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序号 学科门类 学校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请人
1 法学 泸州医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药品侵权责任研究 宋民宪
2 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有组织犯罪之资产处置研究 刘湘廉
3 法学 成都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社区矫正制度在彝族聚居区的试点与探索 唐文娟
4 法学 四川外语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障 衡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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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学 四川外语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障 衡爱民
5 法学 西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东伊斯兰国家法律变革比较研究 刘雁冰
6 法学 西南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的法律规制研究 杨珊
7 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从结果加重犯着手重构犯罪论体系 邵栋豪
8 管理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四川省乡村医生收入现状及其报酬结构策略研究 杨练管 学 都中 药大学 项 川省乡村 收 现状 其报酬结构策 究 杨练
9 管理学 西南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本土企业对在华跨国公司的技术追赶研究 刘夏明
10 管理学 重庆工商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信任性服务忠诚的形成机制及其应用研究 谢春昌
11 管理学 广西财经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喀斯特地区水资源危机临界识别与调控政策研究 陈思源
12 管理学 兰州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应急交通与物流系统综合优化方法研究 马昌喜
13 管理学 兰州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旅游环境承载力预警系统的构建及耦合机制研究 杨秀平13 管理学 兰州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旅游环境承载力预警系统的构建及耦合机制研究 杨秀平
14 管理学 宁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旅游冲突事件的形成机理与管理机制研究 赵多平
15 管理学 西安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电子政务服务特征、公众信任与公众电子参与的关系研究 王立华
16 管理学 西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低碳经济约束下西部能源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 王凤

17 管理学 西北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选择与要素禀赋的耦合效应研究－以“兰西
经济区”为例

李秀芬管 学 西北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经济区”为例

李秀芬

18 管理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资源禀赋变化视角的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农户收入增长机制研 郭亚军
19 管理学 西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产业转型视阀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公共支持研究 韦吉飞
20 管理学 西南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管理视野中的自我管理及其价值问题研究 郭海龙
21 管理学 西南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遗产旅游体验的差异化及其生成机制研究——以四川三个世界遗 董亮

管理学 重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动态回收条件下多维再生建筑材料定价模型研究 谢秋22 管理学 重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动态回收条件下多维再生建筑材料定价模型研究 谢秋
23 管理学 重庆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乡村旅游开发中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研究 李南洁
24 管理学 重庆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模型与实证：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研究 何淑明
25 管理学 重庆文理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二元语义和证据理论的新兴技术商业化潜力评价模型及应用 王红君
26 管理学 重庆文理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形象遮蔽”理论的亚旅游目的地开发研究 颜珂26 管理学 重庆文理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 形象遮蔽 理论的亚旅游目的地开发研究 颜珂
27 管理学 重庆邮电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网络经济违法监管的理论分析与模式构建 蹇洁
28 国际问题研究 西南科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欧洲穆斯林问题研究 胡雨
29 国际问题研究 云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缅甸北部少数民族政治研究 祝湘辉



30
交叉学科/综合研

成都中医药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民族医药知识的保护与传承模式研究 以藏彝走廊为重点 赖先荣30
交叉学科/综合研
究

成都中医药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民族医药知识的保护与传承模式研究——以藏彝走廊为重点 赖先荣

31
交叉学科/综合研
究

陕西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城市层面的中国对美国投资的空间格局和区位选择研究 陈瑛

32
交叉学科/综合研
究

西南科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民间川剧文化表达与环境空间关系及其保护开发研究--以四川郪
江古镇遗产保护开

袁犁
究 江古镇遗产保护开

33
交叉学科/综合研
究

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敦煌游艺文化研究 丛振

34
交叉学科/综合研
究

四川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藏共享型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李中锋

交叉学科/综合研
35

交叉学科/综合研
究

西南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金融业可重用数字证书研究与设计 康立

36
交叉学科/综合研
究

重庆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服务西部支柱产业的川渝高校工业设计创新平台建设研究 李伟湛

37
交叉学科/综合研

重庆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国难中的大学与社会：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研究 罗玲37
究

重庆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国难中的大学与社会：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研究 罗玲

38
交叉学科/综合研
究

重庆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明清书院文学教育研究 唐旭

39 教育学 宝鸡文理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教育规划纲要》视域中的西部地方一般高校社会服务的有效模 王富平
40 教育学 北方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教育均衡视角的民族地区小学分布与师资状况调查研究--以 麦海娟40 教育学 北方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教育均衡视角的民族地区小学分布与师资状况调查研究 以 麦海娟
41 教育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西部地区地方高校债务化解方案及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研究 曾繁荣
42 教育学 天水师范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西部农村基督教文教传播策略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 李艳红
43 教育学 西北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新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焦道利
44 教育学 西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高等学校“以勤代补”资助模式研究——以甘肃省高校为例 李振江
45 教育学 西南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学科群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典型案例的 陈益刚45 教育学 西南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学科群发展战略研究——基于典型案例的 陈益刚
46 教育学 西南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凉山彝族舞蹈素材收集整理与开发研究 沈惹晓

47 教育学 云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边疆少数民族地方发展网络结构中学校教育功能的偏离与调适研
究—以云南省为例

李娟

48 教育学 重庆工商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西部大学生就业问题对策及实证研究 易忠
教育学 重庆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当代儿童社会规范认同及其培育研究 陈世联49 教育学 重庆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当代儿童社会规范认同及其培育研究 陈世联

50 教育学 长江师范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进化认识论视野下生态语言教学模式研究 吴文
51 教育学 成都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区域特色课程资源整合对创新藏区中职人才培养模式的支持研究 白杨
52 教育学 广西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部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研究 任初明
53 教育学 宁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宁夏农村中小学教师远程学习适应性研究 贾巍



54 教育学 渭南师范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发展与变革研究 韩芳54 教育学 渭南师范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发展与变革研究 韩芳
55 教育学 西安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高校国际化与大学文化间性：西安、上海两地留学生经历研究 田美
56 教育学 西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王等等
57 经济学 宝鸡文理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渭河中下游洪水资源化潜力、效益风险评估与安全利用研究 李景宜

58 经济学 甘肃农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甘肃省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区农牧民生计重建绩效评价与可持续
生计模式研究

陈炜
生计模式研究

59 经济学 贵州财经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范方志

60 经济学 贵州财经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西部贫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利益分配机制对资源诅咒的影响研究
—以黔西南为例

姚伟峰

61 经济学 宁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民族地区生态移民与可持续生计的公共政策选择 李金香
62 经济学 陕西理工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西部生态化城镇建设道路研究 关嵩山62 经济学 陕西理工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西部生态化城镇建设道路研究 关嵩山

63 经济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商品住宅价格上涨的动力因素及形成机理研究—来自35个重点城
市的面板数据

兰峰

64 经济学 西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以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惠宁
65 经济学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西南地区农业气象灾害防灾减灾能力构建范式研究 鲍文
66 经济学 广西师范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碳排放规制对我国产品内贸易的影响及其应对研究 丘兆逸
67 经济学 贵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喀斯特生态脆弱地区资源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闫鸿鹂
68 经济学 兰州商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研究 赵霞
69 经济学 兰州商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陇东黄土高原区干旱指数农业保险的应用研究 王振军
70 经济学 内江师范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十二五”时期包容性增长目标下社会特殊群体就业水平提升问 黄婧70 经济学 内江师范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十二五 时期包容性增长目标下社会特殊群体就业水平提升问 黄婧

71 经济学 宁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资源富集区能源开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优化机制研究——
以神木县为例

文琦

72 经济学 西安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实现中国碳强度目标的政策选择及其绩效评估研究 王锋
73 经济学 西安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上市公司实际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李彬

资产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问题研究——基于DSGE模型的
74 经济学 西安邮电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资产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问题研究——基于DSGE模型的
货币政策理论与实

王宏涛

75 经济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部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分析与对策研究 姜雅莉
76 经济学 西南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农业污染防控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研究——基于低碳经济 袁平
77 经济学 西南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金融模型拟合优度的检验 杜在超

家庭生产方式下农民经济组织的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农业分工
78 经济学 西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家庭生产方式下农民经济组织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农业分工
和区域专业化发展

杨丹

79 经济学 西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城乡统筹背景下创业农户融资问题研究 庞新军
80 经济学 重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货币政策、银行信贷类型选择与借款企业盈余管理 张金若
81 经济学 重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人民币汇率出口价格传递效应与我国出口计价货币的经验研究 文争为



82 经济学 重庆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胡兵82 经济学 重庆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胡兵
83 经济学 重庆文理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证券市场风险因素相依结构研究 黄爱华
84 考古学 兰州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麦积山石窟127窟研究 孙晓峰
85 考古学 兰州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阴嘉政窟——敦煌吐蕃晚期的家窟艺术与望族信仰 王中旭
86 考古学 西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古代丝绸之路胡商活动及其影响研究 李瑞哲
87 考古学 重庆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装饰品综合研究 蒋刚87 考古学 重庆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装饰品综合研究 蒋刚
88 历史学 兰州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敦煌写本农业资料整理研究 郝二旭
89 历史学 内蒙古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近代绥远、察哈尔地区的开发与社会变迁1840-1930 牛敬忠
90 历史学 西华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清代基层组织对乡村的管理研究——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苟德仪
91 历史学 宝鸡文理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安倍德卡尔新佛教思想研究 刘海玲
92 历史学 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春秋》经传与中国古代历史观的形成 邱锋92 历史学 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春秋》经传与中国古代历史观的形成 邱锋
93 历史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孙承宗集》整理 李红权
94 历史学 陕西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研究 石涛
95 历史学 四川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文化生态的变迁与清代儒学社会性格的形成 张循
96 历史学 四川外语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古代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 张勇
97 历史学 西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美国国会对隐蔽行动的监督研究 刘磊

98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

成都中医药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 刘东梅

99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

广西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林春逸
思想政治教

1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

广西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当代大学生政治信仰现状及教育对策研究 徐秦法

1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

广西工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理论的品牌建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社会拓展研究

王宇

马克思主义理论/
102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消费异化视域下的大学生人格教育研究 杨建云

103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

西安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意识形态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变革研究 孙帮寨

104 民族学与文化学 北方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回族穆斯林女性研究 武宇林
1 民族学与文化学 贵州财经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学与社会学在云南省的中国化研究 聂蒲生105 民族学与文化学 贵州财经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学与社会学在云南省的中国化研究 聂蒲生
106 民族学与文化学 四川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外语之间的口译问题研究 任文

107 民族学与文化学 贵州民族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地位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西山镇为例

刘超祥

108 民族学与文化学 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藏族聚居区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刘嘉尧



109 民族学与文化学 内蒙古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十善福白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萨如拉109 民族学与文化学 内蒙古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十善福白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萨如拉

110 民族学与文化学 内蒙古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现代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传媒文化研究——以报刊、图书为中心
敖特根
白乙拉

111 民族学与文化学 陕西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研究——以青海藏族社会为个案 王英

112 民族学与文化学 西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多民族国家的互惠认同——抗战时期日本的“回教国”阴谋与回
族的民族-国家认

柴亚林
族的民族-国家认

113 民族学与文化学 云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近代西南边疆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研究 张媚玲

114 民族学与文化学 重庆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三峡库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调查及其开发利用的可持
续发展机制研究

汪荣

115 社会学 西南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康区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和对策研究 郭建勋
116 社会学 云南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矿区社会兴衰与社会政策研究 云南矿区调查 韩全芳116 社会学 云南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矿区社会兴衰与社会政策研究——云南矿区调查 韩全芳

117 社会学 贵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多元嵌套逻辑视野下农村基层政权行为与建设研究：基于西部地
区四个乡镇政权的

马良灿

118 社会学 昆明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交通公平评估方法与改善策略研究——以昆明 陈方

119 社会学 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草原地区矿产资源开采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甘南州矿产资源

张智渊119 社会学 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开发状况的社会学

张智渊

120 社会学 兰州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社会管理视野下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以西北农村地区为例 饶旭鹏
121 社会学 青海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藏区社会保障的特殊性研究——以青海藏区为例 韩丽
122 社会学 西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的生计问题研究——基于青海玉树的实地调 辛瑞萍

123 社会学 西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与社会认同的关系研究——

王琪瑛123 社会学 西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与社会认同的关系研究
以甘肃、青海、新

王琪瑛

124 社会学 西南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养老机构入住的个体决策研究 田青
125 社会学 西南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巨灾下农村家庭抗逆力对于家庭恢复重建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 鲁航
126 统计学 青海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水环境质量动态评价与预测的统计建模研究和应用——以湟水流 王晓鹏
127 统计学 西南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证券市场动态相关性测度的拓展及应用研究 龚金国127 统计学 西南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证券市场动态相关性测度的拓展及应用研究 龚金国
128 统计学 西南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川渝两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研究 韩文丽

129
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

云南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子商务非语言即时交流方法研究 凤羽翚

130
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

西安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活字印刷鉴别方法及活字印刷排版程式研究——以西夏文《大方
广佛华严经》为例

孙飞鹏130
文献学

西安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广佛华严经》为例

孙飞鹏

131
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

云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文献数据库建设 甘友庆

132 外国文学 广西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语境理论视域下的缅甸本部民间口头文学研究 寸雪涛
133 心理学 成都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男性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研究 卢勤



134 心理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心理干预对海洛因戒毒者负性情绪记忆的调控作用研究 王儒芳134 心理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心理干预对海洛因戒毒者负性情绪记忆的调控作用研究 王儒芳
135 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认知负荷的产生及其优化控制 龚德英

136 心理学 西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网络成瘾大学生的自我疏离感、网络疏离感与自尊的关系模型及
其脑机制研究

杨东

137 新闻学与传播学 广西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马克思、哈贝马斯和麦克卢汉的传播观比较研究 李庆林
138 新闻学与传播学 内蒙古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内蒙古民国报刊史研究 张丽萍138 新闻学与传播学 内蒙古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内蒙古民国报刊史研究 张丽萍
139 新闻学与传播学 陕西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方人际传播学说史研究 刘蒙之
140 艺术学 西安美术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新中式”建筑艺术形态研究 周靓
141 艺术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本土化与影像化：黄佐临电影改编理论研究 田莹
142 艺术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艺术、文化与产业 南华
143 语言学 广西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翻译式二语预制语块教学法与地方性翻译人才培养新模式的研究 黄斌兰143 语言学 广西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翻译式二语预制语块教学法与地方性翻译人才培养新模式的研究 黄斌兰
144 语言学 红河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云南少数民族语言负载的特殊文化研究 陈翠珠
145 语言学 成都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语言接触与当代汉语词汇新质中的非本源因素 彭晓
146 语言学 贺州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标话电子音像地图集 杨璧菀
147 语言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卢龙塞略-译语》研究 吴青华

148 语言学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
院

青年基金项目 语言接触视野下的怒苏语言文化研究 陈海宏

149 哲学 宝鸡文理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清代关学重要文献与思想研究 张波
150 哲学 广西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身体在场与感知联觉——环境美学中的身体问题研究 聂春华
151 哲学 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之维 刘贵祥151 哲学 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之维 刘贵祥
152 哲学 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屈骚美学研究 杨锋刚
153 哲学 西南政法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伦理学视域下基于生物电信号构建典型道德心理模型的可能性探 李怡轩
154 政治学 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部地区巨灾风险治理能力研究 文宏

155 政治学 内蒙古财经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人类自然、道德和理性自由本性及其权利的现实性——黑格尔的
政治哲学研究

罗朝慧学 内蒙 学 青年 项
政治哲学研究

朝

156 中国文学 河西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河西走廊“西游”文学研究 朱瑜章
157 中国文学 内蒙古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江格尔》与蒙古族审美文化 额尔敦
158 中国文学 西昌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当代彝文文学史 阿牛木
159 中国文学 西南交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宋代骈文文体功能研究 沈如泉
160 中国文学 西南交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西昆体接受史研究 段莉萍160 中国文学 西南交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西昆体接受史研究 段莉萍
161 中国文学 重庆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符号学与文学手法-文学性 苏敏
162 中国文学 西安工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跨族书写——中国当代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文 张雪艳
163 中国文学 西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清代中期艺文幕府文学与学术研究 侯冬
164 中国文学 西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唐前传说的衍生与演变——基于汉魏六朝文献的文化阐释 王兴芬



165 中国文学 西南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五四作家的文学翻译与中国新文学的发 李春165 中国文学 西南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 五四作家的文学翻译与中国新文学的发 李春
166 宗教学 兰州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督教传播与藏区社会文化变迁——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 陈声柏
167 宗教学 陕西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禅宗思想现代转型研究 吴言生
168 宗教学 重庆邮电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研究 刘秀伦

169 宗教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北方民族飞禽崇拜文化研究
达·额
尔德木尔德木

170 宗教学 西北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藏传佛教文献中的佛性论研究 刀吉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