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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立项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单位 负责人 学科门类 立项类别 项目编号 

1 《苏格拉底的申辩》章句疏释 海南大学 程志敏 哲学 重大项目 17JHQ001 

2 20世纪中国邪教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王清淮 宗教学 重大项目 17JHQ002 

3 国际文化财产法：原理、体系与中国主张 中国政法大学 霍政欣 法学 重大项目 17JHQ003 

4 美国学者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同济大学 仇华飞 
政治学与国际问

题研究 
重大项目 17JHQ004 

5 重特大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与应对控制 四川大学 徐玖平 管理学 重大项目 17JHQ005 

6 汉代丝绸之路交通史 中国人民大学 王子今 历史学 重大项目 17JHQ006 

7 网络意见共同体：形成、演变与规制 东北大学 生奇志 
新闻学与图书情

报学 
重大项目 17JHQ007 

8 英汉语功能句法结构数据库建设及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何  伟 外国文学 重大项目 17JHQ008 

9 丝绸之路艺术品中的国家意识 西安美术学院 朱尽晖 艺术 重大项目 17JHQ009 

10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执政

思想时代转换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王清涛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般项目 17JHQ010 

11 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湖南大学 邓  验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般项目 17JHQ011 

12 赫费的《亚里士多德》汉译 浙江大学 王  俊 哲学 一般项目 17JHQ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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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单位 负责人 学科门类 立项类别 项目编号 

13 德国古典哲学相互性原理研究 东南大学 范志军 哲学 一般项目 17JHQ013 

14 知识社会维度与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 山西大学 尤  洋 哲学 一般项目 17JHQ014 

15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研究——马克思的全球化

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山西大学 朱丽君 哲学 一般项目 17JHQ015 

16 一行慧觉与《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  灿 宗教学 一般项目 17JHQ016 

17 
我国民法典编纂的改善问题研究——以婚姻家

庭法为中心 
中国海洋大学 陈晓聪 法学 一般项目 17JHQ017 

18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法律构建研究 天津大学 郭志京 法学 一般项目 17JHQ018 

19 死亡的权利——有关临终决定的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 翟宏丽 法学 一般项目 17JHQ019 

20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法制经验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沈玮玮 法学 一般项目 17JHQ020 

21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 杨先保 
政治学与国际问

题研究 
一般项目 17JHQ021 

22 农村小规模学校多学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东北师范大学 孙  颖 教育心理学 一般项目 17JHQ022 

23 基础教育中的班级建设：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 华东师范大学 李伟胜 教育心理学 一般项目 17JHQ023 

24 信息化环境下音乐学科教学创新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王  鶄 教育心理学 一般项目 17JHQ024 

25 
地方政府电子治理：电子政务网络与政务服务

创新 
大连理工大学 李  鹏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7JHQ025 

26 
复杂社会网络下公共危机中舆情扩散与干预研

究 
燕山大学 朱晓霞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7JHQ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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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单位 负责人 学科门类 立项类别 项目编号 

27 活体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和规范化管理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袁蕙芸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7JHQ027 

28 赋予农户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 浙江大学 田传浩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7JHQ028 

29 中国非上市公众公司投融资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茂斌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7JHQ029 

30 
新常态下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与路径

研究 
西北大学 郭  晗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7JHQ030 

31 平台经济双重治理体系的创新研究 清华大学 王  勇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7JHQ031 

32 公司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 北京交通大学 陆  超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7JHQ032 

33 中国小微企业创业发展年鉴 2015 西南财经大学 甘  犁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7JHQ033 

34 
货币制度变迁视域下铜元兴衰及其影响研究

(1900-1935) 
天津商业大学 梁  辰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7JHQ034 

35 融入与重构全球价值链——宏观与微观的连接 武汉大学 张天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7JHQ035 

36 存量规划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增长模式及对策 哈尔滨工业大学 郭  嵘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7JHQ036 

37 庄存与《春秋正辞》校注 清华大学 辛智慧 历史学 一般项目 17JHQ037 

38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逆产处置政策研究 四川大学 冯  兵 历史学 一般项目 17JHQ038 

39 
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开始

全面抗战之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张  皓 历史学 一般项目 17JHQ039 

40 金朝多重路制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孙  佳 历史学 一般项目 17JHQ040 



4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单位 负责人 学科门类 立项类别 项目编号 

41 环境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向华丽 民族学与社会学 一般项目 17JHQ041 

42 乡村老年协会建设理论与实践 福州大学 甘满堂 民族学与社会学 一般项目 17JHQ042 

43 道德自觉：乡村文化的变迁与重构 江南大学 申端锋 民族学与社会学 一般项目 17JHQ043 

44 阮刻《毛诗注疏》圈字汇校考正 扬州大学 孔祥军 
新闻学与图书情

报学 
一般项目 17JHQ044 

45 瑶族石刻辑校 广西民族大学 石天飞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7JHQ045 

46 清代词学观念史研究 武汉大学 陈水云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7JHQ046 

47 中唐至北宋苦吟诗风演变研究 天津大学 魏  静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7JHQ047 

48 古代小说与娱乐文化 山东大学 樊庆彦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7JHQ048 

49 日语语言游戏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王程辉 外国文学 一般项目 17JHQ049 

50 时间、诗情和禅意：中国画史中的朝暮光影 上海戏剧学院 施  錡 艺术 一般项目 17JHQ050 

51 《三希堂法帖》选帖研究 北华大学 张多强 艺术 一般项目 17JHQ051 

52 
基于梵汉平行语料库的《金刚经》语言与翻译

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继红 语言学 一般项目 17JHQ052 

53 广西壮语地名常见对音汉字的规范字推介研究 广西大学 覃凤余 语言学 一般项目 17JHQ053 

54 现代汉语数词的句法语义接口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王玉红 语言学 一般项目 17JHQ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