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结项日期
经 费

(万元）
备注

S2016B01 1930年代左翼文学本土化转变研究 田丰 文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3.0

S2016B02 世家交游与南宋文坛风气 王雪枝 文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3.0

S2016B03 中国新文艺的拟象性 李华秀 文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3.0

S2016B04 建阳方言“第九调”的方言地理学研究 孙顺 文学院 系列论文 2019年1月1日 3.0

S2016B05 李泽厚美学思想中主体性话语研究 张敏 文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3.0

S2016B07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的动力与机制研究 齐艳杰 教育学院 译著、系列论文 2019年12月31日 3.0

S2016B08 中小学研学旅行红色教育资源课程开发研究 宋生涛 教育学院
专著、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2019年12月31日 3.0

S2016B09 近代“中国文学”观念与学科的形成研究 李敏 历史文化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6月30日 3.0

S2016B10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 高恒建 历史文化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3.0

S2016B11 新时期青年责任教育研究 张新桥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著 2019年12月31日 3.0

S2016B12 WTO视域下的食品标签法律问题研究 郭桂环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著 2019年12月31日 3.0

S2016B13 中国儿童生活福利研究 刘晓静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系列论文 2019年4月2日 3.0

S2016B14 量词性隐喻与偏误分析 刘永静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3.0

S2016B15 17、18世纪荷兰艺术及其美学思想 崔露什 美术与设计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3.0

S2016B16
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研究——

以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例
张永林 职业技术学院 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2018年8月31日 3.0

S2016B17 王夫之《诗》教观研究 高文霞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3.0

河北师范大学2016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科研基金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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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结项日期
经 费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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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龙 历史文化学院 S2016JC01

郭蔚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S2016JC01

许东海 商学院 S2016JC02

刘强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S2016JC02

程红 外国语学院 S2016JC03

弗拉基米尔.达旗升 外国语学院 S2016JC03

戴建兵 历史文化学院 S2016JC03

王德强 教育学院 S2016JC04

薛彦华 教育学院 S2016JC04

田亮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S2016JC04

刘成锁 美术与设计学院 S2016JC05

李冀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S2016JC05

杨春明 博物馆 S2016JC05

付晓丽 外国语学院 S2016JC06

荣红 外国语学院 S2016JC06

董东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S2016JC06

宋文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S2016JC06

3.0

3.0

交叉协同科研项目

研究报告

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3.0

3.0

研究报告、工具书 2018年12月31日

研究报告、相应的电

子数据库
2019年12月1日 3.0

系列论文、原创影像 2019年9月1日

3.0

专著、译著 2018年12月31日

S2016JC01

S2016JC02

AR技术在泥河湾公众考古领域中的探索与应用

基于LCIA方法的环境成本评价研究

AR技术在师范生教育教学技能培养中的应用S2016JC04

博物馆数字天象厅穹幕电影原创内容研发S2016JC05

S2016JC03
19-20世纪俄罗斯西伯利亚中国移民的动机、活动及去

向--基于历史档案的社会学研究

日常话语语料库建设S2016JC06

第 2 页，共 5 页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结项日期
经 费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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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16C01 防策略投票理论的逻辑研究 孙雯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著 2018年10月1日 1.5

S2016C02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刘晓静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著 2018年12月1日 1.5

S2016C03 双性之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两性世界 段艳丽 外国语学院 专著 2016年12月1日 1.5

S2016C04 基于美元环流视角的美元本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研究 赵国华 商学院 专著 2017年2月1日 1.5

S2016C05 河北电视艺术史论 郭学军 新闻传播学院 专著 2017年6月1日 1.5

S2016C06
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

乐的人类学阐释
赵书峰 音乐学院 专著 2017年6月1日 1.5

S2016C07 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与理论建构 赵书峰 音乐学院 专著 2017年8月1日 1.5

S2016C08 改革背景下校园足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冯蕴中 体育学院 专著 2017年6月1日 1.5

S2016C09 中国体育产业竞争力问题研究 刘希佳 体育学院 专著 2017年3月1日 1.5

S2016C10 现代汉语非受事动宾式复合词研究 任敏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专著 2019年12月1日 1.5

S2016C11 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 张丽娟 图书馆 专著 2017年12月1日 1.5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结项日期
经 费

(万元）
备注

S2016Z01 罗庸著作整理及研究 杜志勇 文学院 专著 2018年12月31日 1.5

S2016Z02 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以口述史研究为中心 杨瑞 历史文化学院 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2018年12月31日 1.5

S2016Z03 对越自卫反击战口述史 赵雪飞 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报告 2019年12月31日 1.5

S2016Z04 河北省中高职专业课程体系衔接研究 李占萍 职业技术学院 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2018年12月31日 1.5

重点项目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第 3 页，共 5 页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结项日期
经 费

(万元）
备注

S2016Y01 电影艺术中的听觉研究 牛军 文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0.5

S2016Y02 《元诗体要》研究 于飞 文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0.5

S2016Y03 新常态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孙韶云 商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0.5

S2016Y04 论新时期“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研究 王丽娟 马克思主义学院 系列论文 2017年12月31日 0.5

S2016Y05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财产法》汉译与翻译和法律学

科的交叉培养模式探讨
顾维忱 外国语学院 专著 2020年7月30日 0.5

S2016Y06 AR环境下多模态话语应用研究 赵英俊 外国语学院 系列论文、电子产品 2019年6月30日 0.5

S2016Y07 元功能视角下古诗英译策略研究 赵丽华 外国语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0日 0.5

S2016Y08 社会功能视域下日本敬老举措变迁研究 刘敬者 外国语学院 系列论文 2019年3月1日 0.5

S2016Y09 大数据环境下高等学校教育决策支持体系研究 马丽梅 信息技术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0.5

S2016Y10 虚拟现实在科普教育中的跨学科应用 祁凤霞 美术与设计学院 系列论文 2019年3月19日 0.5

S2016Y11 太行古村落文化传承与视觉形象分析 杨柳 美术与设计学院 研究报告 2018年12月31日 0.5

S2016Y12
核心力量训练对7-8岁年龄组艺术体操运动员平衡能力

影响的实证研究
娄春善 体育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0.5

S2016Y13 河北省国民体质状况及其变化规律研究 郝军龙 体育学院 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2019年3月20日 0.5

S2016Y14
从《儿童钢琴初步教程》看当代中国钢琴启蒙教育现

状
魏欣 音乐学院 系列论文 2017年12月31日 0.5

S2016Y15 语言类型学视角下的跨文化交际学研究 刘玉颖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0.5

S2016Y16 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建议言语行为研究 任敏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0.5

S2016Y17 全民阅读与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 郑松涛 图书馆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0.5

S2016Y18 馆员书评与阅读推广 张彦洁 图书馆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0.5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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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结项日期
经 费

(万元）
备注

S2016XB01 价值观教育对大学生环保态度的影响 刘馨元 教育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5月30日 0.3

S2016XB02
亚文化视域下高校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管理中的问题

及对策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论海柱 美术与设计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20日 0.3

S2016XB03 河北师范大学在校生的健康发展与激励措施 刘惠喆 体育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1日 0.3

S2016XB04 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类研究生体质健康达标情况研究 康琛喆 体育学院 系列论文 2017年12月31日 0.3

S2016XB05 创客空间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 李晓 信息技术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12月31日 0.3

S2016XB06 大学生创新实验室管理方法的讨论与研究 梁朝博 信息技术学院 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2018年12月31日 0.3

S2016XB07
新媒体对内地西藏班藏族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及对策

研究
侯建霞 附属民族学院 系列论文 2018年9月1日 0.3

S2016XB08 基于数字校园的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研究 赵冬晖 财务处 系列论文 2018年6月15日 0.3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结项日期
经 费

(万元）
备注

S2016X01 大学生成长目标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尹莎莎 文学院 系列论文 2017年12月 0.3

S2016X02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实效性研究——以河北师范

大学优秀辅导员工作实为例
乔维新 外国语学院 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2018年1月 0.3

S2016X03
应届毕业生生涯成熟度调查研究——以河北师范大学

为例
王蕊 职业技术学院 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2017年12月 0.3

S2016X04 信息化环境下高校网络主题班会模式的研究 刘媛 信息技术学院 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2017年10月 0.3

S2016X05 朋辈班主任制度在大学生管理与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康亚璇 生命科学学院 系列论文 2017年12月 0.3

校本研究项目

学生工作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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