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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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日娜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

政学院）
全面提升吉林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高雪 吉林大学 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下美好生活观研究

张博岩 东北师范大学 充分挖掘利用吉林省红色资源构建党史学习教育长效机制研究

白兮 吉林大学 吉林省高校劳动教育融入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研究

张瑞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党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张一璠 长春工业大学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与阿伦特现代性批判思想比较研究

陈磊 长春中医药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缺失现象的问题审视及教育引导研究

侯琳琳 吉林师范大学 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研究

白立新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区域红色资源利用研究

周晶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

肖芳 长春工业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幸福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刘薇 吉林大学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和时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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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力冲 长春中医药大学 新时代思政教师核心素养与培育路径探究

王靖欧 中共通化市委党校 东北抗联精神内涵研究

金玲 吉林艺术学院 艺术类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机制构建研究

徐帅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意向分析与对策研究

于宜含 吉林大学 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研究

魏恒 长春中医药大学 新时代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模式与路径研究

魏泰龙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高校“思政育人”模式构建与实施路径研究

訾群 通化师范学院 吉林省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实践研究

李菲 长春中医药大学 代际传递视域下的大学生信仰认同研究

张玢 长春中医药大学 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叙事研究

李明 吉林大学 数字时代吉林省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杨楠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公众满意度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

马军海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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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筱琪 东北师范大学 荀子“理”的政治哲学研究

张旭 吉林财经大学 碳普惠制助力吉林省碳中和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

李倓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后冬奥时代吉林省冰雪旅游创新发展研究

李美琦 吉林财经大学 人口外流对吉林省市（州）财政运行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石国鑫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绿色金融风险预警及防控对策研究

张爽 吉林财经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国有经济重要论述研究

蔺大勇 吉林工商学院 推进吉林省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研究

张巩 吉林财经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吉林省居民消费发展态势、制约因素与促进策略研究

陈艺毛 吉林财经大学 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下吉林省营商环境效应研究

田振兴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消费升级背景下吉林省冰雪产业全链式发展对策研究

王述勇 长春财经学院 高质量发展战略下吉林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

胡璇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吉林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发展研究    

唐冬卉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特色“金融集聚”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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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梅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模式与路径研究

曹玲 长春师范大学 “双碳”目标下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发展的困境及突破路径研究

曹阳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减税降费政策效应评价研究

李存 吉林财经大学 金融支持吉林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刘恋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吉林省提升创业水平路径研究

刘明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发展“六新产业”背景下产业创新政策研究

吴笑谦 北华大学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探析

毕然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

政学院）
全时旅游视角下长白山风景区发展模式构建研究

王竑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布局优化与实施路径研究

崔宏静 吉林大学 消费提质升级背景下吉林省新型消费培育的四维靶向与实现路径研究

文艳娇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智慧农业与智慧物流耦合协调发展路径研究

王琳 吉林建筑大学 自主创新视域下吉林省产学研创新绩效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

李绍琦 长春光华学院 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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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晨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畜牧业绿色发展机理与实施路径研究

姜雨峰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平台企业年龄包容型社会责任的识别、影响及干预路径研究

韩雪 吉林工商学院 “一主六双”战略下吉林省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及发展路径研究

孙舒榆 吉林建筑大学 基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吉林省制造业标准国际化路径研究

艾奕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省农产品绿色供应链构建研究

李清 长春大学
“双碳”目标下吉林省农业企业环境可持续导向驱动机制及其对三重绩
效的影响研究

陈苗 长春理工大学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驱动吉林省制造业低碳技术创新研究

李娜 长春大学 吉林省农产品物流与碳环境治理耦合及影响因素研究

郝辑 吉林财经大学 “双碳”视角下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治理协同发展测度研究

安佳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绩效评价及优化路径研究

马鹏飞 吉林大学 吉林省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ESG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陈旭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张柳 吉林财经大学 多模态视角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时空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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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晶 东北师范大学 《民法典》视野下基因科研自由权的私法效力研究

吕楠楠 吉林财经大学 基于税收优惠的吉林省乡村振兴法律路径研究

刘雅楠 长春理工大学 行刑交叉视域下行政行为的跨程序效力研究   

谭远宏 北华大学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路径研究

李珊珊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省电子商务法规体系建构研究

蒋雨露 吉林财经大学 新就业形态下多重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研究

关爱麟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政策法规体系研究

李珮瑶 吉林大学 东北老工业基地单位社区“弱治理”困境及其应对

周含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青年的婚育焦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吴昊 长春大学 公平正义视阈下精准助残的就业机制研究

白淼 吉林师范大学 民艺学视域下吉林省乡建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的创新设计研究

康雯嘉 吉林大学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吉林省“无实体村落”的样态与治理对策研究

张敬威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Z 世代”亚文化圈层语言的区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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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文竹 吉林大学 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工人技能传递的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于洋 吉林师范大学 史禄国东北少数民族调查资料的整理、翻译与研究

王伟 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 吉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

王乐 白城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西部乡村文化建设研究

马传明 吉林动画学院 吉林省乡村旅游发展问题研究

全龙杰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老龄化趋势及老年友好型社会构建研究

米睿 东北师范大学 “破五唯”背景下吉林省高校科研评价改革研究

范志光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认同视角下大学生留吉意愿的心理干预机制研究

刘月明 吉林大学 吉林省高校大学英语跨文化“第三空间”构建研究

单媛媛 东北师范大学 协同育人视域下高效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PLC）机制研究

安泽会 吉林农业大学 基于扎根理论的地方高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靳冬雪 东北师范大学 新课改背景下理科师范生跨学科教学素养培养的实践研究

郭妍琦 东北师范大学 乡村教育振兴背景下农村小学生家庭教育支持的供给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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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钰莹 吉林医药学院 移动增强现实技术支持深度学习的策略研究

丁继昭 东北师范大学 指向高阶思维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研究

王凌云 东北师范大学 社会认知和人格因素在大学生抑郁甄别和防治中的作用

冯雪 东北师范大学 馆校结合下的博物馆教学评价研究

李海洋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新生代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在地化实现路径研究 

秦占民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追踪调查研究

赵楠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学前融合教育质量评估及干预机制研究

李虹 吉林师范大学 知识管理视域下小学教师教学胜任力研究

王淑华 东北师范大学 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张赢 吉林师范大学 双减政策下吉林省中小学美术教育现状与发展研究

杨丹丹 吉林师范大学 “十四五规划”背景下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

徐欢欢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省县级融媒体助力基层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路径研究

杨煜林 东北电力大学 后冬奥时代吉林省冰雪休闲体育消费促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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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洋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省传统武术拳种传承体系研究

林加彬 长春师范大学 青少年运动兴趣发生机制及培养路径研究

邢增辉 东北师范大学 中华传统武德育人的历史溯源、当代审视及其路径选择研究

焦英俊 吉林大学 吉林省冰雪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构建研究

左钧升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青年篮球裁判员高质量培养的路径研究

兰天 长春工业大学 价值共创理论视角下艺术介入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秦晶 长春大学 吉林省网络舆情语言状况及策略研究

陈薇 吉林师范大学 国家治理视域下吉林省应急语言服务体系与能力建设研究

张妍 东北电力大学 疫情常态化下吉林省舞蹈培训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柳明 吉林动画学院 5G时代下吉林省政务新媒体话语体系构建与路径研究

李娜 吉林建筑大学 中国网络文学的翻译与海外传播研究

包恩齐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当代文学期刊史料整理与研究

孙悦涵 长春财经学院 “大思政”背景下传统优秀孝道文化在吉林省高校传承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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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明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红色文化与高校艺术教育融合问题研究

卢姗 吉林警察学院 新媒介视域下吉林红色文化记忆创新发展研究

郭国权 吉林师范大学 语源学视域下的吉林方言词语研究

韩雷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跨境民族濒危手工艺保护整理研究

张文畅 吉林警察学院 公安文学对公安文化的建构和延展研究

牟邵义 吉林大学 传播史中的文化自信构建

刘萱仪 吉林师范大学 清代咏吉林诗词整理研究

孙佳路 长春师范大学 吉剧与吉林省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周鹏 吉林大学 东北解放区乡土小说审美建构研究

范晶晶 东北师范大学 满族舞剧创作研究

阚盛达 东北师范大学 文化线路视域下的吉林省城市文脉景观设计研究

肖鑫 东北师范大学 长影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研究

袁湘玲 长春财经学院  UGC语境下抖音短视频对东北经济议题的舆论映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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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明 吉林大学 艺术学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下的发展探究

赵彦博 吉林建筑大学 基于生态心理学的公路沿线景观空间特色认知与优化设计研究

赵越 北华大学 融媒体环境下乡村政治传播研究

周娜 通化师范学院 地域文化视野下长白山小说与哥萨克小说比较研究

刘奕兵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乡土文化传播与认同研究

郑慧 长春理工大学 新技术与传统文化融合背景下吉林省文化产业升级研究

石红波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关东非遗艺术数字活化实践路径研究

王硕 通化师范学院 清宫孤本满文《西洋药书》整理翻译与考释

赵红香 白城师范学院 吉林省县级融媒体主流舆论阵地建设路径研究

祁艳红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文化强省战略下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众化传播效果实证研究

李振寰 吉林艺术学院 影视剧的影像叙事及文化传播研究

郭思彤 吉林外国语大学 乌拉街民间故事研究

李欣泽 吉林财经大学 石黑一雄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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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武 长春工程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语码混用在大学生国际交际能力中的顺应性研究

胡贝克 吉林大学 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的英国通俗文学研究

程黎 吉林外国语大学 法国新闻报道中的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现象研究

李英天 通化师范学院 中韩命题情态表达及语用功能对比研究

徐志卿 吉林大学 支架式同伴反馈对二语学习者写作质量影响的效果研究

靳成达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英语学习适应性影响因素调查及对策研究

程刚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语料库的李白诗歌英译社会认知对比研究

范艳宏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高校商务英语人才交际能力培养途径研究 

蔡娇娇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长白山文化旅游外宣文本的生态翻译研究

回颖 吉林建筑大学 冈本加乃子文学中的佛教思想研究

史丽 通化师范学院 安妮·普鲁小说的地理书写与历史想象

王杨 长春大学 19世纪朝鲜文衡诗歌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杨迪 吉林大学 考古专业文献英语翻译中的术语库开发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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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静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新文科背景下吉林省应用型高校英语教育改革研究

张蓓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高校校园英语文化建设策略及路径研究    

梁维 长春师范大学 辽代捺钵系列研究之春捺钵研究

吴翔宇 吉林大学 契丹文墓志人名资料整理与辽代家族网络研究

赵士见 伪满皇宫博物院 题目略

宋继刚 长春师范大学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蒙元汗权体系研究

高悦 东北师范大学 近代东亚世界的翻译互动与新文明的发生研究

陆佳琦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与俄罗斯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安全环境研究

刘月乔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韩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对策研究及对吉林省启示

董健 通化师范学院 题目略

沈倬丞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对俄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战略与实施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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