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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博士和青年扶持项目)
申报人 单位  项目名称
刘静涵 吉林大学 东北抗联思想政治工作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陈竞博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省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培养及路径研究
刘铭赜 吉林师范大学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吉林省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郭雨佳 吉林建筑大学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优势发挥及其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张建国 长春工业大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闫立光 吉林大学 吉林省高校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增强“四史”教育研究
张松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发展路径研究
方华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史学习重要论述研究

马荣陆 吉林师范大学 后疫情时代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
胡巍 长春师范大学 大学生劳动观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破解路径研究

郭金明 东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略
靳丽静 白城师范学院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吉林省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李姝婧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理论教育的百年探索及启示研究
卞靖懿 吉林农业大学 文化自信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育人研究
张秀娟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育人路径研究
李梦龙 吉林大学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跨界流动问题研究
张龙辉 长春大学 长春市城市风险治理中的技术路径探索
薛佳 东北师范大学 公众需求导向下吉林省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研究
任慕 吉林大学 日本地方振兴政策对吉林省的启示研究

隋滨竹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优良家风助推吉林省党风廉政建设研究
毛华威 吉林师范大学 当代西方美德伦理思想研究
丁冬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路径研究

张馨文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生态经济发展效率测度及时空演变研究
张云飞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慧一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尹希文 吉林大学 吉林省人力资本结构错配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互影响研究
刘威 吉林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吉林省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丁宁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机制与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

李秋雨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冰雪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焦洪亮 吉林财经大学 东北振兴战略下吉林省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侯立 吉林师范大学 碳中和目标下吉林省可再生能源政策发展对策研究
刘秋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制造业空间技术溢出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刘欣博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研究
王春辉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研究
李娟娟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财政可持续性综合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
宋晓巍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省促进城镇灵活就业与服务业发展关系研究
武娜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农民工培训质量提升研究

杨天红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省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芳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RCEP背景下吉林省服务外包转型升级研究

马德帅 吉林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绿色农业发展研究
刘慧姝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新时代信息消费拉动吉林省农村全面振兴路径研究
席琳 吉林财经大学 新时期网络空间文化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吴昌洪 东北师范大学 面向大学生元素养培养的高校图书馆教育体系研究
梁琳 长春光华学院 吉林省“后精准扶贫时代”返贫风险及动态监控系统研究
王猛 吉林师范大学 PPP模式下吉林省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研究
谢微 长春大学 吉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

贾雪松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推进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的策略研究
艾奕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粮食供应链风险防控问题研究
卜元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高校科研管理制度研究

潘景芝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动力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
徐昌贵 通化师范学院 文旅融合背景下吉林省东部地区冰雪旅游产业升级对策研究
吴阳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 吉林省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涉农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任碧荣 长春财经学院 数字营销视角下吉林省农产品流通模式研究
李南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高端装备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与路径研究

华海迪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抗联遗存区域保护利用一体化研究
张园 白城师范学院 数字乡村战略下吉林省西部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研究

李菁菁 长春光华学院 数字化背景下吉林省文旅融合问题及对策研究
兰洋洋 长春财经学院 “互联网＋”视域下吉林省红色文化在高校中传播的路径研究
孟祥玲 长春光华学院 基于新基建背景下的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财税支持政策研究
刘慧 长春工业大学 基于大数据下综合性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平台建设研究
唐琳 吉林医药学院 医养结合模式下吉林省医保基金监管机制研究
朴飞 长春理工大学 “飞地经济”合作区法制问题研究

刘茵琪 长春理工大学 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实体法建构研究
侯明明 吉林大学 优化营商环境下司法改革在诚信政府建设中的功能研究
王俐智 东北师范大学 《民法典》视野下合同僵局解除权研究

王彦力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民生制度建设中的社会政策执行研究：从“精准扶贫”到“乡村
振兴”

焦奕文 吉林工商学院 数字医疗下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作模式研究
韩佳均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养老保险基金的优化路径研究
曾丹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在城乡融合视域下吉林省推进“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研究
李远 吉林大学 乡村振兴进程中吉林省农村志愿服务组织的内生机制与培育路径研究

金银实 长春师范大学 现代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冲突研究
王浩翼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风险社会视域下吉林省城市社区抗逆力提升路径研究
王兰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民族地区脱贫成果巩固的长效机制研究

姜晶书 吉林农业大学 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吉林省家政工城市社会融合研究
陈文斯 长春人文学院 吉林省社区居家养老中心创建模式研究

左恩玲 长春师范大学 孤儿学生社会退缩行为干预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以吉林省孤儿学校为例

任晓玲 北华大学 吉林省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存状态与优化发展研究
李晶 吉林师范大学 新时代背景下省属师范院校特色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刘畅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素养评价研究

崔明福 长春大学 中日韩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比较研究
王帅 吉林省教育学院 吉林省中小学名校长培养机制研究

俞子恩 延边大学 自觉的传统：建国初期（1949-1966）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研究
苏媛媛 吉林师范大学 “幼有所育”方针下吉林省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状况与策略研究
王丹 吉林师范大学 后脱贫时代吉林省教育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杨帆 长春人文学院 可视化技术支持在线自主学习的效能研究
黄妍 吉林师范大学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新高考科目选择策略研究

张心韵 延边大学 吉林省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及可行性研究
张莹 白城师范学院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质量保障机制构建研究
汤靓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 + X 制度下高职高专失能失智老年照护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孙洪波 长春人文学院 基于数字媒体环境下的视觉传达设计多元特征与表现研究
陈玉佩 延边大学 中朝边境农村居民社会心态的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朱淑畅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服装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衔接的对策研究
王誉 通化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北留守儿童教育困境及突破

杜丹冰 长春师范大学 智能科技时代吉林省虚拟现实教育应用及发展研究
李岫儒 东北师范大学 文化生态视阈下东北冰雪体育产业发展研究
陈宇 长春理工大学 全民健身战略背景下吉林省大众健身公共空间的构建研究
白雪 吉林体育学院 新时代“夏轮滑、冬冰雪”高校冰雪运动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牟健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社会力量提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方式、问题及研究
张迪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省应用型体育类本科院校内涵式发展路径研究

朱珊珊 东北师范大学 太极拳运动对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的脑机制研究
王岚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省地域特色下红色文化景观设计研究

孟凡君 吉林大学 美育的认知神经机制及其对视觉审美教育的启示研究
石圆圆 长春建筑学院 长春市商业性历史街区价值评价体系研究
潘晓婷 吉林师范大学 全媒体环境下东北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李春 吉林大学 东亚四国的语言竞争与语言规划研究

钟越红 北华大学 红色文化传承中抗美援朝音乐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张赢予 长春人文学院 数字化战略下吉林省红色智能文旅产品开发及推广策略研究

曹旸旸 吉林师范大学 认识论视域下互动叙事中的认识协商研究

李昫男 空军航空大学 中国现代日记体小说研究
陈曦 吉林师范大学 长春市报刊史研究（1931-1945）

郑金鹏 吉林艺术学院 “关东画派”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研究
张欢 吉林大学 日韩汉镜铭文整理研究与图像集成

王希竹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老年人口语表达流利性研究
曹磊 长春理工大学 日本汉学家津阪孝绰汉文著述整理与研究

王胜楠 通化师范学院 礼制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
张承志 长春师范大学 刘半农的文献整理及阐释史研究
任航 东北师范大学 “健康中国”视域下吉林省老年人媒介使用与健康行为研究
山丹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研究

陈碧泓 长春师范大学 现代汉语虚拟位移的生成机制及表达研究
符晓 长春理工大学 改革开放40年美学会议与西方美学前沿问题同步化研究

高明君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中地域文化的符号构建与视觉转换研究
许文畅 长春师范大学 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转向”理论研究
陈遥 长春光华学院 非遗视域下吉林省蒙族地区潮尔、马头琴音乐的传承研究

付振宇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省冰雕雪塑制作技艺传承与发展对策研究
惠凡 东北师范大学 二人转经典剧目音乐研究

王义鹏 吉林动画学院 基于服务设计理念的智能公共设施开发与系统运行策略研究
刘凌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吉剧服饰传承与创新研究
邹键 长春大学 认知语义学视阈下西班牙谚语翻译策略研究

陈洪宇 长春师范大学 原型意象图式视域下介词on方位验证研究
张弛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艾丽丝默多克的哲学思想中“爱”的研究——以《黑王子》为例

张艳波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语料库的中美企业公司概括立场标记对比研究
宁颖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对比标记语连用现象比较研究
陈晶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应急类语言景观韩译模式化及其应急语言服务体系重构研究
刘畅 吉林大学 基于涉华公共卫生事件英语新闻语篇的中国形象研究

孙菁菁 吉林大学 项目名称略
王晰灏 吉林外国语大学 文化生态视域下葡萄牙女性作家性别书写与女性形象建构研究
李博 吉林财经大学 学术语篇中结论部分模糊限制语跨学科对比研究
代欣 东北师范大学 《红楼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研究
夏伶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托尼·莫里森小说的身体书写研究

杜冰妍 东北师范大学 因果逻辑语法隐喻的局部语法研究
金丽花 延边大学 伊恩·麦克尤恩作品中的“权力意志”研究
李雨桐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近代日本对吉林省黄金资源的掠夺与破坏
郑广超 吉林大学 英国学派理论视野下东北亚国际社会的历史演进与霸权问题研究
王峤 白城师范学院 金朝初叶职官制度变迁研究
张磊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对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