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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上海工业碳排放研究：绩效测算、影

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邵帅等 上海财经

大学

42. 促进税收负担合理化问题研究：基于

结构性减税政策视角 潘文轩 中共上海

市委党校

43. 制度视角下的股权、CEO 激励及其治

理绩效研究 杨青等 复旦大学

44. 2017 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

书 吴大器等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45.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陈淳

复旦大学

46. 马克思“个人解放”思想的历史与逻

辑 赵恩国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47. 当代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研究 钱箭

星 复旦大学

4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 方松

华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

49. 自然之道 ：文化眼里的青藏牧民及

其自然资源管理 范长风 华东师范

大学

50. 社会分层的理论逻辑 周怡等 复

旦大学

51. 当代中国员工组织公平感研究 刘

永芳 华东师范大学

52. 青年网络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机制

研究 雷开春 上海社会科学院

53. 未来的城镇化道路 任远 复旦

大学

54. 在利益与道德之间：当代中国城市医

生职业自主性的社会学研究 姚泽麟

华东师范大学

55. 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18 世纪的果

阿与澳门 顾卫民 华东师范大学

56. 加拿大国庆节的诞生与发展 （1867-

1942） 朱联璧 复旦大学

57. 科学与政治之间：美国医学会与毒品

管制的源起（1847-1973） 张勇安 上海

大学

58. 20 世纪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演变研

究 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

59. 人文社会科学网络学术信息资源评

价理论与方法研究 丁敬达 上海大学

60. 博物馆儿童教育：儿童展览与教育项

目的双重视角 周婧景 复旦大学

61. 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互动发展研

究 黄海燕 上海体育学院

62. 体育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尹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63. 叙说的文学史 乔国强 上海外国

语大学

64.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陈建云 复

旦大学

65. 悖逆的“幽灵”：清朝孙嘉淦伪稿案的

媒介学研究 詹佳如 华东师范大学

66. 中国出版家·邹韬奋 陈挥 上海市

中共党史学会

67. 重塑美国：美国新媒体社会的全面建

构及其影响 周笑 复旦大学

68. 民国时期上海舞台研究 贤骥清

上海戏剧学院

69. 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 朱浒 华东

师范大学

70. 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 沈

语冰 复旦大学

71. 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 韩挺 上海

交通大学

72. 中原北方早期弥勒造像艺术研究

刘慧 上海海事大学

73. 数字人类的起源：1964-2001 吴洁

同济大学

74. 语言类型学探索 金立鑫 上海外

国语大学

75.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百科全书 梅

德明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

76. 汉语的指称与命题———语法中的语

义学原理 陈振宇 复旦大学

77. 急就篇校理 张传官 复旦大学

78. 战国楚简连词语体差异研究 刘凌

华东师范大学

79. 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 徐时仪 上

海师范大学

80. 汉语常用双音词词汇化和语法化研

究 陈昌来 上海师范大学

81. 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

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 （全二册） 程

恭让 上海大学

82. 伊斯兰文明的反思与重构———当代

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研究 丁俊 上海

外国语大学

83.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徐以骅

等 复旦大学

84.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邹振环

复旦大学

85. 水经注校笺图释 渭水流域诸篇 李

晓杰等 复旦大学

86. 郡邑之盛： 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

黄敬斌 复旦大学

87.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

与世界认同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

88.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 （1861-

1911） 李文杰 华东师范大学

89. 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

判 程兆奇 上海交通大学

90. 西域屯垦经济与新疆发展研究 张

安福 上海师范大学

91. 水乡聚落：太湖以东家园生态史研究

吴俊范 上海师范大学

92. 中国审美意识通史 朱志荣等 华

东师范大学

93. 中古文学与佛教 陈引驰 复旦

大学

94. 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 周兴陆

复旦大学

95. 陆机集校笺 杨明 复旦大学

96. 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陈广宏 复旦

大学

97. 王世贞全集·弇山堂别集 许建平等

上海交通大学

98. 郭麐诗集： 全 3 册 姚蓉等 上海

大学

99. “中学西传” 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

翻译———以英语世界为中心（1735-1911）

宋丽娟 上海师范大学

100. 郑振铎研究书系 陈福康 上海外

国语大学

101. 汉魏易注综合研究 陈居渊 复旦

大学

102. 《心体与性体》解读：含《陆象山到刘

蕺山》 杨泽波 复旦大学

103. 孔子正名思想研究 苟东锋 华东

师范大学

104. 几与时———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学

范式的反思与转化 陈焱 上海健康医

学院

105.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道德与法权 张

东辉 上海财经大学

106. 拒绝就位的身体： 从身体观出发破

译笛卡儿的 《第一哲学沉思集 》 李琍

同济大学

107. 回归本真的交往方式———托马斯·

阿奎那论友谊 赵琦 上海社会科学院

108. 文化大转型： 批判与解释———西方

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 全 3 册 单世联

上海交通大学

109. 社会的力量：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志

愿组织 罗峰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110. 城市力量： 中国城市化的政治学考

察 宋道雷 复旦大学

111. 社会冲突与制度回应： 转型期中国

政治整合机制的调适研究 张振华 华

东师范大学

112. 民主的要义： 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

理论研究 陈尧 上海交通大学

113. 大城善治： 中国大都市发展中的政

府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易承志 华东政

法大学

（论文类 208 项)

1. 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早期发展历程

新探（1922-1927） 刁含勇 中共上海市

委党校第四分校

2.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皖西北“责任田”

的改正 葛玲 华东政法大学

3. 钱学森回国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

侨民归国谈判 张现民 上海交通大学

4. “改革促进派”干部的内涵现状、影响

因素及培育对策 何丽君 中国浦东干

部学院

5. 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军事经济准备 杜

人淮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6. 法治中国建设的“共建共享”路径与策

略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

7. “法治中国”所能解决的基本矛盾分析

陈金钊 华东政法大学

8. 司法解释权限的界定与行使 刘风景

华东政法大学

9. 商业反腐的结构性治理和模式 杨力

上海交通大学

10. 西周邦国的法秩序构建：以新出金文

为中心 王沛 华东政法大学

11. 《印中搜闻》与 19 世纪早期西方人的

中国法律观 李秀清 华东政法大学

12. 记忆与遗忘的竞赛：清代律学史中的

“箭垛”和“失踪者” 陈灵海 华东政法

大学

13. 建设用地国有制的逻辑、挑战及变革

徐键 上海财经大学

14.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双重权能结

构 叶榅平 上海财经大学

15. 中国债编体系构建中若干基础关系

的协调———从法国重构债法体系的经验

观察 李世刚 复旦大学

16. 论民事诉讼突袭性裁判的防止：以现

代庭审理论的应用为中心 杨严炎 复

旦大学

17. 基本权利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

响及其限度 刘志刚 复旦大学

18. 保障房租赁与买卖法律关系的性质

凌维慈 华东师范大学

19. 民间借贷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

吴泽勇 华东师范大学

20.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兼析“以信号

为基础的方法” 王迁 华东政法大学

21. 行刑衔接中的行政执法边界研究

练育强 华东政法大学

22. 论公共企业的法律属性 胡改蓉

华东政法大学

23. 论行政法中技术标准的运用 关保

英 上海政法学院

24. “南海仲裁案” 后续法律应对的关键

问题研究 管建强 华东政法大学

25. 全球治理背景下国际税收秩序的挑

战与变革 张泽平 华东政法大学

26. 容纳中国崛起———世界秩序视角下

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抉择 李开盛 上

海社会科学院

27. 中印关系的新趋势与新挑战 林民

旺 复旦大学

28. 国内规范、国际规范与中欧规范互动

潘忠岐 复旦大学

29. 国际太空新秩序与中国的责任 何

奇松 上海师范大学

30. 冷战后美国中东军事基地的战略调

整 孙德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

31. 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

化及其影响 祁怀高等 复旦大学

32.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Fragile World Order（中国、欧盟和脆弱的

世界秩序） 陈志敏 复旦大学

33. 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

序观 孙伊然 上海社会科学院

34. “多速欧洲”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基于欧盟成员国发展趋同性的实证分析

丁纯等 复旦大学

35. 国际商业利益与东道国生产商的外

资政策偏好 吴其胜 上海社会科学院

36. 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

顾炜 上海社会科学院

37. 期 望 落 差 与 企 业 创 新 的 动 态 关

系———冗余资源与竞争威胁的调节效应

分析 贺小刚等 上海财经大学

38. Offshoring Pollution while Offshoring

Production?（在离岸生产同时也进行着离

岸污染吗？ ） 李晓阳等 上海交通大学

39. 生产制造还是资本投资? 中国工业

企业国际创业资本的流向———基于制度

距离的解释 葛菲等 上海师范大学

40. 真实与虚假竞争力： 企业战略研究

新视角 谢佩洪等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41. 雇佣关系、 组织公平与知识共享意

愿： 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姚凯等

复旦大学

42. Values of Chinese generation

cohorts：Do they matter in the workplace?

（中国代际价值观：在工作场所重要吗？ ）

唐宁玉等 上海交通大学

43. Do Social Ties between External

Auditors and Audit Committee Members

Affect Audit Quality?（外部审计师与审计

委员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会影响审计

质量吗?） 何贤杰等 上海财经大学

44. 放松卖空管制与大股东 “掏空” 侯

青川等 上海财经大学

45. 中国拍卖专利的专利资产指数开发

研究 于谦龙等 上海理工大学

46. Simple Contracts to Assure Supply

Under Noncontractible Capacity and

Asymmetric Cost Information （全球化环

境下的采购契约设计 ） 冯天俊等 复

旦大学

47. Increasing the revenue of self -

storage warehouses by optimizing order

scheduling（订单排程优化及自助式仓库收

益管理研究） 张显东等 复旦大学

48. Production stage allocation problem

in large corporations （大型企业生产阶

段分配优化问题研究 ） 镇璐等 上海

大学

49. Nonlinear Effects of Social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on individual

Goal Attainment and Spending：Evidences

from Online Gaming Markets（网络社交互

动对消费者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在线游戏

市场的实证） 张诚等 复旦大学

50. When does a service guarantee

work? The roles of the popularity of

service guarantees and firm reputation（服

务保证何时有效？ 保证的普及程度与公

司声誉的作用） 金立印等 复旦大学

51. 中国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模式与创

新政策研究———基于跨区域的比较分析

曹祎遐 上海社会科学院

52. 延迟退休年龄、 就业率与劳动力流

动：岗位占用还是创造？ 张熠等 上海

财经大学

53. 政府效率、社会决策机制和再分配偏

好 杨晓兰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

54. 震后应急供应问题与交通路网的协

同优化模型 何新华等 上海海事大学

5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ross -

Channel Capabilities, and Managerial

Actions： Evidence from the Apparel

Industry（信息技术、跨渠道能力和管理行

动：实证研究） 罗继锋 上海交通大学

56. Modeling carbon emissions from

urban traffic system using mobile

monitoring（基于移动监测的城市交通碳排

放形成机理与评估体系研究 ） 孙健等

上海交通大学

57. 金融发展与国民储蓄率： 一个倒 U

型关系 徐丽芳等 上海财经大学

58. 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挤

兑 田国强等 上海财经大学

59. 扭曲、 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

胡永刚等 上海财经大学

60. 健康投资能影响跨国人均产出差距

吗 ？ ———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王弟海等 复旦大学

61. 鉴往知来：推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

结构演变 张军等 复旦大学

62. Optimal bid disclosure in patent

license auctions under alternative modes

of competition （不同竞争模式下专利许可

证拍卖中的最优投标披露 ） 范翠红等

上海财经大学

63. 独生子女政策的精神健康成本 谭

之博等 复旦大学

64. 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北美作物与中

国的人口及经济增长 ： 府级证据 ，1600-

1910） 陈硕等 复旦大学

65. 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者社群网络与

企业效率 左翔等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66. 晚清区域货币市场发展研究———以

营口“过炉银”为中心 王昉等 上海财

经大学

67.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来自中

国加入 WTO 的经验证据 ） 冯玲等 上

海财经大学

68. Economic Value of Country Imag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国家形象的经济

价值：来自国际贸易的证据及对中国的含

义） 罗长远等 复旦大学

69.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

作用吗？ 郭家堂等 复旦大学

70. 研究引领变革： 美国教育研究新趋

向———基于美国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排

名的研究领域与领军人物分析 范国睿

等 华东师范大学

71. 教学方法：概念的诠释 钟启泉 华

东师范大学

72. 课程改革与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功机

会———基于 A 市八年中考数据的分析

柯政 华东师范大学

73. 探寻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

价 李召存 华东师范大学

74. 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及其地区

差异 ： 2008-2015 曹妍等 华东师范

大学

75. 精 英 大 学 中 农 村 学 生 的 学 习 经

历———对再生产理论的省思 廖青 上

海师范大学

76. 国家资格框架： 模式、 结构和运行

王立科 上海交通大学

77. 教育财政投入能否有效降低教育结

果不平等———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

据的分析 陈纯槿等 华东师范大学

78. 汉字的无线索回忆再认效应： 重复

学习和重复测验的作用 周楚等 复旦

大学

79. 知觉表征精度对工作记忆中抑制

干扰能力的影响 库逸轩等 华东师

范大学

80. A Selective Impairment in Extracting

Fearful Information From Another's Eyes

in Autism（眼睛会被关注吗？ 自闭症儿童

对恐惧表情加工的选择性障碍） 宋永宁

等 华东师范大学

81. Self -control, peer preference, and

loneliness in Chinese children： A three-

year longitudinal study （童年中晚期自我

控制 、 同伴接纳与孤独感的发展关系 ：

三年的追踪研究) 刘俊升等 华东师范

大学

82. 道德与关系惩罚对初中生公共物品

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 崔丽莹等 上

海师范大学

83. Government ownership and exposure

to political uncertainty：Evidence from

China(政府股权和政策不确定性：来自中

国的证据） 周正怡 上海财经大学

84. Price Search and Periodic Price

Discounts (价格搜索和周期性价格折扣 )

张杏等 复旦大学

85. 中国工业行业间 Ｒ＆D 溢出效应研

究 朱平芳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

86.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urrent

Period Budget Target Achievability and

the Properties of Nonfinancial Measures

(非财务指标的性质与企业预算目标制定)

黄继章等 上海财经大学

87.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劳动力流动与

农业生产 陈媛媛等 上海财经大学

88. The cost of attending an elite

college （重点学校的成本与代价———就读

重点高校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宋

弘 复旦大学

89. 退休年龄制度对家庭照料和劳动参

与的影响 封进等 复旦大学

90. 为经济增长而干预 ：地方政府的土

地出让策略分析 王媛等 华东师范

大学

91. 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

陈强远等 上海大学

92. 官员更替、合谋震慑与空气质量的临

时性改善 郭峰等 上海财经大学

93. 竞争驱动、政策干预与产能扩张———

兼论 “潮涌现象” 的微观机制 白让让

复旦大学

94. 被遗忘的总供给：财政政策扩张一定

会导致通货膨胀吗 ？ 郭长林 上海财

经大学

95.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

于产业互联的视角 范子英等 上海财

经大学

96. “一带一路” 中的宗教风险研究 丁

剑平等 上海财经大学

97. 免征额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

效应 田志伟等 上海财经大学

98. 中期预算制度对债务规模约束有效

么 孙琳等 复旦大学

99. 竞争之于银行信贷结构调整是双刃

剑吗?———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微观证

据 刘莉亚等 上海财经大学

100. 生产率与企业并购 ： 基于中国宏

观层面的分析 杨金强等 上海财经

大学

101. THE 2010 -2011 SEASONS OF

EXCAVATIONS AT KYZYLTEPA （VI -

IVTH CENTURIES BCE）, SOUTHERN

UZBEKISTAN（克泽尔台培发掘报告） 吴

欣 复旦大学

102. 《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阶级”概念

的源起、语义与理解(1900-1920) 陈红娟

华东师范大学

103. 自由何以可能： 马克思自由观的再

阐释 鲍金 上海交通大学

104. 深刻认识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李冉 复旦大学

105. 关于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若

干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锡喜

上海交通大学

1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哲学社

会科学使命 刘世军 上海市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

107. 西藏甘丹彭措林寺建筑格局及其渊

源考释 闫雪 上海社会科学院

108.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attempted suicide in the elderly: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in Shanghai, China （老年

人企图自杀的发生率与风险因素：中国上

海的横断面研究） 田文华等 复旦大学

109. 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少数民族人

口分布及其变动 高向东等 华东师范

大学

110. 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

素———基于 CGSS2010 的分析 杨传开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

111. Local Fiscal Capability and

Liberalization of Urban HuKou (城市户籍

改革与地方公共财政能力分析 ) 张力等

复旦大学

112. 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

的若干思考 李友梅 上海大学

113. 个体化赋权 ： 特大城市中新 “土

客 ” 关系的调适路径 李煜等 复旦

大学

114. 地方政府部门如何规避风险？ 以 A

市社区物业管理新政为例 盛智明 上

海大学

115. 住房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基

于北京、 上海、 广州的研究 张海东等

上海大学

116. 地位束缚与生活方式转型———中国

各社会阶层健康生活方式潜在类别研究

王甫勤 同济大学

117. 传统中国福利实践的社会逻辑———

基于明清社会研究的解释 张佩国 上

海大学

118. Weak ties,strong ties,and job

mobility in urban China:1978-2008（弱关

系、 强关系和中国转型时期的职业流动

（1978-2008）） 田丰等 复旦大学

119. 财大气粗？ ———私营企业规模与行

政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 纪莺莺等 上

海大学

120. 结构性约束与主体性建构： 社会工

作者的职业认同 杨发祥等 华东理工

大学

121. 由心至身： 阶层影响身体的社会心

理机制 郭慧玲 华东政法大学

122.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

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 刘汶

蓉 上海社会科学院

123. 历史叙述之争与西方史学发展的波

动 ： 论尤里安之死 刘衍钢 华东师范

大学

124. 当代史学变革中的西方古典性史研

究 裔昭印 上海师范大学

125. 中美缓和与美韩同盟转型 （1969-

1972） 梁志 华东师范大学

126. “普通市民”抑或“上等人”：奥古斯

丁家庭背景重估 夏洞奇 复旦大学

127. 18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

会” 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

李宏图 复旦大学

128. 魏玛德国“历史传记之争”及其史学

启示 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

129. 交换、正义与高利贷：托马斯·阿奎

那的经济伦理观 刘招静 上海大学

130. Estimation and Testing of Varying

Coeffcients in Quantile Regression(变系数

分位数回归中的估计和检验 ) 冯兴东等

上海财经大学

131. 麦维尔·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

形成与演变 周亚 华东师范大学

132. Mining for Spatio -Temporal

Distribution Rules of Illegal Dumping

from Large Dataset （城市非法倾倒垃圾事

件的时空分布规划挖掘研究———基于大

数据驱动的分析方法） 樊博等 上海交

通大学

133. 数据管理与档案信息服务创新 金

波等 上海大学

134. 体育学与哲学： 基于学科关联的历

史考察 高强 华东师范大学

135. 中国传统武术天人伦理的历史形成

研究 李守培等 上海体育学院

136. 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公共体育空间

服务的定量评价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杨剑等 华东师范大学

137.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Chinese

school-aged children： National prevalence

estimates from the 2016 Physical Activity

and Fitness in China -The Youth Study

（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的体力活动水平 ：

2016 年中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和体质

健康调查研究报告） 范翔等 上海交通

大学

138. Globalization, Translation and Soft

Power：A Chinese Perspective （全球化、翻

译与软实力：中国视角） 吴攸 上海大学

139. 史迹评骘、雄主回望与“浪漫远征”

———保田与重郎《蒙疆》中的 “满蒙鲜支 ”

叙事 王升远 复旦大学

140. 论《旧衣新裁》中的“衣服”与“裁缝”

孙胜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

141. “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

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

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 陆晔等

复旦大学

142. 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新生态、 新业态

李良荣等 复旦大学

143. 传播格局转型与新宣传 张涛甫

复旦大学

144. 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加工与信任判

断———基于眼动追踪的实验研究 李晓

静 上海交通大学

145. 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渠道融合

发展研究 严三九 华东师范大学

146. 南宋【双胜子急】音乐的传承 于韵

菲 东亚乐律学会

147. 序列音乐技术的中国化研究———十

二音创作技术与理论的发展（1980-1990）

张巍 上海音乐学院

148. 近三十年昆剧创作的观念与形态

丁盛 上海戏剧学院

149. 以“独创”为标尺重读现当代戏剧文

学———兼论话剧与戏曲的文学史地位

孙惠柱 上海戏剧学院

150. 艺术学院的身份———以英国独立的

艺术学院与综合大学中的艺术学院为例

廖延彦 东华大学

151. 观念史与建筑理论的历史写作———

以马尔格雷夫 《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 ：

1673-1968》为例 陈平 上海大学

152. 传统： 转型与创造———日本美术的

战后崛起之路 潘力 上海大学

153. 山水图像及其象征意义———贡布里

希论中西艺术传统的根本差异及其相通

之处 牟春 上海师范大学

154. 朱紫之辨 ： 传钱选 《蹴鞠图 》 的

政治隐喻和图式旨趣 施锜 上海戏剧

学院

155. 集盖说一定必要吗? ———谈集盖说

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性 冯予

力等 复旦大学

156. The role of morphology in

Optimality Theory（形态学研究的优选论视

角） 徐政 上海交通大学

157. 中国境内语言人称包括性问题的类

型学研究 盛益民 复旦大学

158. 语言社会功能的当代理解 赵蓉晖

上海外国语大学

159. Is the L2 lexicon different from the

L1 lexicon? Evidence from novel word

lexicalization （二语词库与母语词库之间

是否存在质的差别 ？ ———来自新词词

汇化过程的证据 ） 乔晓妹 上海财

经大学

160. Learning styles and perceptual

patterns for English /i/ and /I/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学习风格与中国

学生英语 /i/ -/I/感知模式的关系） 杨小

虎等 上海交通大学

161. 试论“有加”的附缀化与“X 有加”的

构式化 张谊生 上海师范大学

162. Nagation in the Xining dialect （西

宁方言的否定结构） 王双成 上海师范

大学

163. Evaluation in US and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s（美国和日本历史教科书

中的评价） 顾乡 复旦大学

164. 信任视域下的宗教： 兼论基督教中

国化———基于长三角宗教信仰调查数据

的分析 黄海波 上海社会科学院

165. 制作郡望 ： 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

仇鹿鸣 复旦大学

166. 临安与南宋的国家祭祀礼仪———着

重于空间因素的探讨 朱溢 复旦大学

167. 跨界： 芮恩施与中美关系的三种经

历 马建标等 复旦大学

168. 士气之藩篱 ： 清末常熟清赋中的

士绅身份意识转变 赵思渊 上海交通

大学

169.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对在沪“第三国

侨民”的赔偿 忻平等 上海大学

170. 新群体、 新网络与新话语体系的确

立———以 《格致书院课艺 》为中心 熊月

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

171. 19 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与徽州

海商之衰落———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

关文书为中心 王振忠 复旦大学

172. 从 “西望 ”到 “回归 ”———1970 年代

台湾地区的思想转型与人文嬗变 王东

华东师范大学

173. 文学的“ 言说”与作为第三方的批

评家———列维纳斯与文学批评之一 王

嘉军 华东师范大学

174. 科幻叙事的乌托邦能量 王峰 华

东师范大学

175. 本雅明“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

马欣 东华大学

176. “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 黄平 华

东师范大学

177. 《〈雷雨〉人物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 杨扬 上海戏剧学院

178. 论 《金瓶梅词话 》的 “镶嵌 ” 黄霖

复旦大学

179. 魏良辅的曲统说与北宋末以来音

声的南北流变 ———从 《南词引正 》 与

《曲律 》 之异文说起 李舜华 华东师

范大学

180. 理雅各的章回小说写作及其文体学

意义 宋莉华 上海师范大学

181. 论近代日报小说 陈大康 华东师

范大学

182. “忘却” 的辩证法 ———鲁迅的启蒙

之 “梦” 与中国新文学的兴起 符杰祥

上海交通大学

183. 重绘文学与现实的渐近线———从网

络原创小说 《余罪 》 反思真实书写问题

杨俊蕾 复旦大学

184. 政治现代性视域中马克思与黑格尔

关系再思考 汪行福 复旦大学

185. 新世纪以来德国阶级问题研究 王

凤才 复旦大学

186. Conjunction, Connection and

Counterfactuals（合取 、联接和反事实条件

句） 何朝安 东华大学

187. 认知科学视域中的康德伦理学 徐

英瑾等 复旦大学

188. 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 孙伟平

上海大学

189. 中国传统知论的特点 刘静芳 上

海财经大学

190. 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

贡华南 华东师范大学

191.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 “个

体” 孙向晨 复旦大学

192. 哲学语言及其术语伦理 张留华

华东师范大学

193. “德行”与诠释 潘德荣 华东师范

大学

194. 沉思传统与实践转向———以 《确定

性的追求》为中心的探索 郁振华 华东

师范大学

195. 现象学伦理学对于我们为什么如此

重要？ 邓安庆 复旦大学

196. 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构建 陈伟

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97. How does democracy influence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民主

如何影响民众的腐败感知？ 一项跨国比较

研究） 李辉等 复旦大学

198. 从保守主义民主理论到宪法工程

学———乔万尼·萨托利的主要著述及其学

术贡献 包刚升 复旦大学

199. 从英国脱欧公投看现代民主的双重

结构性困局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0. 中国复合民主的价值及其优化逻辑

张明军等 华东政法大学

201.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认同序列及其

优化：基于两个案例的研究 任勇 华东

政法大学

202. 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状况评

估———基于 《政治学研究 》 的文本分析

钟杨等 上海交通大学

203. 从“ 抓亮点”到“ 补短板”： 整体性

城市治理的障碍与路径 彭勃 上海交

通大学

204.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

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

刘建军等 复旦大学

205. 中等收入国家的国际制度 “陷阱”

郑宇 复旦大学

206. 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 与俄欧安

全新格局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

207. 解析中国的全球互联互通能力 吴

泽林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8. 城市化、 基础权力与政治稳定 谢

岳等 上海交通大学

决策咨询与社会服
务奖(40 项)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