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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一般自选项目)
申报人 单位  项目名称
王如鹏 通化师范学院 吉林省东北抗联遗存区域保护利用一体化问题研究
刘晓霞 吉林农业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下吉林省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韩喜平 吉林大学 防范化解宣传领域重大风险工作机制研究
齐长利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与乡村振兴的契合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李海涛 吉林化工学院 传统家训文化中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承与转化研究
吴星儒 吉林警察学院 大数据时代吉林省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对策研究
赵丽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百年探索历程与原创性贡献研究
于建玮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 项目名称略
徐敏 长春师范大学 双循环背景下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
董平 吉林建筑大学 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研究
朱琳 吉林财经大学 英雄模范人物事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
门艳玲 长春师范大学 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困境及策略研究
吴永华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研究(1919-1945)
赵天睿 长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视域下的中国养老服务供给研究
王长平 吉林工商学院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李静妍 北华大学 基层治理中党组织领导的时代属性及机制创新研究
穆惠涛 长春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观研究
刘冠珠 长春师范大学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的“中国道路”话语现代性研究
田玉麒 吉林大学 吉林省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创新研究
王洪杰 长春师范大学 发挥政府服务职责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作用研究
刘达禹 吉林警察学院 国家认同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研究
张利明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品行研究
梁玉水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神经美学问题研究
连遥 吉林大学 “关系理性”视域下中国传统生命观研究
张旭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省地域美育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场景应用研究
刘洋 长春中医药大学 抑郁症患者心理治疗的伦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刘朝阳 吉林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吉林省财政安全与政策着力点研究
赵明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
徐德财 吉林大学 吉林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肖琦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梯度推进吉林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策略研究
张瑞 吉林工商学院 数字经济下吉林省农村电商集群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
许梦博 吉林大学 基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及管理制度研究
乔良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吉林省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马昕田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研究
李娜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省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实施状况及有效路径研究
宋兰旗 长春大学 后疫情时代吉林省特色金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韩艳红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农业全产业链增值机理及路径优化研究
王皓 吉林大学 “保险+期货”服务吉林省脱贫县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刘学梅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途径研究
尤宏姝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十四五”时期关键核心技术招商引智路径研究
王丽丽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省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宋学红 吉林工商学院 城镇化进程中吉林省推进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研究
么鹏 北华大学 森林资源多功能利用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朱亚莉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融资模式研究
马延安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优化与风险治理研究
陈楠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调发展研究
汲昌霖 东北电力大学 金融生态环境视角下吉林省地方企业创新的驱动机制与发展对策研究
滕奎秀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畜牧业绿色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
赵树梅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省健康产业发展现状与实施路径研究
李军国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黑土地长效保护机制与政策问题研究
李卓键 长春师范大学 “一主、六双”背景下吉林省商业遥感卫星产业链优化研究
闫云仙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农业供应链驱动机制研究
王菁华 吉林工商学院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吉林省应用型高校教师绩效管理改革研究
马力 北华大学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吉林省社区治理新体系构建研究
李琦 吉林师范大学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动员与社区民众有序参与研究
张旭 吉林警察学院 吉林省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策略研究
李阳 吉林财经大学 高管性别异质性对科创企业成长的技术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杨辉 长春财经学院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吉林省乡村旅游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
李秀娟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农产品供应链智慧化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马丽娜 吉林大学 东北振兴中吉林省企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
闫超 吉林大学 吉林省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
盛亚军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寒地冰雪旅游品牌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邓利梅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特色小镇建设中PPP融资模式研究
李悦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应用型高校创业教育创新发展实施策略研究
王玉红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中小企业风险评价与防控研究
李淑芬 吉林财经大学 后疫情时代吉林省共享员工发展模式研究
张颖 长春财经学院 区块链技术下吉林省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构建研究
黄有为 吉林财经大学 股票发行制度变化对吉林省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
于洪 长春理工大学 党组织建设提升吉林省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及内部控制质量的路径研究
刘艳 吉林农业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对吉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刘春明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电商下沉与农产品上行互动耦合发展研究
张纯荣 长春光华学院 吉林省农村电商生态系统发展评价及优化路径研究
孙铁柱 长春光华学院 吉林省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峰值预测及减排路径研究
于凡 长春光华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杨子刚 吉林农业大学 “淘宝村”时空演变、空间集聚与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杨雪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创新型企业融通创新成长路径与资金配置策略研究
刘爽英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产品电商数字化建设内容及实现路径研究
卫沈丽 吉林外国语大学 高校社会服务功能框架下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化路径探究
王湃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省农产品品牌创新路径研究
刘晓艳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农村康养休闲产业融合发展对策及展望研究
鲍艳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新时代吉林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李建军 吉林外国语大学 数字技术驱动吉林省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与发展研究
魏来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吉林省科技资源智能协同服务模式研究
李红艳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吉林冰雪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崔巍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新发展阶段吉林省创新驱动发展政策研究
贺柏平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吉林省做强做优冰雪旅游产业的策略与路径研究
董政 长春人文学院 吉林省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李綦通 吉林大学 共同体理念下我国腐败犯罪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冯娜 长春工业大学 铁路盗窃犯罪情境预防对策研究
崔征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提供劳动者受害责任纠纷裁判司法大数据实证研究
范振国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律问题研究
张荣霞 北华大学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吉林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
任继鸿 长春理工大学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实施要论
崔明石 吉林师范大学 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研究
齐秀梅 长春理工大学 大宣传格局下深化相关行业监管方向研究
王志民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从传统中发掘智慧：吉林省民事习惯的分类梳理及现代价值研究
陈香红 通化师范学院 重大疫情中行政决策调适模式及法律控制研究
曲淑华 吉林警察学院 家庭暴力“恶逆变”犯罪防治对策研究
赵志勇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高端人才流动新趋势研究
毕红静 长春工业大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吉林省农村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王树刚 吉林警察学院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吉林省边疆民族地区非传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李荣峰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少年儿童关爱保护状况、问题与对策研究
孙晶华 长春大学 吉林省特殊家庭的家庭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高洁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养老服务发展问题研究
丛玉飞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新社会阶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培塑与实践转化研究
战成秀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兴边富民行动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研究
李中生 通化师范学院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吉林省候鸟式养老方式研究
王博凡 抚松县文联 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谱系研究
苏威 吉林省教育学院 基于全面育人的吉林省中小学美育建设研究
谭忠艳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党史教育涵育大学生精神成长实践路径研究
林琳 吉林省教育学院 “五育”并举视域下基础教育学校文化发展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
袁丹丹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路径研究
林琳 吉林农业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民职业教育研究
吴丽丽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大学英语在线教学发展对策研究
王洋 吉林师范大学 新课改背景下大学数学与高中数学的衔接性研究
王艳梅 长春大学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视域下吉林省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策略研究
范士龙 吉林师范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师知识转化”问题研究
钱松岭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儿童数字风险与机会现状及其改善策略研究
孙欣欣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培养目标内卷化研究
赵晓光 吉林师范大学 新文科建设中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基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

王天力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现代产业学院的地方高校“学科链-专业链-人才链-产业链”对接机制
研究

王春姣 长春师范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李锐 长春理工大学 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陆雪莲 通化师范学院 应用型大学课程思政协同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陈静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省财政扶持民办教育现状及长效机制研究
赵欣欣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省农村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吴岩 东北师范大学 听障儿童阅读理解能力及其提升策略研究
李宁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政策执行效果的追踪研究
王丽媛 通化师范学院 市域社会治理背景下吉林省应用型大学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徐莹 通化师范学院 新发展理念下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质量提升路径优化研究
韩继伟 东北师范大学 教师评价素养的发展研究
吴晋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高校英语基于微信平台移动学习模式创新研究
李礼 吉林外国语大学 疫情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的影响与应对研究
陈前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管清华 吉林农业大学 疫情背景下应激事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裴晶晶 吉林大学 嵌入与重构：残疾人运动员退役后再社会化问题研究
方方 吉林体育学院 “体医融合”背景下中国传统养生体育观现代化转型研究
许贵家 长春师范大学 留守儿童体育活动体系建构的研究
张晓军 吉林体育学院 “大健康观”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健康价值研究
牟瑛 吉林建筑大学 “体教融合”视域下吉林省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研究
王世涛 吉林体育学院 基于生态学理论的普通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
李爱臣 吉林化工学院 新发展阶段吉林省冰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陈继岩 长春建筑学院 吉林省健身休闲产业结构改革及优化研究
李南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冰雪运动项目文化资源开发整理研究
郭立平 吉林师范大学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吉林省滑雪体育旅游服务质量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张楠 吉林体育学院 “十四五”时期我国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联动机制研究
次春雷 吉林体育学院 民族民间民俗体育与吉林省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田晓丽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困境与路径
关秀娇 吉林师范大学 满汉语言中满族服饰名物词汇系统对比研究
运梅园 北华大学 东北抗联精神的视觉化传承创新研究
呼琳 吉林财经大学 “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语言规划研究
张波 长春师范大学 产业价值链整合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崔建立 吉林师范大学 “三个新发展”背景下非范畴性话语对吉林人身份建构的影响研究
李乔 吉林建筑大学 室内设计中的文化重构与伦理研究
何爽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抗战时期东北地区剧作家群落与文化心态研究
王学谦 吉林大学 鲁迅传统与当代文学
平丽华 长春大学 高校歌剧排演实践现状与改革策略研究
尹晓琳 长春理工大学 长白山红色民间传说口述资料整理研究
刘汝晶 长春建筑学院 吉林省冰雪旅游文化产业特色发展对策研究
刘艳茹 吉林大学 汉语制作语义范畴的语言表征与认知识解研究
姜帆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养老机构语言服务质量提升研究
秦志爽 吉林农业大学 新世纪东北抗战小说影像化叙事研究
苑宏刚 吉林建筑大学 全域旅游视域下吉林省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途径研究
王伟峰 长春财经学院 长吉图区域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及其提升对策研究
任春娇 长春师范大学 汉语宣告语篇的构建模式与实现机制研究
郑德 长春大学 东北满族汉军旗香艺术研究
姚璐 长春工业大学 “空间隔离”视域下的吉林省城市社区景观设计研究
肖振宇 吉林师范大学 以东北为考察中心的抗美援朝文艺研究
金丽娜 长春师范大学 基于“抖音”平台短视频符号的吉林省区域形象传播策略研究
杨明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伦理失范问题与对策研究
陈国红 东北师范大学 储望华钢琴作品的创作与演奏研究
张东航 吉林艺术学院 国产电影中工人形象的审美流变
李恒 吉林师范大学 吉剧中的红色叙事研究
何钧宇 长春光华学院 新媒体视域下的满族传统艺术传承与传播
刘晓林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乌拉满族历史文化村镇活力提升策略研究
王桂妹 吉林大学 五四文学革命场域中旧体文学考论
邱月 吉林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画文创产业传播策略研究
邹克瑾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东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挖掘保护与传承研究
吕净植 吉林大学 汉唐时期鲜卑音乐与高句丽音乐比较研究
丁明秀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研究
段涛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后疫情时代吉林省红色影视文化形象构建的路径策略研究
张雷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满族传统民居文化生态研究
赵申申 吉林艺术学院 东北工业文创与新景观社会研究
张芳馨 吉林大学 融媒体时代吉林省廉政文化建设研究
张春艳 通化师范学院 长白山地域传统民俗文化与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融合研究

高晓芳 吉林大学 影视传播的艺术魅力与中国脱贫攻坚的精神彰显——以影视传播理论与实
践为视角

梁鹤 吉林艺术学院 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的创作之路研究
侯海荣 吉林师范大学 魏晋六朝诗歌的“诗史互证”研究
于春波 长春理工大学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俄语句法学研究
丁丽蓉 吉林大学 基于《道德经》译本对比的中国文化典籍译介研究
柳晓东 吉林大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逆传播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
陈强 长春大学 吉林省基础教育阶段听障学生英语习得优化策略研究
王洒 北华大学 基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读后续写有效外语教学研究
王佳璐 长春工业大学 翻译类日本汉文小说研究
张宁宁 吉林大学 西班牙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研究
孙明丽 吉林大学 美国文学的新闻传统研究
左丹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吉林省冰雪旅游文化对外宣传译介研究
孔伟 吉林财经大学 地方重构与当代美国犹太移民叙事研究
张蕊 吉林大学 卡洛斯·富恩特斯文艺美学思想中的民族性问题研究
高红梅 长春师范大学 中古英语亚瑟王系列传奇的身份认同研究
于淮 吉林农业大学 智慧学习环境下吉林省大学生英语在线学习满意度现状及对策研究
曲英梅 东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略
郑启南 吉林外国语大学 基于语料库的德国媒体中的东北形象研究（2000-2020）
刘一 延边大学 中国朝鲜族大学生英语学习者笔语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研究
刘清涛 白城师范学院 洪大容与阳明思想之关联研究
宋宏 东北师范大学 后疫情语境下英语新闻报道的批评隐喻研究
崔艳姬 延边大学 名词化结构的类型学比较研究
李卓 吉林外国语大学 服务地方经济的旅游管理专业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那洪伟 吉林外国语大学 布迪厄社会实践论视角下《西游记》余国藩英文全译本研究
刘伟 吉林农业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下吉林省涉农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宋洪英 吉林外国语大学 大学生跨文化“第三空间”发展路径研究
陈俊 吉林动画学院 吉林省地方高校英语教师信息素养研究：评估与发展路径
李红 吉林外国语大学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吉林省旅游景区规范化英译研究
王坤鹏 吉林大学 商周时期北方边域与多元族群形态研究
赵彦辉 北华大学 吉林地域石刻文献整理与研究
宋卿 吉林大学 国家治理视阈下的金朝官员待遇研究
孙久龙 吉林大学 金代礼部职官研究
贺飞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冷战时期美国对韩国政策研究（1953——1981）
于洪 吉林大学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法治改革研究
林红玲 北华大学 吉林省近代红色校史资源收集、整理和利用研究
林立娟 延边大学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跨境语言安全研究
赵立新 延边大学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中朝、中韩关系研究
李晓光 长春师范大学 BDFA文献所载晚清中朝关系史料整理与研究
吴东镐 延边大学 中朝新型合作共赢机制及其对吉林省的影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