跃 常州工学院 

从漫画到动画——以杨左匋为例看民初商业美

术家的跨界实践 
论文 刘秋兰 常州工学院 

健康生活的道德责任及其在德育课程中的实践 论文 王雅丽 常州工学院 

共生视角下的地方本科院校产业学院建设 论文 张兵 常州工学院 

一种提高本科生成绩和降低辍学风险的数学观

点 
论文 张弘 常州工学院 

柳如是《我闻室梅花集句》辨伪 论文 周焕卿 常州工学院 

Influence of Match Congestion on 

Performances in th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论文 杨建哲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设计审美日常化的流变与局限性 论文 丁治中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基于三方博弈模型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干

预时机分析 
论文 冯兰萍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协同创新视角下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策略

——基于常州市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实证 
论文 戴建平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产教融合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研究 论文 刘霞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清初“狂翰林”孙自式奏疏

辑述 
论文 华建铭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臀部体型特征对裤子臀围调节参数的影响 论文 郭淑华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要素、困境与改革路径—

以江苏省 C市为例 
论文 韩连权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研究 论文 潘书才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价值主线与路

径 
论文 陈向平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毕业生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

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 4 所高职院校毕业

生的调查 

论文 陈丽娜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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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之思考 论文 缪昌武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奥地利现代学徒制：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及启示 论文 邹寄燕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制约高职院校师徒结对深入发展的瓶颈及破解

策略——基于江苏 13所 TOP100高职院校的调查 
论文 王庆颖 常州开放大学 

高校开展社区教育的困境及出路研究 论文 仲红俐 常州开放大学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演进研究 论文 王中 常州开放大学 

终身教育背景下的人文素质体系建设研究--基

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视域 
论文 张晓芳 常州开放大学 

博物馆的社会治理效能与提升策略研究——成

人教育的视角 
论文 路亚北 常州博物馆 

促进公共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以常州市为例 
论文 陈鹏飞 常州市财政会计学会 

新时期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工作探究——基于

江苏省常州市资产管理的实践思考 
论文 管华 常州市财政局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管理问题研究——以江苏

省常州市为例 
论文 戚小如 常州市财政局 

地方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研究与思考

——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 
论文 谈洁 常州市财政局 

常州：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 论文 李军 常州市财政局 

聚焦“效率财政”，推动县（区）域高质量发展

——壮大县（区）域财政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论文 王汉平 常州市财政局 

对完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的建议 论文 董斌 常州市财政局 

风景不是寻常物——高中记叙文景物描写指津 论文 赵洁 常州市戚墅堰高级中学 

推进财政投资评审工作转型的措施研究——以

江苏省常州市为例 
论文 朱敏涵 常州市投资评审效能中心 

类文视域下的语文要素解构与活动设计 论文 金玉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实验小学 

基于 DACUM的高职药学现代学徒制校企融通课

程的开发与实施 
论文 谢燕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华文化融合研究系列论文《指向文化素养提升

的小学英语教材开发研究》《在小学英语教学中

融入中华文化》《例谈中华文化与小学英语教学

论文 邓振红 溧阳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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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 

领导干部正向激励失灵的诱因与激励效果提升

方略 
论文 叶德跃 市委党校 

瞿秋白深厚学养和超群才艺的养成与炼就 论文 康艺佳 市委党校 

《咸淳毗陵志》的修纂与流传 论文 李寅初 
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委、地

方志办公室 

供给侧改革下出口质量提升对产出波动的影响

研究 
著作 代智慧 常州大学 

我国核能开发的风险规制研究 著作 卫乐乐 常州大学 

大庆石油会战口述实录 著作 刘晓华 常州大学 

賄賂規制と刑事法理論（贿赂罪的规定与刑事法

理论） 
著作 闫冬 常州大学 

税费改革背景下企业社保筹划研究 著作 唐步龙 常州大学 

法律选择上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研究 著作 郝泽愚 常州大学 

焦溪古镇丛书：舜山回声 著作 葛金华 常州大学 

风格与工艺---唐宋家具及其后世影响 著作 李杨 常州大学 

中西审美文化的双重变奏——清朝宫廷画师郎

世宁新体画研究 
著作 纪琳 常州大学 

吴庆坻亲友手札 著作 王风丽 常州大学 

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低端同构到协

同集聚有序升级的路径研究 
著作 王志华 江苏理工学院 

我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 著作 侯强 江苏理工学院 

互联网时代资源共享型社区公共体育发展模式 著作 易锋 江苏理工学院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著作 张晓旭 江苏理工学院 

21 世纪英语小说的人文主义研究 著作 李顺春 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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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之环 著作 闵志荣 江苏理工学院 

高端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研究——校企合作之

有益探索 
著作 陶言诚 江苏理工学院 

大运河文化的影像建构与国际化传播 著作 彭伟 常州工学院 

面向语言信息处理的汉日对比及应用研究 著作 李哲 常州工学院 

不确定综合评价中的云模型理论、方法与应用 著作 龚艳冰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焦溪价值丛书——圈门更生 著作 严波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中小学古诗词常州吟诵实用教程（小学篇） 著作 盛杨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系统视角下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路径

与品牌建设研究——以共青团江苏城乡建设职

业学院委员会“三色文化”育人工程为例 

著作 刘波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老子讲读 著作 唐子黔 常州市第二中学 

生命有机体意蕴下的学校变革 著作 鲁兴树 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常州庙会与集市史话 著作 周逸敏 常州市民俗学会 

小学数学校本化实施指南(学科关键能力校本培

养手册） 
著作 曹琴 常州市新北区百草园小学 

小学生演说能力培养策略探究 著作 张丽娟 
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中心小

学 

近现代常州名媛传 著作 陈吉龙 常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 

新时代律师的使命与担当 著作 邢辉 
江苏圣典（常州）律师事务

所 

诤研集（二） 著作 金明德 民盟常州市委 

大数据时代云计算相关版权问题研究 著作 鲍征烨 市委党校 

我国裁判文书的非制定法论据研究 著作 陈骁骁 市委党校 

口述常州援藏援疆 著作 李亚雄 
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委、常

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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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长三角中轴枢纽,加快打造长三角现代物流

中心研究 
研究报告 祝勇 常州大学 

常州生命健康产业园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

的机制及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管志杰 常州大学 

充分发挥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的政策

与案例研究 
研究报告 贲友红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人口变动新态势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机

制及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李艳平 江苏理工学院 

关于江苏发展零碳氨燃料动力船舶的思考和建

议 
研究报告 申之峰 江苏理工学院 

校城融合下常州高校毕业生留常就业意愿影响

因素实证研究 
研究报告 崔伟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国家高新区“三新”经济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田泽永 江苏理工学院 

科技投入研发类创新项目绩效评价模型研究 研究报告 谢印成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打造国际化智造名城的创新路径和对策研

究 
研究报告 钱炳 常州工学院 

数字经济赋能常州制造业生态系统创新及路径

选择 
研究报告 张晓亮 常州工学院 

新型大学文化培育现状与创新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冯英华 常州工学院 

新冠疫情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研究 
研究报告 金青 常州工学院 

创新驱动战略下常州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培育与

提升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吴英 常州工学院 

常州村史档案文化示范基地的探索与研究 研究报告 董长春 常州工学院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家精神对 ESG评级 影

响机制研究 
研究报告 徐德力 常州工学院 

常州市高新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金中坤 常州工学院 

我省强化围绕“卡脖子”技术创新， 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若干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田泽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调查研究 研究报告 王正华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创新型人力资本支撑先进制造业集群 助推常

州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任慧玲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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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江苏乡村红色文化遗产保

护与利用现状及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王浩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市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研究报告 朱金妹 常州市德安医院 

关于挖掘盘活闲置楼宇、工业厂房，促进中小微

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吴志才 常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常州市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成效与发

展路径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焦杰 常州市企业信息化协会 

常州市省级以上开发区人才发展策略研究 研究报告 巢蕾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就业创业

管理中心 

常州市 2020年人才引进白皮书 研究报告 卢大敏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就业创业

管理中心 

承压前行提质效 强基固本稳发展——“十三五”

常州制造业投资情况分析 
研究报告 顾展 常州市统计局 

经济发展量增质升 “智造”引领产业升级 ——

“十三五”常州地区生产总值发展简析 
研究报告 史晓琴 常州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