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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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凤翠 吉林警察学院 新文科视域下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袁中树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

政学院）
吉林省抗疫精神研究

李晓元 白城师范学院 后疫情时代突发事件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

曲金华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研究

苏新宇 长春师范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及其意义研究

于秀丽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数字乡村建设体系架构与实施策略研究

崔海波 长春师范大学 党内法规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时代价值研究

王慧姝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

政学院）
东北抗联精神的时代价值与赓续传承研究

郑海兵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

政学院）
加强新时代吉林省廉洁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陈广华 北华大学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研究

薛丽 长春光华学院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家书研究

初冰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创新研究

李英林 吉林农业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及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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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 单位  项目名称

张洪伟 长春师范大学 新时代吉林省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创新发展研究

丁彬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联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启示研究 

刘佳 长春大学 吉林省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实现路径研究

李晓晨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题目略

孙丽萍 吉林大学 题目略

朴龙国 延边大学 题目略

刘秀玲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通论》的哲学体系创新研究

王祖红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

政学院）
吉林省践行“两山”理念的经验研究

全颖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高敏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小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行为响应机制研究  

于洪深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高质量互动发展路径研究

王宁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数字经济赋能吉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研究

费龙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调整路径研究

赵宇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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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省企业研发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刘诗淼 长春财经学院 后疫情背景下吉林省旅游产业复苏发展途径研究

甘静 吉林师范大学 后疫情背景下吉林省旅游流特征-因素分析与复苏策略研究

于光 长春财经学院 乡村振兴视角下吉林省数字乡村建设现状、障碍与路径研究

苏宏伟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外延型要素错配测度与要素市场化配置路径研究

李英 吉林农业大学 村集体统筹推动吉林省小农户融入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能力与路径研究

张亚娜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节能减排效能关系研究

朱丹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省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与实施对策研究

吴翔 东北电力大学 统筹发展与安全视角下吉林省一次能源安全问题研究

郑媛媛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东北全面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工业文化旅游开发策略研究

孙秋枫 吉林大学 吉林省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实施策略研究

段秀萍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数字科技促进吉林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刘家福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东北抗联红色文化空间数字化建构与传播研究

张磊 吉林化工学院 数字经济下吉林省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建设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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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杰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李艳鹍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师超 长春财经学院 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对吉林省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王艳华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及实现路径研究

崔菁菁 长春师范大学 社会资本赋能吉林乡村产业振兴的长效机制研究

王洋 吉林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数智乡村建设问题研究

姜宏 长春大学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推进哈长城市群经济建设研究

黄巍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吉林省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与创新机制研究

刘鑫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内生激励机制研究

封伟毅 长春理工大学 数字经济背景下吉林省制造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徐晓红 长春光华学院 吉林省“一主六双”战略下乡村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模式研究

李丹 长春师范大学 新时代高校科研育人活动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路径研究

塔丽婷 长春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村地区生物质能清洁取暖对策研究

鲁喜凤 吉林财经大学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吉林省中小企业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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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会明 吉林农业大学 数字经济助推吉林省农民增收的实现路径与政策设计

李鹏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长春市行

政学院）
吉林省应急志愿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郑秀恋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与实现架构研究

田波 吉林大学 科技攻关“揭榜挂帅”项目成功关键因素及对策研究

赵贵玉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玉米销售渠道优化策略研究-基于农民选择角度

张立巍 吉林化工学院 吉林省碳纤维产业创新联合体建设路径研究

曲丽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物流业绿色低碳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唱晓阳 长春大学 数据赋能吉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研究

徐航 长春光华学院 数字经济下吉林省高校学生跨文化管理研究

郝月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新时代吉林振兴战略下“吉人”精英回流创业保障体系的构建

杨帆 北华大学 吉林省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顾晓琳 长春光华学院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吉林省外语人才社会性流动问题研究

宋殿辉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新发展格局下吉林省现代流通体系升级路径研究

朱珈毅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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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文莉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

政学院）
民营企业融入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的环境建设研究

李秀玲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旅游业规模及结构优化研究

赵凌冰 吉林工商学院 大图们倡议框架下区域旅游合作对策研究

宋传联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水资源资产审计现状与对策研究

曹雁翎 吉林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视阈下数字赋能吉林农民创业现状、作用机理和推进路径

邹继颖 吉林化工学院 双碳目标下寒地黑土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林杰 长春理工大学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吉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研究

白桦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建议

付卉 北华大学 吉林省冰雪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梁毕明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国有企业投资效率驱动与风险预警研究

周博 吉林工商学院 基于UGC数据的长白山景区旅游形象感知与优化研究

袁连升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数字经济赋能吉林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王芳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吉林省绿色建造与管理政策法规研究

李洪亮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数商兴农”背景下吉林省农村电商生态系统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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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建华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 

刘辉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应急网格化管理体系构建对策研究

孙丽男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吉林省夜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黄颖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吉林省红色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构建研究

李俊 吉林外国语大学 服务“一主六双”战略的吉林省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姜丽媛 吉林外国语大学 新电商环境下吉林省特色农产品品牌化的影响因素及运营策略研究

纪晶华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科技型企业优惠实施效果评估及提升策略

张凌竹 长春理工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改革研究

艾琳 吉林大学 吉林省平台从业者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张丽娟 东北电力大学 “双碳”愿景下吉林省碳排放环境执法合作机制研究

陶焘 北华大学 元治理视角下身份法治的价值与边界研究

周龙杰 长春理工大学 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裁判的限度研究

王春秋 长春财经学院 典型案例视域下吉林省银行业数据合规法治体系之构建研究

刘淑波 长春理工大学 民法典时代“三权分置”下吉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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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吉林警察学院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经济犯罪侦防体系构建的对策研究 

王华秀 吉林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民金融权利保护研究

康贞花 延边大学 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机制研究

姜延迪 吉林财经大学 国企投资利益保护视角下“一带一路”投资调解机制研究

张竞月 吉林大学 吉林省老年友好社区社会资本构建研究

王惠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

政学院）
新冠疫情防控视角下吉林省社区韧性提升策略研究

张鹿鹿 吉林师范大学 完善生育政策与女性职业保障协同设置对吉林省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韩淑慧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冯晶 吉林建筑大学 “设计下乡”助推吉林省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刘立波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省生态环境问题现状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

李元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老年人照护服务体系建设与保障策略研究

李秀霞 吉林师范大学 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经济效应与对策研究

汪泳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城市居民慈善捐赠行为特征与选择偏好研究

丁宝寅 吉林农业大学 现代农业技术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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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威 吉林农业大学 流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空间正义问题及治理研究

任春红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智慧社区建设的伦理风险及其防范研究

李艳艳 吉林大学 平台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关系治理研究

庄海茹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张秋菊 通化师范学院 “双减”视域下地方高师院校教师教育变革研究

周颖华 吉林省教育科学院 吉林省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现状及实施路径研究

张胜利 吉林省教育科学院 吉林省中小学STEM课程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

于喆 东北师范大学 高校职前教师师德教育特色的国际比较与本土实现路径研究 

娄雪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应用型高校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路径研究

呼琳 吉林财经大学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大学生职业规划能力研究及对策

刘晓敏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刘爽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幼儿园布局规划研究

张晓莉 长春师范大学 新时代教师核心素养的模型建构与培育路径研究

王丽娟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红色资源开发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协同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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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 吉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公益观视域下吉林省社会创业教育研究

陈冬松 吉林化工学院 新时代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张志杰 通化师范学院 基于专业认证的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教育实践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秦红芳 延边大学 乡镇小学随班就读特殊儿童的教育生态评估与促进

陈红君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农村学校教育现代化现状调查与发展策略研究

孙丽娜 长春工程学院
区域创新体系下美国旧金山湾区高校集群发展模式及其对吉林省高校群启
示研究

李飞 通化师范学院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素养测评与提升路径研究

刘霖芳 长春师范大学 基于东北民俗文化的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机制研究

李佳 吉林师范大学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母语教育优化策略研究

张妮妮 长春师范大学 新生代乡村幼儿教师专业生活的现实样态、困境及改善路径研究

孙仁爽 通化师范学院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现代产业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刚 东北师范大学 新时代教师教学素养研究

王立峰 吉林师范大学 学生群体智慧促进个体认知发展研究

石丽娜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幼儿园自主游戏的异化现象与优化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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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宁 吉林化工学院 吉林省“00后”大学生人生观现状及教育对策研究

李昂 通化师范学院 第三空间视角下应用型高校基层教学组织的合作文化构建研究

刘占柱 吉林农业大学 职普衔接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赵莹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新时代高校学术评价改革的动力机制与实现方式研究

娄晓黎 东北师范大学 新高考背景下不同选科模式学生学习差异研究

袁雷 吉林大学 同伴介入运动对孤独症儿童社会化的影响研究

徐文峰 吉林体育学院 “健康中国”背景下吉林省青少年体教融合发展的新路径研究

陶胜国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结构现状及素质提升对策研究

朱景宏 长春工业大学 “五育并举”背景下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于晓梅 北华大学 吉林省龙舟运动传承发展研究

曲洪刚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省滑雪场夏季体育休闲旅游开发对策与实施路径研究

吴伊静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省老年人抑郁风险评估与体育锻炼防控路径研究

董亮 长春大学 体卫融合视域下吉林省社区老年人跌倒防控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徐彬 东北电力大学 体育锻炼对大学生心理问题调节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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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城铭 吉林大学 体教融合视域下吉林省冰雪运动进校园优化路径研究

何文娜 吉林体育学院 知识驱动模式下的吉林省公共体育空间分布格局与优化决策研究

吴建章 吉林农业大学 新时代“健康吉林”体育路径研究

莫丹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省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研究

李湘浓 吉林大学 后冬奥时代基于增长极视域下吉林省冰雪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郭玉莲 吉林大学 身体素养理论背景下5-6岁幼儿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游戏课程设计与实证研究

郭家骏 长春师范大学 体教融合背景下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体制建设研究

赵锦锦 吉林农业大学 “双减”政策下吉林省青少年体育培训新生态的重塑研究

杨绿 吉林体育学院 家庭资本对体育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张丛皞 吉林大学 东北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当代影响研究

王玉英 长春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播融合机制及对策研究 

宋扬 吉林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青少年阅读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鞠曼丽 吉林艺术学院 地方高等艺术院校介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培养可行性研究

胥乃丹 吉林艺术学院 海外古籍孤本《御制百家姓（满汉合集）》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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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冰华 长春理工大学 东亚视域下《中原音韵》谱系研究

张丽红 吉林师范大学 东北各民族女神创世神话研究

姚晓娟 长春师范大学 东亚视阈下清代满族女性域外镜像研究

宋彩霞 白城师范学院 吉林省风景名胜楹联的保护和应用研究

李冬梅 吉林大学 新世纪“边地小说”研究

刘颖慧 长春师范大学 海外汉学性别研究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建构

刘畅 吉林艺术学院 地方艺术高校对本土传统音乐文化的长效保护策略研究

庞忠海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省民间表演艺术发展口述史研究

王倩 吉林大学 吉林省政务融媒体语言实践问题研究

谢刚 吉林大学 基于指称逻辑的语法哲学研究

李智渊 延边大学 朝鲜族器乐的表演形态研究

何爽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东北改编剧研究（1921-1949）

胡卫军 吉林大学 考古遗址文化景观的生态设计研究

马晓芳 长春工业大学 长白山地域民族服饰研究与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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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为 长春师范大学 基于生成词库理论的先秦汉语名动词类转变研究

邹义勐 白城师范学院 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视域下通榆新年画变迁研究

张多强 北华大学 成多禄书法艺术研究

袁棠华 北华大学 东北亚走廊视域下明清吉林纪行文学研究

孙宏亮 吉林动画学院 吉林城市废弃建筑空间再设计与利用研究

赵彬 吉林大学 废名作品通论

金凤杰 通化师范学院 吉林省抗联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于勇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题材电影中时代精神表达与受众认同研究

佟贺 东北师范大学 支持向量机的吉林省学生美育评价模型研究

李艳葳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心理学视角下的创意写作研究

吴德新 延边大学 语言接触视角下民族地区汉语虚词变异研究

王健 吉林大学 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的跨媒体叙事策略研究

赵继红 北华大学 《夹注名贤十抄诗》所引中国文献整理与研究

孙凤丹 吉林建筑大学 寒地乡村振兴的宜居景观发展与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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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 吉林医药学院 《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

徐鹏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场域理论的长春电影节发展策略研究

刘雪玉 吉林师范大学 中国满通古斯语族植物故事研究

马林兰 吉林师范大学 绘画形式美的生命逻辑及其创新路径研究

刘振华 吉林艺术学院 辽金东北戏剧形态特征与影响研究 

宋扬 白城师范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路径研究

包薇 吉林财经大学 亨利·詹姆斯后期小说的空间诗学研究

王雨 长春理工大学 松尾芭蕉文学中的共同体思想研究

董晓宇 吉林大学 吉林省大学生语言态度研究

王彬 吉林农业大学 隐喻翻译过程的认知与计算研究

陈雪 吉林师范大学 译者主体的适应与选择：技术进步视域下外宣新闻翻译研究

范立彬 长春工业大学 许渊冲翻译理论研究

刘吉香 东北电力大学 基于语料库的新冠疫情期间日本主流媒体涉华报道话语分析

王允曦 吉林农业大学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吉林省红色旅游景观外宣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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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婷 吉林大学 日本当代文学中的“阿尔茨海默症”书写研究

袁晓红 长春师范大学 顺应论视域下吉林省文化旅游资源译介研究

郭盈 吉林大学 吉林省大学英语教育创新模式研究

张景伟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刘玉环 长春工程学院 20世纪英国殖民文学中的“帝国医学”认知研究

杨圆 北华大学 题目略

胡泊 吉林财经大学 沦陷时期满映电影与二战法国黑色电影对比研究

王柔化 长春工程学院 题目略

王轶 长春工业大学 后冬奥时代吉林省“冰雪+”旅游发展现状与外宣策略研究

徐雄彬 东北师范大学 题目略

崔玉琢 长春财经学院 多丽丝·莱辛科幻作品中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研究

姜夏 长春理工大学 朝鲜词学观念史研究

王海南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北京冬奥会背景下吉林粮食品牌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王艳霞 通化师范学院 吉林省高师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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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振宇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地域文化国际传播多模态翻译研究

张昀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日本主流媒体有关新冠疫情对旅游业冲击报道的话语分析

曲琳琳 长春大学 多元文化共存下当代美国流散作家的身份建构研究

全慧颖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下的翻译人才需求与培养研究

梅丽娜 通化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吉林省东南部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张喜丰 吉林建筑大学 明清时期东北地区流人阅读史研究

贾小壮 吉林大学 建国初期工业化与东北城市发展格局变迁研究

宁文晓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对策研究

刘扬 吉林师范大学 东北移民家谱资料整理与研究（1644-2000）

王晓蕾 吉林师范大学 东北电影制片厂创业史研究

崔文 延边大学 题目略

陶丽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加强中俄海洋战略合作推进吉林省海洋经济发展

王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题目略

郭薇 吉林大学 题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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