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关于绍兴市第 18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拟获奖名单的公示

各有关单位：

根据《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实施细

则》（绍市社规〔2014〕5号），市规评办组织专家依据评

审程序进行了绍兴市第 18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评

审工作。现将拟获奖成果 50 项予以公示（详见附件）。

在公示期间，任何组织和个人如对公示的项目有异议，

可以书面形式向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奖领导小组办公室

提出，并提供有效证据。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单

位公章，并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

应署实名，并注明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不符合上述要求的，

不予受理。

公示时间：2021 年 4 月 2 日-4 月 8 日

公示电话：0575-85125385



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奖领导小组办公室通信地

址：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绍兴市行政中心 8 号楼 441

室，邮政编码 312000,邮箱 763192636@qq.com。

联系人：陈潇琳

特此公告。

附件：绍兴市第 18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拟获奖名

单

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奖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 日



绍兴市第 18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拟获奖名单
序号 成 果 名 称 作者

成果

形式
作者单位 出版社/刊物

一等奖 5项

1 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池田鲁迅”研究 卓光平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求仕·游幕·佐治——绍兴师爷手稿整理研究 钟小安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中国淘宝村包容性创新模式与机理研究 范轶琳 论文
浙江树人大学杨汛桥校

区
农村经济问题

4
同感等于镜像化吗？

——镜像神经元与现象学的理论兼容性及其争议
陈 巍 论文 绍兴文理学院 哲学研究

5 深化绍兴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若干建议 杨宏翔
研究

报告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 领导批示

二等奖 10 项

1 来新夏著述经眼录 孙伟良 著作 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 天津古籍出版社

2
双重视域下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研究

——以浙江温州楠溪江古村落为例
韩 雷 著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3 浙东山区世界的审美表现——魏金枝创作研究
刘家思

刘 璨
著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故事形态学理论视角下的明清世情小说研究 李 娟 著作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北京燕山出版社

5 嵌于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研究 程 博 著作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序号 成 果 名 称 作者
成果

形式
作者单位 出版社/刊物

6 货币政策与公司营运资本政策研究 魏 刚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7 档案学元理论研究 潘连根 著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8 城市河流生态修复研究
胡保卫

盛国栋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9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研究
张世涛

金安琪
著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10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绍兴民营经济营商环境优化路径研

究
张国苗

研究

报告
国家统计局绍兴调查队 领导批示

三等奖 35 项

1 反讽的魅力——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陈蘅瑾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 余晓栋 著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人民出版社

3 浙籍作家的城市流动与五四文学发展关系研究 王传习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文化精神与法律生命

——梁漱溟新儒家法律思想研究
尹华广 著作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 浙江大学出版社

5
The Examination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
（原著作名称为《中国科举文化》）

余卫华 著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Paths International Ltd.

6 文学的语言结构与艺术张力 金健人 著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序号 成 果 名 称 作者
成果

形式
作者单位 出版社/刊物

7 上虞技艺名录·方言篇——上虞方言

《上虞技艺

名录·方言篇

——上虞方

言》编辑委员

会

著作 绍兴市上虞区档案馆 西泠印社出版社

8 通往经典之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与建构 李相银 著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南京大学出版社

9
内外部合法性寻求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序贯选择
许钢祥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10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枫桥经验”

研究中心
著作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11 金融市场化与新兴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研究 刘广瑞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12 “温州指数”编制、影响因素及应用研究 徐小华 著作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13 水污染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与效率评价 王 瑾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14 中国地方税体系改革研究——基于“营改增”的背景 刘济勇 著作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5 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凌 瑛 著作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16 中小学教师绩效考评团队结构及影响研究 畅铁民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序号 成 果 名 称 作者
成果

形式
作者单位 出版社/刊物

17 陆游诗词中的美食 周珠法 著作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厦门大学出版社

18
Modality and Evidentialit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政治话语的情态与言据性研究）
徐中意 著作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
流寓越中的南宋无为王氏

——新发现南沂国太夫人方清觉墓志考释
钱汝平 论文 绍兴文理学院 中国地方志

20
“谁解绘其真”：

瑞恩的题红诗与清宗室文人社会心理
李贵连 论文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南京师大学报

21 论鲁迅的“立人”伦理观——以小说《故乡》为例 朱文斌 论文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文学跨学科研究

22
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清代骈文研究

——以“浙派”为中心的考察
莫尚葭 论文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社会科学

23
无罪之罪与伦理责任：阿瑟·米勒大屠杀戏剧中“同谋

者”形象的伦理解读
罗钱军 论文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

24 江浙沪地区堕民对主顾的固定服役权述论 谢一彪 论文 绍兴文理学院 近代史研究

2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效应与调适 薛国琴 论文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社会科学

26 合作创新中互动一定有助于促进合作吗？ 高孟立 论文
浙江树人大学杨汛桥校

区
科学学研究

27
“强政府强市场”能否实现

——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批试点的案例探析

钟坚龙

姚国海
论文

中共绍兴市柯桥区委党

校
经济体制改革



序号 成 果 名 称 作者
成果

形式
作者单位 出版社/刊物

28 民国时期寺庙管理法规剖析 丁 菁 论文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社会科学战线

29
新中国 70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制度变迁、现实困境、改革方向
董新辉 论文 绍兴文理学院 中国农村经济

30 大数据视阈下数据新闻传播悖论及消解策略探析 付松聚 论文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出版

31 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企业实践研究 冯旭芳 论文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职教论坛

32
民营企业家期盼更充实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基于浙江省 1022名民营企业家的调查
李 萍

研究

报告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 领导批示

33 绍兴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研究 朱 明
研究

报告
国家统计局绍兴调查队 领导批示

34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启示

沈 赤

陈均土

陈福喜

张 颖

谷江稳

研究

报告
绍兴文理学院 领导批示

35 浙江省农村宅基地批建处理中的突出问题和对策建议
张仁广

喻文莉

研究

报告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领导批示


	关于绍兴市第18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拟获奖名单的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