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博士论文名称 姓名 项目责任单位 博士毕业单位 指导教师

1 马克思共同体视域中的正义思想研究 巩永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徐斌

2 马克思民主理论研究 张婷婷 天津科技大学 南开大学 杨谦

3 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 姚勤华

4 思想政治教育差异问题研究 于佳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 姜建成

5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孔婷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 汪信砚

6 新中国初期合作社整顿研究：以河北省某县为例 路子达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解安

7 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 卢亮亮 天津大学 吉林大学 陈松友

8 从逻辑论证到语境分析：语境论视域下的历史解释研究 马健 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 殷杰

9 知觉、行动与知识：一种“行动优先”的统一解释 陈仕伟 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 张志林

10 王船山“生”的思想研究 刘昊 同济大学 清华大学 陈来

11 兴于诗：儒家诗教研究 黄子洵 南京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张汝伦

12 自我的关系实在论：基于大脑与环境关系的自我观 徐嘉玮 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 朱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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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代货币理论研究：理论脉络，前沿争论与中国经验 何增平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贾根良

14 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后情景及效应研究 卢灿 华北电力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李伟

15 基金管理规模的优化及应用：市场制衡与养老投资 张琳琳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范剑青

16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资本更新与企业绩效 万攀兵 武汉大学 暨南大学 陈林

17 国际投资仲裁中股东独立请求法律问题研究 李建坤 中国政法大学 武汉大学 黄进

18 论刑事程序倒流的反思及其修正 王宇坤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大学 汪建成

19 承继的共犯研究 王永浩 山西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程红

20 秦汉官吏职务犯罪研究 舒哲岚 大连海事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徐世虹

21 国际私法视野下不对称争议解决协议问题研究 张炳南 上海政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 杜涛

22 比例原则：作为对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 陈杰 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大学 陈林林

23 商业言论自由法律规制研究 龙俊 福建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张世明

24 “良缘之外”：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与社会不平等 石磊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李路路

25 “呈会”习俗与民间信用机制：以温州钱库镇为中心的考察 乐晶 山西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唐忠毛

26 繁华落尽：一个东南渔港的环境民族志 张云鹤 浙江工商大学 厦门大学 张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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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印度的军政关系与对外战争行为 魏涵 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张家栋

28 窝阔台汗时代大蒙古国研究 陈希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党宝海

29 近代台湾银行在中国大陆金融扩张研究（1895—1945） 苏颂 温州大学 厦门大学 张侃

30 组织与技术：20世纪50年代浙江海洋渔业集体化研究 叶君剑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梁敬明

31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研究（1958—2003） 李睿恒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吴冰冰

32 “萨尔普遍史”与欧洲近代史学思想变迁 张一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
研究院

北京大学 王晴佳

33 法塔赫研究 贾龙阳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山东师范大学 赵文亮

34 历史影响与外交政策：二战后日本对缅甸援助研究 史勤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范宏伟

35 罗马波斯战争研究（公元前66年-628年) 龙沛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 黄民兴

36 秦汉时期蓬莱神仙信仰的考古学综合研究 庞政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霍巍

37 以图释礼：宋代传世礼图所载礼器图研究 李卿蔚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刘玉才

38 故都之氓：元代杭州文学社会研究 石勖言 河北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魏崇武

39
“知识”重塑与文学生产：当代农村知青题材小说研究
（1949—1966）

张高领 上海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罗岗

40
抵抗东方主义话语的意图与方法：萨义德的拯救思想及其批评践
行研究

李盛 南京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杨乃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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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郁冲聪 浙江财经大学 山东大学 李剑锋

42 当代英美文艺伦理思想研究 韩存远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谭好哲

43 清嘉道时期的文献样态与文人表达 尧育飞 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 徐雁平

44 身份与修辞：宋代骈文批评研究 陶熠 四川大学 复旦大学 王水照

45 《埃涅阿斯纪》中秩序图景的塑造与反思 丁瑶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范劲

46 非洲英语流散文学中的主体性重构 袁俊卿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朱振武

47 布莱恩·理查森非自然叙事理论研究 李亚飞 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尚必武

48 先秦汉语形容词的句法语义研究 雷瑭洵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孙玉文

49 商务叙事话语的批评性体裁计量分析 钱玉彬 中国科学院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孙亚

50 现代汉语警告范畴研究 刘晨阳 上海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张豫峰

51 现代汉语二重有标三分句嵌套研究 储小静 常州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刘云

52
环境传播视域下的社会动员：基于阿拉善左旗荒漠化治理运动的
传播民族志考察

阿希塔 复旦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张磊

53
生产资料、治理工具与要素市场：中国大数据产业的传播政治经
济学研究

徐偲骕 上海大学 复旦大学 曹晋

54
创业团队权力层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结构权变的视
角

冯雯 中国人民大学 浙江大学 谢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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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工作成瘾综合症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佘卓霖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杨斌

56 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部门生存、官僚政治与权力整合 凌争 南开大学 清华大学 巫永平

57 考虑社交关系的二型模糊大规模群决策方法及其商务推荐应用 武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东南大学 刘新旺

58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的农产品贸易效应研究 曾华盛 扬州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谭砚文

59
多重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作用机制与协调
路径

关斌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 包国宪

60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国际学生流动政策变迁研究 安亚伦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王英杰

61 教育戏剧：面向高校价值教育的教学模式新探 洪瑞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清华大学 石中英

62 希望的力量：当代农家子弟留守历程的教育叙事探究 许程姝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邬志辉

63 鲁道夫·维特科尔艺术史论研究 张佳峰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周宪

64 策略与法则：抗战大后方的艺术场域 王陌潇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黄宗贤

65 当代欧洲跨族裔电影中的离散叙事 王娅姝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王宜文

66 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美学思想研究 史一良 中央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苗建华

67 论哈萨克巴克斯音乐的二元属性
迪娜·叶勒木
拉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
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 包爱军

68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 邓新航 重庆师范大学 东南大学 汪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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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热力学视角下的气候建筑原型方法研究 陶思旻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 李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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