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立项经费

1 文学院 19AZD039 山西方言参考语法研究 赵变亲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5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BKS047

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话语体系研究 吉志强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3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19BFX137

民生法治视域下促进残障人融合就业法律
制度研究

龚燕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4
戏剧与影视学院 19BZS009

明清华北女性碑刻搜集、整理与研究 姚春敏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5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19BSS055

19世纪德国的市政改革与城市现代化研究 徐继承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6
体育学院 19BTY083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提
升研究

郑旗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CZX013

生成主义的认知现象学研究 武建峰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8
戏剧与影视学院 19CZS080

建国以来山西农村电影放映史料的搜集、
整理与研究

颜汇成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9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19CZJ014

西夏疑伪经研究和西夏佛经词汇数据库建
设

张九玲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10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19VJX169

亚述帝国都城尼尼微出土医药文献整理与
研究

王俊娜 冷门绝学
40

11
教育科学研究院 BHA190147

新中国70年中学语文课程传承革命文化研
究 逯慧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20

12
教师教育学院 BIA190193

职前教师核心素养检核模型的构建及运用
研究 张海珠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20

13
文学院

古代戏曲的民间重写研究——以宝卷为中
心 赵继红 国家社科艺术学项目 18

山西师范大学2019年度文科项目立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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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学院 19FYYB018

近代汉语使役句的历时演变及其转换与转
化研究 刘华丽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25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FKSB031

“八个统一”视域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创新研究 赵跃先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25

16
戏剧与影视学院 19FYSY003 清末民初都市戏曲人文生态研究 赵丹荣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20

17
教育科学学院 / 歌曲《红军来了》 王伟 国家艺术基金 10

18 戏剧与影视学院 19YJC751070 科举文化、婚嫁习俗与宋元南戏研究 张勇风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8

19 传媒学院 19YJC880080
认知诊断理论在个性化学习资源推荐系统

中的应用研究
汪存友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8

20 戏剧与影视学院 19YJA751023 元代诗歌同题集咏现象考述 李文胜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10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YJA710065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 赵秀芳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10

22 音乐学院 19YJA760012
中国交响乐口述史料（1949-1989）的抢救

性采集整理与研究
丁旭东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10

23 美术学院 19JHQ045 古书画鉴定论 袁有根 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 10

24
经济与管理学院 /

《资本论》研究
杨军

省宣传部课题
50

25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

清代毛霦《平叛记》校释 王玉来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 5

26
经济与管理学院 /

《资本论》研究中心建设配套费用 杨军 省宣传部课题 100

27 传媒学院 2019B200
媒介融合背景下山西省博物馆传播策略研

究
赵琳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28 地理科学学院 2019B201 跨境电子商务促进山西入境旅游发展研究 张仲伍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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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地理科学学院 2019B202
基于环境遥感大数据的吕梁山连片贫困区

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孙从建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30 教师教育学院 2019B203 新时代山西教师教育质量提升研究 闫建璋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31 教育科学学院 2019B204 山西农村儿童书写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李利平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32 教育科学学院 2019B205 大学生敬畏情绪对创造力影响研究 张潮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33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B206 社会学视域下医患矛盾问题研究 陈天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34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19B207 《山右石刻丛编》与文化建设启示研究 王玉来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35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19B208 丝绸之路视野下山西城市发展研究 车效梅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3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19B209 战国三晋史纪事编年辑证及启示研究 雷鹄宇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37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19B210 山西省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协同治理研究 刘丽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38 美术学院 2019B211
明清时期太行古村落“三雕”艺术与重教

崇德及文化建设启示研究
周昕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39 外国语学院 2019B212
“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英语思政教育研

究
王嵘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40 文学院 2019B213
生态文明视阈下山西省城市公共空间语言

景观优化研究
孟德腾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41 文学院 2019B214 南北学统与宋金文学教育及启示研究 郭庆财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42 文学院 2019B215
山西方言声调合流现象及方言发展规律研

究
李晰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43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B216
山西古代乡村戏剧观演组织形式及启示研

究
颜伟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44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B217 “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诗歌及启示研究 甄洪永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45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B218
文本视角下的山西民间小戏发展及文化建

设启示研究
陈美青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4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19
全球化视域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自信研究
乔瑞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47 音乐学院 2019B220 山西傩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苏翔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48 音乐学院 2019B221 山西省建设旅游三大板块实践研究 刘明星 省哲社一般课题 1

4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教师素质提升：“政治要强”研究 张雯雯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5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教师素质提升：“情怀要深”研究 赵改萍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教师素质提升：“思维要新”研究 薛秀娟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5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教师素质提升：“视野要广”研究 黄雪丽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5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教师素质提升：“自律要严”研究 赵秀芳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5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教师素质提升：“人格要正”研究 段艳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改革创新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

一研究
王晓荣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改革创新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

一研究
刘爱娣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5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改革创新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

一研究
王增剑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5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改革创新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

一研究
肖玉营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5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改革创新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

一研究
赵跃先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改革创新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

相统一研究
姜延博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6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B222
思政课改革创新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

一研究
潘新喆 省哲社一般课题 0.55

62 教育科学研究院
/

山西省“新建改扩建农村幼儿园”政府绩
效第三方评估报告

卫建国 省哲社事后奖励 0.5

63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

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 车效梅 省哲社事后奖励 0.5

64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Z019

《资本论》矛盾分析方法的历史功绩及其
在当代中国应用研究

张崇康 资本论时代价值专项课题 1

65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Z020

《资本论》科技进步发生机制思想及其当
代价值研究

武文风 资本论时代价值专项课题 1

66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2019041017-3

山西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践及法治建设
研究

韩卫平 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2

67 文学院
2019041034-2

生态文明视阈下山西省旅游区语言景观优
化路径研究

孟德腾 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2

68 音乐学院
2019041039-2

山西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 陈甜 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2

69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041039-4

山西省中小学戏剧教育现状调查与发展对
策研究

郝成文 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2

70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19041038-3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临汾古村落历史文化传
承研究

畅海桦 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2

7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041051-2

山西高师院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聂静港 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2

72 幼儿园
2019041053-2

幼儿园“儿童作为研究者”的实践模式探
索

张岩宇 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2

73 教育科学学院
2019041051-5

文化本质视角下的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李志河 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2



74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W047 山西乡村文庙剧场研究 段飞翔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

75 文学院 2019W048 太行山沿麓晋豫两省方言语法比较研究 关黑拽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

76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W049 山西金代戏曲碑刻搜集、整理与研究 颜伟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

77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W050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研

究——以吕梁山区为例
李京华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

78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W051 乐舞图像视域下的山西墓葬文物研究 赵丹荣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

79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0111
中国戏曲文物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
明清山西赛社碑刻搜集、整理与研究

姚春敏
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5

80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0112
山西剧种文化记录传承工程----山西祭祀

戏剧剧本搜集、整理与研究
王志峰

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5

81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0113 山西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路径研究 郭根龙
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5

82 文学院 2019SK009 西方文学生命超越主题研究 孟湘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8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SK018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治化的理论探

析
赵跃先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84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2019SK020 农村二孩生育试点三十年 吕世辰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8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SK021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何以可能？ 吉志强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8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SK023 跨国公司投资、资产并购与中国经济安全 樊增强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87 教育科学学院 2019SK037
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政策变迁与教育机

会再分配
霍翠芳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88 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9SK038 教学的诗性智慧 杨晓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89 体育学院 2019SK042 职业化走向中的中国体育道德建设 曹景川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90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SK046 上党神庙剧场研究 王潞伟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91 传媒学院 2019SK047 中国神庙剧场史 曹飞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92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SK048 中国戏曲文物志 车文明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5

93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19SK053 胎藏曼荼罗研究 侯慧明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3

94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19SK058 当代中东国家边界与领土争端研究 谢立忱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3

95 文学院 2019SK061
三十年代多元理论资源的选择与“农民文

学”之辩
冯波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3

9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SK071 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要求 潘新喆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3

97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SK073
基于MCS 方法的高斯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

型研究
鲍杰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3

98 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9SK088 教师专业成长研究——实践与案例 朱晓民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3

99 教育科学学院 2019SK092
Relational complexity modulates
activity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during numerical inductive reasoning:

肖风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3

100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9SK097 昭代箫韶研究 郝成文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3

101 美术学院 2019SK098 吴道子研究 袁有根
山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培育

项目
3

1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宪法导向及保

障机制研究
赵跃先

山西省高等学校决策咨询
（智库）研究项目

8

103 体育学院
跳跃致过度使用性兔髌腱肌腱病模型的开

发研究
李海伟

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
资助项目

5



104 外国语学院 基于SPOC的高级日语混合式教学研究 李冬翠
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

资助项目
3

105 教师教育学院
以学生为中心的多样化教学方式的示范性

教学案例研究
张荣华

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
资助项目

3

106 科技处 GGF-19002
基于国防科技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

实践
赵国政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

0.5

107 体育学院 GH-19026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教学平台在高校公共体

育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闫艾萍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

0

108 音乐学院 GH-19027 高师古筝生态课堂构建研究 成燕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
0

109 体育学院 GH-19028
体育集体项目对大学生就业困境破除的促

进作用
刘静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

0

110 体育学院 GH-19029
乡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及

实证研究
樊临虎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

0

111 美术学院 GH-19030
基于优秀文化传承的山西传统陶瓷技艺教

学研究
段彦芳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

0

1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SSKLZDKT2019
047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智慧党建创新研究 赵笑蕾 山西省社科联 0.1

113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SSKLZDKT2019
048

推动山西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 韩卫平 山西省社科联 0.1

114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SSKLZDKT2019
049

中国共产党对山西革命根据地农村调查研
究的价值及当代传承

上官定一 山西省社科联 0.1

115
美术学院

SSKLZDKT2019
050

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山西传统陶瓷研究 段彦芳 山西省社科联 0.1

116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SSKLZDKT2019
051

西夏译藏文佛经词汇研究 张九玲 山西省社科联 0.1

117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SSKLZDKT2019
052

山西方志“城池图”中的传统文化研究 夏文华 山西省社科联 0.1

118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SSKLZDKT2019

053

矿井瓦斯异常关联性关键因素研究——基
于山西汾西中兴煤矿和重庆箕山煤电的实

证性研究

吴明瑄 山西省社科联 0.1



119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SSKLZDKT2019

054
山西省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机制及路径研

究
刘丽 山西省社科联 0.1

120 美术学院
SSKLZDKT2019

055
“一带一路”汉字文化圈中的文字形态传

承与数字化发展
行佳丽 山西省社科联 0.1

121 传媒学院
SSKLZDKT2019

056
 融媒体时代山西特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策略研究
周婧 山西省社科联 0.1

122 文学院
穗宣通

[2019]36号
广州大典与历史文化研究 李奎 广州市委宣传部 2.5

123 传媒学院 2019C20 山西省文博类节目的创作与传播研究 赵琳 山西省文化厅
0.4

124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2019C21 山西网络舆情危机及其治理创新研究 栾殿飞 山西省文化厅
0.4

125 教育科学学院 2019D48 山西省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育研究 张娜 山西省文化厅
0.4

126 美术学院 2019G58
生态效益视角下的临汾海绵城市景观设计

分析与研究
刘昂 山西省文化厅

0.4





2019各级各类项目立项情况（截止2019.11.8）

2019年度山西师范大学纵向各类项目共计立项104项，703.5万。国家级项目17项，立项经费388万；教育部项目5项，立项经费46万；省内项目82项，立项经费

269.5万。横向项目立项9项，立项经费56.094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