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名称 奖项种类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成果语种 学科类别
出版、发表或

使用单位
出版、发表
或使用时间

申报者

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法治的代价：法律经济学原理批判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2月 凌斌

2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比较法研究中的中国法——关于法律的地位

和权力组织形式的思考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3年第4期 朱景文

3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法官庭审话语的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张清

4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法学知识如何实践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刘星

5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类比法律论证——以德国学说为出发点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雷磊

6 南开大学 著作奖 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王彬

7 同济大学 论文奖
规模与内部治理——中国法院编制变迁三十

年（1978－2008）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2年第5期 刘忠

8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法律程序的意义（增订版）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1月 季卫东

9 南京大学 论文奖
涉诉舆论的面相与本相——基于十大经典案

例的分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1期 周安平

10 浙江大学 论文奖 公众意见在裁判结构中的地位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陈林林

11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月 钱弘道

12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我国地方法制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葛洪义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申报材料审核结果公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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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厦门大学 论文奖 论法学家与法律家之思维的同一性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商研究 2013年第5期 周赟

14 山东大学 论文奖 论民俗习惯之民商法法源地位 论文 汉语 法学
山东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6期 厉尽国

15 山东大学 著作奖 可接受性：法律方法的一个分析视角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孙光宁

16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奖 利他主义救助的法律干预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0期 桑本谦

17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纲要 著作 汉语 法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李龙

18 四川大学 论文奖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3期 顾培东

19 河北经贸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权利问题研究检视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1月 王岩云

20 沈阳师范大学 论文奖 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 姚建宗

21 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奖 法律人思维中的规范隐退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1期 陈金钊

22 上海政法学院 论文奖
回应型司法制度的现实演进与理性构建——

一个实践合理性的分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律科学 2013年第7期 高志刚

23 苏州大学 著作奖 法学流派的人学之维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胡玉鸿

24 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其法理限度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倪斐

25 华侨大学 著作奖 法律自然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杨静哲

26 广州大学 著作奖 人权法治民主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0月 刘志强

2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论文奖
从功利到道义:当代中国权利观念道德基础

的建构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2年第1期 张伟涛

28 西北政法大学 论文奖 守法主义与裁量正义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律科学（西北

政法大学学报）
2013年第5期 王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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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兰州理工大学 著作奖
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研究

——以拉卜楞地区为中心
著作 汉语 法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4月 常丽霞

30 宁波大学 论文奖
法律约束、个案争议与司法论证-对自由法

学的另一种解读
论文 汉语 法学 环球法律评论 2011年第2期 谢小瑶

31 上海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法律人类学的困境——格卢克曼与博安南之

争
著作 汉语 法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王伟臣

32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免于贫困的权利及其法律保障机制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汪习根

33 中南大学 论文奖
人的伦理价值与人的人格利益：人格权内涵

的法哲学解读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律科学（西北

政法大学学报）
2012年第4期 胡平仁

34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论法的道德正当性的逻辑构成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3年第3期 陈征楠

35 北京理工大学 著作奖
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代的施米特、凯

尔森与海勒
著作 汉语 法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8月 刘毅

36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非职业法官研究：理念、制度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彭小龙

37 东南大学 论文奖
法律洞的司法跨越——关系密切群体法律治

理的社会网络分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张洪涛

3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4期 陈柏峰

3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法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罗洪洋

40 内蒙古大学 著作奖
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行动者——中国刑事和

解的制度化实践及其阐释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萨其荣桂

41 江苏大学 著作奖
新农村法律文化创新的解释框架——转型空

间·知识命题·图景样式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刘同君

42 三江学院 论文奖 当代学者上书背后的非法治化现象分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 李小红

43 河南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粮食行业法制化研

究——有关《粮食法（征求意见稿）》第三
章的修改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国家粮食局 2013年6月 穆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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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甘肃政法学院 论文奖 中国传统鬼节及其法文化意蕴 论文 汉语 法学
兰州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许春清

45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地方立法协调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0月 陈俊

46 山东大学 著作奖 立法后评估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汪全胜

47 武汉工商学院 研究报告奖 中国代孕有条件合法化的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湖北省人民政府

法制办公室等
2013年11月 徐明

4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与自然保育有关的传统知识法律保护制度研

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法制办公室
2013年10月 余俊

49 山东政法学院 论文奖 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 论文 汉语 法学 齐鲁学刊 2012年第1期 孙培福

50 清华大学 论文奖 美国法学教育模式利弊检讨 论文 汉语 法学 环球法律评论 2011年第3期 聂鑫

51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调整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6月 赵旭东

52 西北民族大学 著作奖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法律文化的关系研

究
著作 汉语和藏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隆英强

53 昆明理工大学 著作奖
社会变迁中的法律——穆尔法人类学思想研

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李婉琳

54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传统中国的法秩序及其构成原理与意义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3期 张中秋

55 湖南工业大学 论文奖 西周“慎罚”思想疑思与解惑 论文 汉语 法学 政治与法律 2011年第10期 冷必元

56 昆明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法制的思想世界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6月 何永军

57 西北政法大学 论文奖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论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1年第3期 刘全娥

58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契约自由的宪法保护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付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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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道德与法规、灵动与确定的复调——卡多佐

《司法过程的性质》核心思想及其对我国当
下问题的其实

论文 汉语 法学
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5期 王蓓

60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非洲法律文化史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夏新华

61 北京大学 论文奖
清末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存废之争——以《

刑律草案签注》为中心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1期 李启成

62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中华法制文明史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月 张晋藩

63 复旦大学 论文奖 辛亥革命后基层审判的转型与承续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5期 王志强

64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近代中国的主权、法权与社会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9月 张仁善

65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清代四川盐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2月 张洪林

66 兰州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商法史稿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李功国

67 天津财经大学 著作奖 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8月 柴松霞

68 山西大学 论文奖 明清家族司法探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3期 原美林

69 沈阳师范大学 论文奖 唐代判词中的实判——兼与拟判比较 论文 汉语 法学 现代法学 2013年第6期 霍存福

70 外交学院 著作奖 《大清律辑注》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7月 闵冬芳

71 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奖 会审公廨是中国的审判机关异议 论文 汉语 法学 学术月刊 2013年第10期 王立民

72 苏州大学 论文奖 中国古代的代亲受刑现象探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方潇

73 南京审计学院 著作奖
纠纷解决与机制选择：民国时期民事纠纷解

决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0月 谢冬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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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安徽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刑法的肇端——《钦定大清刑律》 著作 汉语 法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8月 周少元

75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著作奖 中国水利法制史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2月 饶明奇

76 湘潭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传统诉讼之“情判”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刘军平

77 凯里学院 著作奖 《罗得海商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王小波

78 西北大学 著作奖
历史与现实的选择——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

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
2011年12月 张炜达

79 西北政法大学 著作奖 秦汉法律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0月 闫晓君

80 西北政法大学 著作奖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

法院（1937-1949）
著作 汉语 法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4月 汪世荣

81 甘肃政法学院 著作奖 唐律“七杀”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0月 刘晓林

8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

日常生活
著作 汉语 法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尤陈俊

83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1905-1950） 著作 汉语 法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王伟

84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奖 景颇族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8月 赵天宝

85 西华师范大学 著作奖 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华书局 2013年3月 吴佩林

86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大清律例根原 著作 汉语 法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年11月 郭成伟

87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9期 张翔

88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宪法规制功能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6期 王旭

89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 林来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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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宪法解释的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1年第3期 刘飞

91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地方人大监督权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任喜荣

92 东南大学 论文奖 论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5期 龚向和

93 河海大学 著作奖 法律文件审查的公民启动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12月 王春业

94 江南大学 著作奖 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 著作 汉语 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8月 曾祥华

95 山东大学 论文奖 论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5期 王德志

96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实质合宪论:中国宪法三十年演化路径的检

视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4期 江国华

97 武汉大学 论文奖
普通法判决意见规则视阈下的人大释法制度

——从香港“庄丰源案”谈起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商研究 2012年第1期 秦前红

98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九州出版社 2013年3月 周叶中

99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障研究 著作 英语 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1月 孙大雄

10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中国宪法权利体系的完善——以国际人权公

约为参照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刘茂林

101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大国地方-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7月 熊文钊

102 青岛大学 著作奖 宪政宽容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9月 门中敬

103 湘潭大学 著作奖 变革社会中的宪政秩序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张义清

104 湖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人大监督权优效运行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李云霖

105 广东财经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公民宪政意识及其发展的实证分析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邓世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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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著作奖 宪法权力解读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马岭

10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生育自由与人权保障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8月 湛中乐

108 清华大学 论文奖 现代行政法上的指南、手册和裁量基准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4期 余凌云

109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社会诚信危机的治理：行政法视角的分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5期 王青斌

110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行政官员问责的法治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7月 曹鎏

111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行政诉讼调解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解志勇

112 同济大学 论文奖 我国信访制度的设计缺陷及其改革建议 论文 汉语 法学 东方法学 2013年第6期 高旭军

113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8期 叶必丰

114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法研究初步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1月 朱芒

115 南京大学 论文奖 给付行政范畴的中国生成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2期 胡敏洁

116 东南大学 论文奖 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熊樟林

117 浙江大学 研究报告奖 行政审批制度“宁波模式”与政府自身改革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国务院办公厅

（秘书局）等
2013年6月 朱新力

11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之转型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1年第1期 戚建刚

119 湖南大学 论文奖 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立法的理论与实践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6期 聂资鲁

120 湖南大学 著作奖
Regulating Reproductive

Autonomy:English and Chinese models
of abortion law

著作 英语 法学
North

Staffordshire
Press Ltd

2012年9月 曹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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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西南大学 论文奖
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中的农民参与困境及校正

——以重庆为例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 2012年第3期 赵谦

122 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奖
公报案例对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的客观影

响——以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争议案件
为考察对象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1年第5期 陈越峰

123 上海政法学院 著作奖 行政法分析学导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9月 关保英

124 公安海警学院 著作奖 中国海上行政法学探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李林

125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学院
研究报告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

立法后评估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
2011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境入境边防检查
条例》立法评估课

题组

126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奖 行政事实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张兆成

127 河南工业大学 著作奖
法治视野下的行政执行机构研究——以交通

运输业为主线
著作 汉语 法学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谭波

128 上海海关学院 著作奖 公安机关适用行政强制法规范和指引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8月 王丽英

129 湘潭大学 著作奖 职业协会惩戒权的公法规制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谭九生

130 湖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公共服务视野下的公法精神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贺林波

131 暨南大学 论文奖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haring:

Principles, practice,and problems --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论文 英语 法学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Volume 28,

Issue 3,
July 2011

刘文静

13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论中国能源立法的走向——基于《可再生能

源法》制定和修改的分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南京大学学报(哲

学·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 杨解君

13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著作奖 论部门行政职权相对集中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石佑启

134 泸州医学院 著作奖 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梅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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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政府信用理论与法制保障要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于新循

136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郭瑜

13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薛军

138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后让与担保：一个正在形成的习惯法担保物

权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3期 杨立新

139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与不动产登记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5月 谭峻

140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法学方法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2月 王利明

141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强制履行请求权的性质及其行使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 2012年第1期 王洪亮

142 清华大学 论文奖 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5期 龙俊

143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利益衡量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6月 梁上上

144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不动产登记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8月 程啸

145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8月 陈华彬

146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现代财产法的理论建构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 王卫国

147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生命价值的法律与经济分析——中国生命赔

偿法律的改革路径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11期 李本森

148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权利与利益区分保护的侵权法体系之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8月 于飞

149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现代信托法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1月 赵廉慧

150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私法进程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4月 柳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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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内幕交易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马新彦

152 吉林大学 论文奖 行政审批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力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1期 蔡立东

153 吉林大学 著作奖 相对所有权的私法逻辑 著作 汉语 法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5月 李国强

154 吉林大学 著作奖 侵权责任法总则的解释论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12月 曹险峰

155 复旦大学 著作奖 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民法解释 著作 汉语 法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刘士国

156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李宇

157 南京大学 论文奖 我国合同拘束力理论的重构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解亘

158 东南大学 论文奖 环境管制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效力解释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3年第3期 宋亚辉

159 东南大学 著作奖
水资源危机的私法应对——以水权取得及转

让制度研究为中心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8月 单平基

160 浙江大学 论文奖 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的困境与出路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4期 周江洪

161 厦门大学 著作奖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诚信原则的的历史、

实务、法理研究（再造版）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徐国栋

162 厦门大学 著作奖
管制罅隙下的自治：商事登记制度发展与模

式反思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3月 王兰

16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单方允诺的效力根据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4期 徐涤宇

16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我国地役权现代发展的体系解读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3期 耿卓

16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人格权总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张红

16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2月 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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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陈小君

168 湖南大学 论文奖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商研究 2013年第2期 蔡唱

169 中山大学 著作奖 英美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在中国的本土化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于海涌

170 重庆大学 著作奖 私法视野下的信息 著作 汉语 法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齐爱民

171 西南大学 著作奖 连带责任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阳雪雅

172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许军

173 兰州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私法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迟方旭

17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竞业禁止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翟业虎

175 北京城市学院 著作奖 中国土地法体系构建与制度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年12月 吴春岐

176 天津商业大学 论文奖 民法适用解释的政策检视 论文 汉语 法学
南开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 齐恩平

177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民事主体的观念坚守与背离 论文 汉语 法学 求是学刊 2013年第5期 王春梅

178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民事权利的法文化价值 论文 汉语 法学 求是学刊 2013年第6期 李宏弢

179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侵权责任法与社会法关系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1年第2期 张铁薇

180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论继承法的修正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6期 王歌雅

181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继承法修正中的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对

《<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的展开
论文 汉语 法学 北方法学 2012年第5期 孙毅

182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质疑 论文 汉语 法学 青海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陈彦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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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外交学院 著作奖
民法的演进——以德国近代私法理念与方法

为线索
著作 汉语 法学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12月 吴香香

184 苏州大学 论文奖 物债二分体系下的物权法定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6期 张鹏

185 苏州大学 著作奖 大陆法系无权处分制度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章正璋

186 中国计量学院 著作奖 英国土地登记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3月 陈永强

187 宁波大学 著作奖 现代商法:理论基点与规范体系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郑曙光

188 大连海事大学 著作奖 人的私法地位（第二版）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0月 王利民

189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不作为侵权责任之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杨垠红

190 山东财经大学 著作奖 土地征收救济机制研究——以美国为参照系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9月 章彦英

191 烟台大学 论文奖 集体成员撤销权三论 论文 汉语 法学 山东社会科学 2013年第10期 张玉东

192 烟台大学 著作奖 公益征收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房绍坤

193 暨南大学 论文奖 视域融合下的知识产权诠释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05期 徐瑄

194 暨南大学 论文奖
批准（登记）生效合同、“申请义务”与“

缔约过失”——《合同法解释（二）》第8
条评注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外法学 2011年第2期 汤文平

195 海南大学 论文奖 宅基地使用权保障机制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学报
2013年9月 王崇敏

196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奖 地权变动视角下户籍制度改革的法律规制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 2012年第9期 张力

197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奖 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4月 张建文

198 西北大学 论文奖 论过度医疗侵权责任 论文 汉语 法学 人文杂志 2011年第1期 杨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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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西北政法大学 论文奖 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的现实问题及其对策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1期 韩松

200 西北政法大学 论文奖 涉合同诈骗的民法规制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1期 叶名怡

201 青海民族大学 论文奖 我国建设用地分层利用制度之物权法建构 论文 汉语 法学
甘肃政法学院学

报
2013年第1期 王刚

202 北京大学 论文奖 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解释——以合同为中心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刘燕

20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财政赤字的法律控制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叶姗

204 北京大学 著作奖 证券律师的行业发展与制度规范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5月 郭雳

205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金融服务统合法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1月 杨东

206 清华大学 论文奖 类别股与中国公司法的演进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9期 朱慈蕴

207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的国际金融法制改革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2期 袁达松

208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商业银行的公共性理论——兼论商业银行收

费法律问题
论文 汉语 法学 现代法学 2012年第1期 邢会强

209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反欺诈型内幕交易之合法化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外法学 2011年第5期 缪因知

210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融资租赁制度概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信出版社 2012年6月 史树林

2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论经济国家——以经济法学为语境的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冯辉

212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1年第5期 施正文

213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反垄断法实施热点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12月 王先林

214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英国2006年公司法（2012年修订译本）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7月 葛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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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企业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变革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孙晋

216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金融法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冯果

217 湖南大学 论文奖
后危机时代“太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监管

法律问题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5期 黎四奇

218 中南大学 著作奖
法律视角下的信托所得税制----以民事信托

所得课税为中心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刘继虎

219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论营改增试点扩围与国民收入分配正义价值

的实现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家 2013年第4期 张富强

220 重庆大学 著作奖 经济法行为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靳文辉

221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

治理的新视野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 吴元元

222 河北大学 著作奖 股东民主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赵金龙

223 山西大学 著作奖 电煤市场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4月 王继军

224 山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合作社立法模式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12月 孙晓红

225 辽宁大学 论文奖 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转变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3年第2期 郭洁

226 辽宁大学 著作奖
公共预算过程、机构与权力：一个法政治学

研究范式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5月 闫海

227 辽宁大学 著作奖
银行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调控与监管

的视角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杨松

228 哈尔滨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个人信用信息法律保护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0月 白云

229 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奖 抑制股权转让代理成本的法律构造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7期 罗培新

230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著作奖 经济安全视阈下民间金融法律规制与监管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时代经济出

版社
2012年5月 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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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浙江万里学院 研究报告奖
食品安全监管与危机应急处置机制研究-基

于<<食品安全法>>在浙江实施状况的调研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浙江省领导批示

等
2012年12月 易凌

232 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预算公开法治化：实质、困境及其出路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5期 蒋悟真

233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中的国家救助法律制度研

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巫文勇

234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奖 民间借贷的激励性法律规制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0期 岳彩申

235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奖 构建民生财政的法律思考 论文 汉语 法学
上海财经大学学

报
2011年第2期 陈治

236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怀勇

237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奖 衡平税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张怡

238 西北政法大学 论文奖 碳金融的法律再造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 涂永前

239 伊犁师范学院 著作奖 我国资本市场结构下“转板”制度构建 著作 汉语 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11月 刘国胜

240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企业并购中劳动者的劳动权保护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肖蓓

241 西南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成都市总工会等 2012年2月 章群

242 山西大学 著作奖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立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2月 孙淑云

243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劳动权保障与《劳动法》的修改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秦国荣

244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企业劳动关系稳定的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5月 钱叶芳

245 烟台大学 论文奖
认真对待民事保护令——基本原理及本土化

问题探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现代法学 2012年第3期 张平华

246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婚姻家庭法比较

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群众出版社 2012年5月 陈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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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北京大学 论文奖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基于理性的

视角
论文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学报 2013年第6期 白彦

24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组织视角下的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陈杭平

249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公正高效权威视野下的新型司法制度构建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韩波

250 复旦大学 著作奖
诉审商谈主义——基于商谈理性的民事诉讼

构造观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段厚省

251 南京大学 论文奖 诉讼标的理论“内卷化”批判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1年第2期 吴英姿

252 中南大学 论文奖
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建议及理由——对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理解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杂志 2013年第7期 颜运秋

253 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民事诉讼前置程序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1年第6期 刘敏

254 南昌大学 论文奖 推导作为诉讼证明的逻辑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胡学军

255 郑州大学 论文奖 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率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张嘉军

256 湘潭大学 论文奖
社会转型背景下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探

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3期 廖永安

257 湘潭大学 著作奖 民事既判力扩张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胡军辉

258 湘潭大学 著作奖
知识产权纠纷非讼解决机制研究——以调解

为考察中心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刘友华

259 华侨大学 著作奖 当事人适格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陈贤贵

260 重庆邮电大学 著作奖 网络证据收集与保全法律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0月 熊志海

261 贵州民族大学 论文奖
“第三人撤销诉讼”抑或“诉讼第三人异议

之诉”——基于我国《民诉法》第56条第3
款的分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评论 2013年第5期 傅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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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司法解释放弃定义具体行政行为的策略检讨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2年第4期 闫尔宝

263 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奖 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3年第1期 章志远

264 湖南城市学院 著作奖 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7月 李湘刚

265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谁的审判谁的权：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实证

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9月 何家弘

266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模范刑事诉讼法典(第二版)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陈卫东

267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刑事诉权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陶杨

268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评论 2013年第1期 王超

26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刑事诉讼行为瑕疵的程序性后果:一项统一

、科学的理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印波

270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刑事证据定量分析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刘广三

271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代刑事纠纷及其解决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何挺

272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4期 陈光中

273 浙江大学 论文奖 法律现实主义与转型社会刑事司法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胡铭

274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刑事诉讼相关程

序实证研究报告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林莉红

275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刑事审判对象理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谢进杰

276 四川大学 著作奖 现实与理想：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思考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左卫民

277 重庆大学 著作奖 形式与神韵 著作 汉语 法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7月 佀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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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内蒙古财经大学 著作奖 刑事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沈源洲

279 辽宁大学 论文奖 “舆情再审”：司法决策的困境与出路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2期 徐阳

280 辽宁大学 著作奖 程序法出罪功能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12月 杨明

281 辽宁师范大学 论文奖
合法与非法之间——以两个《规定》对瑕疵

证据的立场为切入点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2年第3期 夏红

282 华东政法大学 著作奖
《刑法》第306条相关问题研究——以律师

伪证罪为核心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7月 王永杰

28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著作奖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合法取证指引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李玉华

284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著作奖 刑事错案的侦查程序分析与控制路径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胡志风

285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刑事司法错误——以刑事错案为中心的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李建明

286 海南大学 论文奖
中法比较视阈下我国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之再

完善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6期 王洪宇

287 云南大学 著作奖 权力与结构：刑事侦讯本体论的分析进路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10月 牟军

288 北京大学 论文奖 “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1期 车浩

28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反洗钱：概念与规范诠释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1月 王新

29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陈兴良

291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6月 周光权

292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张明楷

293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诈骗罪中作出事实性说明的欺诈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4期 赵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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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关于中国现阶段慎用死刑的思考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1年第6期 赵秉志

295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A Comparison of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Death Penalty Cas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论文 英语 法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Crime and
Justice

Volume 41

Issue 2 June
2013

蒋娜

296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死刑限制的宪法思考 论文 汉语 法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5期 黄晓亮

297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社区矫正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吴宗宪

298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La Tutela Penale della Privacy

nell'Epoca di Internet
著作 意大利语 法学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2012年3月 吴沈括

299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犯罪的规范性评价和非规范性评价 论文 汉语 法学 政法论坛 2011年第2期 于志刚

300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女性犯罪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8月 赖修桂

301 南开大学 著作奖 刑法总论争议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郑泽善

302 吉林大学 论文奖 问题类型划分方法视野下的犯罪概念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
2012年第3期 王充

303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共犯制度的根基与拓展——从“主体间”到

“单方化”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3月 王志远

304 吉林大学 著作奖
民意与司法:多元维度下的美国死刑及其适

用程序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李立丰

305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刑事

和解为切入点的展开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杜宇

306 东南大学 论文奖
犯罪构成体系的价值评价：从存在论走向规

范论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1年第1期 欧阳本祺

307 东南大学 著作奖 刑法之适应性：刑事法治的实践逻辑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7月 周少华

308 浙江大学 论文奖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证成和规范构造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 2011年第2期 叶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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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厦门大学 论文奖 论客观归责与过失不法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5期 吕英杰

310 武汉大学 著作奖

Massenmedien und Strafurteil -eine

rechtsvergleichence normorientierte
Forschung zum Phanomen,,mediale
Verurteilung“-

著作 德语 法学
Duncker &

Humblot
2012年8月 熊琦

311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侵犯知识产权罪案疑难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皮勇

312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Recasting Anti-commercial Bribery

Provisions in Criminal Law
论文 英语 法学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ume 33

No.1
Febrymay

2012

曾友祥

313 四川大学 著作奖 成年人犯罪动机新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3月 郑莉芳

314 西南大学 论文奖
再谈社区矫正方案的调整——以《刑法修正

案》（八）的公布实施为视角
论文 汉语 法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1年第4期 郝川

315 西南大学 著作奖 过失共同正犯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 邹兵

316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我国罚金刑再认识——基于跨国比较的追踪

研究（1945-2011）
论文 汉语 法学 清华法学 2013年第5期 熊谋林

317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兼谈自然法（第二

版）
著作 汉语 法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冯亚东

318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评陈兴良教授的“四要件:没有构成要件的

犯罪构成”一文
论文 汉语 法学 政法论坛 2011年第6期 庞冬梅

319 上海政法学院 论文奖 刑罚反制机能的梳理与展开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2年第11期 赵运锋

320 上海政法学院 著作奖 中国刑事政策原理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6月 严励

321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著作奖
社区性刑罚的崛起与社区矫正的新模式——

国际的视角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翟中东

322 湘潭大学 著作奖 刑法总则典型疑难问题适用与指导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11月 黄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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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奖 论恢复犯量刑法定化的理论根基 论文 汉语 法学 前沿 2011年第7期 甘华银

324 昆明理工大学 著作奖 刑法从宽事由共同本质的展开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6月 魏汉涛

32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著作奖 侦查中的博弈——侦查对抗与合作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年1月 刘为军

32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著作奖
美国涉外情报监控法及涉外情报监控法院诉

讼规则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刘涛

327 北京中医药大学 著作奖 中医药法学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梅红

328 中南大学 论文奖 新医改背景下政府公共医疗服务义务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湖南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12年第1期 陈云良

329 湖北中医药大学 著作奖 医疗法律风险预防与处理 著作 汉语 法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赵敏

330 海南医学院 论文奖
患者生命权与知情同意权冲突之解决——基

于法律解释的视角
论文 汉语 法学 清华法律评论 第六卷第二辑 苏玉菊

331 山东大学 著作奖 人体试验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4月 满洪杰

332 北京大学 著作奖 环境利用权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3年3月 王社坤

333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Environmental Law 著作 英语 法学
中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竺效

334 清华大学 论文奖
海洋油污损害国家索赔主体资格与索赔范围

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评论 2013年第1期 邓海峰

335 江南大学 论文奖
回归传统：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

反思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薄晓波

336 浙江大学 论文奖 环境法律观检讨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巩固

337 中国海洋大学 著作奖 后代人权利论批判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0月 刘卫先

338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环境法基本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王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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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生态保护法论——综合生态管理和生态补偿

法律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杜群

340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4月 秦天宝

341 重庆大学 著作奖 森林生态系统法制化管理模式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年10月 张才琴

342 重庆大学 著作奖 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重庆大学 2012年6月 黄锡生

343 重庆大学 著作奖 环境义务规范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秦鹏

344 山西大学 著作奖 英国新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吕江

345 内蒙古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大陆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文 汉语 法学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落志筠

346 宁波大学 论文奖 区域海洋环境的法律治理问题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太平洋学报 2011年第1期 钭晓东

347 湖北经济学院 论文奖 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5期 吕忠梅

34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奖 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思考与建议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杂志 2011年第6期 廖柏明

349 兰州理工大学 著作奖
藏区生态法研究——从藏族传统生态文明的

视角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吕志祥

350 清华大学 论文奖 未注册商标的权利产生机制与保护模式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 2013年第7期 冯术杰

351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报告奖
音像作品复制权侵权及法律责任研究——以

VOD企业为例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北京雷石天地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
2012年6月 刘瑛

352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著作权权利体系之研究——以原始性利益人

为主线的理论探讨
著作 汉语 法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费安玲

35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论专利侵权赔偿损失的归责原则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2期 张玲

354 山东大学 著作奖
地理标志法律保护新论——以中欧比较为视

角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月 王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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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4期 马一德

356 南京理工大学 著作奖 著作权法上的传播权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3月 梅术文

357 华东政法大学 著作奖 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3月 王迁

358 烟台大学 论文奖
Dancing in shackles: Copyright in

China's highly regulated publishing
market

论文 英语 法学

Journal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the
USA

Vol.60, No.3

SPRING 2013
宋红松

359 湖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竞争政策视野下商标法理论研究——关系、

协调及制度构建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罗晓霞

360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奖 著作权的宪法之维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3月 李雨峰

36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我国《保险法》不可争辩条款制度：问题与

对策
论文 汉语 法学 保险研究 2013年第6期 李青武

362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欧洲公司法理论与实务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张学哲

363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毕玉谦

364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1978-2008）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张保生

365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我国交强险立法定位问题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5期 韩长印

366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学校教育法》制订的现状与展望 论文 汉语 法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2年第3期 黄欣

367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司法试验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 2013年第12期 郑少华

368 河海大学 论文奖 我国预付式消费模式的法律规制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律科学（西北

政法大学学报）
2012年第5期 王建文

369 中南大学 论文奖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1期 蒋建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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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奖 高职生产性实训基地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高慧云

371 河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刑事法律在民族地区的实施研究——以南方

部分少数民族为例
著作 汉语 法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8月 雷堂

372 东北农业大学 著作奖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6月 王平达

373 北方民族大学 著作奖 金融商品交易反欺诈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8月 黄爱学

374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论商业信托法律主体地位的确定 论文 汉语 法学 现代法学 2011年第5期 于朝印

375 喀什师范学院 论文奖 新疆未成年人内地流浪的预防与救助 论文 汉语 法学 新疆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 江钦辉

376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跨界损害损失分担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郭红岩

377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国际刑法论（增订版）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马呈元

378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国际法哲学导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5月 何志鹏

379 河海大学 著作奖 国际河流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6月 王志坚

380 中国海洋大学 著作奖 海洋法视角下的北极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刘惠荣

381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曾令良

382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争议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法律效力 论文 汉语 法学 当代法学 2011年第5期 罗国强

383 武汉大学 研究报告奖 网络安全国际立法态势及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外交部 2012年12月 黄志雄

384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李雪平

385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国际法史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1月 杨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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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国际法效力等级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张辉

387 中南大学 著作奖 国际人权条约中的权利限制条款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4月 毛俊响

388 中南大学 著作奖

La Convention Pour la Sauvegarde du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eriel-Son
application en droits feanbcais et
chinois

著作 法语 法学
L'Harmattan

Paris
2013年3月 王历

389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从使用武力法看保护的责任理论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3期 黄瑶

390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国际法（第5版）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2月 吴越

391 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奖 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2期 管建强

392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国际法中普遍性法律利益的保护问题研究—

—基于国际法庭和国家相关实践的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宋杰

393 河南工程学院 著作奖
气候与贸易的国际法进程研究——以议题交

叉与体系协调为视角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月 李威

394 海南大学 论文奖
论国家对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平时军事活动的

规制权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2年第6期 邹立刚

395 重庆工商大学 著作奖
行政法国际化研究——论全球治理语境下国

际行政法的产生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林泰

396 西北政法大学 著作奖 海洋权益论—中日东海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
2012年7月 王秀英

397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演进与勃兴 论文 汉语 法学 西南民族大学 2013年第7期 齐湘泉

398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英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王芳

399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霍政欣

400 南京大学 论文奖 属人法的主义之争与中国道路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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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武汉大学 论文奖 论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0期 肖永平

402 武汉大学 论文奖
Reconstruction of Lex Personalis in

China
论文 英语 法学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ume 62,

January 2013
何其生

403 四川大学 论文奖
美国涉外侵权冲突法的最新发展——俄勒冈

州《侵权与其他非合同请求的法律选择法》
评介

论文 汉语 法学 环球法律评论 2011年第4期 王晓媛

404 浙江理工大学 著作奖
古代国际私法溯源——从古希腊、古罗马社

会到法则理论的荷兰学派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5月 李建忠

405 福建江夏学院 著作奖 国际私法之弱者保护 著作 汉语 法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9月 屈广清

406 西北政法大学 著作奖 国际航空运输责任法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8月 王瀚

407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或引渡或起诉”法律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外交部条法司采

纳
2012年7月 黄风

408 大连海洋大学 著作奖 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司法协助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裴兆斌

409 西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国际刑事法院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张贵玲

41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Free Trad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著作 英语 法学

Hart

Publishing
2013年4月 石静霞

411 南开大学 著作奖 WTO争端解决裁决执行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胡建国

412 复旦大学 论文奖 论WTO法下的中国法制变化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家 2011年第1期 张乃根

413 浙江大学 论文奖
Developed Countries' Cap-and-Trade

Border Measures: China's Possible
Reaction

论文 英语 法学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12.

No.4
December

2013

赵骏

414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与我国的对

策
论文 汉语 法学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3年第6期 曾华群

第 27 页，共 420 页



415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

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0期 徐崇利

416 厦门大学 论文奖
New Great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论文 英语 法学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24,

No.3 August
2013

蔡从燕

417 厦门大学 著作奖
The Voice from China:An CHEN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著作 英语 法学 Springer 2013年12月 陈安

418 武汉大学 论文奖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投资”的性质与扩大化

的意义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家 2011年第6期 张庆麟

41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国际投资法的人本化趋势与国际投资法的革

新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1年第4期 刘笋

420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碳税制度与国家战略利益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2年第2期 陈红彦

421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A Comparative Study
著作 英语 法学

Hart

Publishing,
Oxford

2012年6月 单文华

422 盐城师范学院 著作奖 国际贸易救济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朱广东

423 安徽财经大学 论文奖 税收主权与税收专约的解释依据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6期 刘永伟

424 南昌大学 著作奖 证券市场国际化法律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6月 邱润根

425 郑州大学 著作奖 国际银行独立担保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9月 郭德香

426 西安理工大学 论文奖
IMF磋商报告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影响的法律

解析——IBM协定第四条为分析框架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外法学 2012年第5期 王军

427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国际环境法（修订版）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林灿铃

428 福州大学 著作奖 全球治理语境下国际环境法的拓展 著作 汉语 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11月 许健

429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知识的全球化管理 著作 汉语 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4月 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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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复旦大学 论文奖
The effectiveness of Kyoto Protocol

and the legal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论文 英语 法学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Volume 37,

Issue 1,2012
马忠法

431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多元视角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以国际法

为视角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6月 胡加祥

432 北京理工大学 著作奖
技术移民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引进海外人才

的法律透视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年4月 刘国福

433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奖 海上侵权法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邓瑞平

434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著作奖 体面劳动——世界与中国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年9月 林燕玲

435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

国
著作 汉语 法学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张世明

436 北京邮电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全面推荐互联网治理系统研究  确保国家长

治久安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教育部科学技术

委员会
2011年6月 李欲晓

437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世界人权宣言》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孙平华

438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国际法律伦理问题 著作 汉语 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刘晓兵

439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香港基本法解释问题研究——以法理学为视

角
著作 汉语 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白晟

440 同济大学 著作奖 抢劫罪详论 著作 汉语 法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11月 金泽刚

441 上海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上海市信息化条例》立法调研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等
2011年12月 梁兴国

442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德国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法 著作 汉语 法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李承亮

44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研究报告奖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咨询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教育部社科司等

单位采纳
2013年12月 徐汉明

444 中南大学 论文奖
论意思表示瑕疵的共同法律行为——以社团

决议撤销为研究视角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法学 2013年第6期 许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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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中国土地执法摇摆现象及其解释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学研究 2013年第6期 何艳玲

446 北方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专利代理条例》实施效果调查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国家知识产权局

条法司采纳
2012年12月

《专利代理条例》

实施效果调查分析
课题组

447 外交学院 论文奖
在裁判与教谕之间：当代中国的司法建议制

度
论文 汉语 法学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3年第3期 李红勃

448 西南民族大学 研究报告奖
立法纪实报告：民族地区改革生态资源保护

管理体制的法制探索
研究报告 汉语 法学

北川羌族自治县

人大常委会等
2013年12月 陈恩美

44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论文奖 2011年中国犯罪形势与刑事政策分析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2期 靳高风

450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论文奖 现代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经济犯罪预警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前沿 2012年8月 刘丹

451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论文奖 监狱刑罚执行的过渡性原则研究 论文 汉语 法学 中国司法 2011年第2期 张晓菲

452 常州大学 著作奖 消费者权利变迁的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11月 钱玉文

453 福州大学 著作奖 中国村民自治权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0月 丁国民

454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著作奖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研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0月 胡雁云

455 海南大学 著作奖
“查禁”与“除禁”：黎族“禁”习惯法研

究
著作 汉语 法学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韩立收

456 云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消弭冲突——解决边疆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法

律机制
著作 汉语 法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8月 佴澎

457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2012年澳门居民国民身份认同调查研究总报

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澳门工会联合总

会
2012年12月 许瑞芳

458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主义（1988-2000） 著作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九州出版社 2012年8月 张文生

459 厦门大学 著作奖 两岸关系中的交往理性 著作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九州出版社 2011年9月 唐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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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两岸关系定位与国际空间--台湾地区参与国

际活动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九州出版社 2013年10月 祝捷

461 中山大学 论文奖
ECFA对两岸三地的经济、贸易和产业影响—

—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分析
论文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经济学（季刊） 2012年第3期 张光南

462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澳门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袁持平

463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论文奖
台湾警察教育和警察学校及与大陆的比较分

析
论文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公安教育 2013年第11期 于群

464 福建农林大学 论文奖 闽台水产品出口种类结构比较研究 论文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国际经贸探索 2012年第4期 郑思宁

465 闽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走近闽籍开台治台名人 著作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海峡出版集团鹭

江出版社
2013年9月 何池

466 暨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大陆台资企业融资与发展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王鹏

467 暨南大学 著作奖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珠三角”港澳台资企业

转型升级研究
著作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陈恩

468 华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澳门园林建设与绿地系统规划研究 著作 汉语
港澳台问题研

究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1年3月 李敏

46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企业环境下的领导行为与领导模式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王辉

470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When employees fail in Chinese

enterprises: attribution,
responsibility,and constructive
criticism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Resource
Management

Volume 22,

Issue
16,2011

张爱卿

47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Modeling individual trust development

in computer mediated collaboration: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July

2013,Vol.29(
4)

程絮森

472 中山大学 论文奖

Linking Subordinate Political Skill

to Supervisor Dependence and Reward
Recommendation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98(2),

Mar 2013
施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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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中国情境下的员工组织承诺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6月 刘小平

474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论文奖

Rethink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 Consumer-based Model
Regarding the Authenticity of Chinese
Calligraphic Landscape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ourism

Management

Volume

36,June 2013
周其楼

475 宁夏大学 论文奖
益组织行为与损组织行为：中国特征的角色

外行为模型及其经验实证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学报 2013年第1期 雍少宏

476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西方管理思想史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孙健敏

477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世界管理思想史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唐任伍

478 复旦大学 著作奖 管理学大辞典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陆雄文

479 武汉纺织大学 论文奖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on

Knowledge Sharing.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Management

Decision

Volume 50,

Numbers 3
and 4, 2012

曹勇

480 北京大学 论文奖

Dared to Care:Organizational

Vulnerability,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MNCs' Social Responsiveness in
Emering Market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4,

Issue.6
张建君

481 南京大学 著作奖 组织复杂性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月 刘洪

482 东南大学 著作奖
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企业组织复杂性：动因、

成长与应对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吕鸿江

483 首都医科大学 著作奖 中国机构伦理委员会建设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

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李义庭

484 天津财经大学 著作奖
基于任务复杂性的企业网络组织协同行为研

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彭正银

485 暨南大学 论文奖 论控制活动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会计研究 2012年第10期 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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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of

Promotive and Prohibitive Voice: A
Two-Wave Examina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ume 55,

Number 1,
February

2012

梁建

487 南京大学 论文奖
Indigenous research on Asia: In

search of the emic components of
guanxi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ume 29,

Issue
4,December

2012

毛伊娜

488 南京大学 论文奖

Emotion regulation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conflict and performance: A
multilevel examina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ume 34,

Issue 5,
July 2013

姜嬿

489 广东药学院 著作奖 社区卫生服务组织文化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年8月 邹宇华

490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著作奖
管理者工作-生活融合倾向研究：基于多角

色责任感的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李贵卿

491 红河学院 著作奖
人际公民行为成因研究：社会资本和社会网

络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2月 孙立新

492 北京化工大学 著作奖
Risk Management of Supply and Cash

Flows in Supply Chains
著作 英语 管理学 Springer

Volume 165,

2011
李健

493 四川大学 论文奖

A Consistency and Consensus based

decision Support model for graup
decision making with multiplicathe
Prefevence relation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February

2012,
Vol.5293

吴志彬

494 南京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高等教育问责制：美国的经验及启示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江海学刊 2012年第3期 姚峥嵘

495 福州大学 论文奖
The use of OWA operator weights for

cross-efficiency aggrega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Omega

October

2011,
Vol.39(5)

王应明

496 福州大学 论文奖

Closeness coefficient base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ethod for interval-
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with
incomplete preference informa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Applied Soft

Computing

June 2011,

Vol.11(4)
李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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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 南昌大学 论文奖 序关系分析下的多阶段交互式群体评价方法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系统工程学报 2011年第5期 张发明

498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Methods for aggregating

intuitionistic uncertain linguistic
variab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group decision making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formation

Sciences

1 November

2012,
Vol.205

刘培德

499 湖北经济学院 论文奖
低碳时代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障碍与

思考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开发研究 2012年第5期 原惠群

500 清华大学 著作奖 自主创新战略和国际竞争力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吴贵生

501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协同创新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陈劲

502 北京交通大学 论文奖
Managing carbon footprints in

inventory management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August 2011,

Vol.132(2)
华国伟

503 南京财经大学 论文奖
它山之石能否攻玉：其他企业经验对外资企

业绩效的影响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4期 殷华方

504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不良贷款定价计量模型研究——基于违

约损失率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陈暮紫

505 中南大学 论文奖
STUDY ON THE FRACTAL AND CHAOTIC

FEATURES OF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FRACTALS-COMPLEX

GEOMETRY

PATTERNS AND

SCALING IN

NATURE AND

SOCIETY

Volume 20,

Issue 02,
June 2012

文凤华

506 福州大学 论文奖 基于漂移度的组合预测方法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管理科学 2011年第3期 李美娟

507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动态死亡率建模与年金产品长寿风险的度量

—基于有限数据条件下的贝叶斯方法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2012年第12期 金博轶

508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产业组织模式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来

自奶业的例证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1期 钟真

509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农业科学技

术出版社
2011年10月 郑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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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研

究——百社千户调查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4月 孔祥智

511 北京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高速铁路经济效益及财务可持续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北京铁路局 2013年1月 丁慧平

512 北京邮电大学 论文奖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China's

3G/4G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and telecom
SO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elecommunicat

ions Policy

August 2012,

Vol.36(7)
夏俊

513 南开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公民用药行为调查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央领导同志批

示
2013年6月 李东进

514 天津大学 著作奖 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创投合作治理及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12月 赵黎明

515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周应恒

51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我国上市零售企业行业内并购技术效率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2011年第7期 吴振球

517 重庆大学 著作奖
工程项目主体行为风险管理机制——基于信

息不对称的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向鹏成

518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Exploring the core factors and its

dynamic effects on oil price: An
application on path analysis and
BVAR-TVP model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nergy Policy
Deceber

2011,
Vol.39(12)

柴建

519 北京农学院 著作奖 北京农业创新与农业多功能拓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1月 邓蓉

520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研究报告奖 促进风电大规模发展的管制机制改革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国家能源局等 2012年3月 赵晓丽

521 吉林农业大学 著作奖 吉林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7月 姜会明

52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著作奖 中国能源效率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周德群

523 中南民族大学 论文奖
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演进规律、动力机制

与发展趋势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3期 赵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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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南京林业大学 著作奖 绿色中国(1－3卷)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张智光

525 武汉商学院 研究报告奖
2012年武汉市旅游市场游客抽样调查与综合

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武汉市委统战部

等
2013年6月 薛兵旺

526 华侨大学 著作奖 旅游应急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3年9月 谢朝武

52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协调发展与区域治理：京津冀地区的实践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李国平

528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解读苏南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温铁军

529 天津大学 研究报告奖 我国物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
2013年11月 刘伟华

530 华东理工大学 论文奖
Diffusion of ISO 1400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in China:
rethinking on stakeholders’ rol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July

2011,Vol.19(
11)

齐国友

531 江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克州“合作共建”模式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新华通讯社 2013年6月 曹炳汝

532 武汉大学 研究报告奖 突破性发展服务业 推进湖北跨越式发展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湖北省人民政府

采纳
2011年7月 黄永明

533 湖南商学院 著作奖 “两型社会”建设评价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陈晓红

534 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能力增长研

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邵云飞

535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西部信息相关产业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胡平

53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著作奖 吴起县退耕还林政策绩效评估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2年12月 姚顺波

537 北京农学院 著作奖 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年6月 何忠伟

53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

策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
2013年3月 祝尔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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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奖
程序公正先于货币补偿：农民征地满意度的

决定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2期 刘祥琪

540 天津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房地产交易资金监管制度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天津市房地产交

易资金监管中心
2011年12月 谷俊青

541 河北经贸大学 著作奖
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国土规划开发战

略选择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刘蕾

542 东北财经大学 论文奖

Constructivism scenario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zero emission regional
planning: A case of Qaidam Circular
Economy Pilot Area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ume 140,

Issue 1,
November

2012

刘德海

543 哈尔滨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黑龙江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研究室
2011年4月 郝文斌

544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论文奖 基于竞赛图法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科研管理 2011年第10期 苏屹

545 上海大学 论文奖

Estimation of potential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based on an extended non-
radial DEA approach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nergy Policy
December

2013, Vol.63
卞亦文

546 福州大学 著作奖 中国集装箱港口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王健

547 福建农林大学 著作奖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

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年10月 苏时鹏

548 怀化学院 论文奖
影响发展中地区农产品流通的因素分析—以

湘西南地区为例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上海农业学报 2011年第4期 李思寰

549 广东工业大学 论文奖
A new method of soft computing to

estimat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S&T
progress on economic growth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Applied Soft

Computing

June 2012,

Vol.12(6)
贺勇

550 中国科学院大学 著作奖 2013中国房地产市场回顾与展望 著作 汉语，英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董纪昌

551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毛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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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长江师范学院 著作奖 农业产业化组织契约风险与创新风险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李彬

553 楚雄师范学院 著作奖
楚雄州农村现代商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发展

规划及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7月 张无畏

554 宁夏医科大学 研究报告奖
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旅游走廊形成演化机制

及其整合开发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银川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2012年3月 梁勇

555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广东全民科学素质调查评估及检测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5月 周霞

556 清华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加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

的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教育部社会科学

司
2013年9月

战略新兴产业研究

中心

557 清华大学 著作奖 OECD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薛澜

558 北京交通大学 论文奖 技术创新资本作用机理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年1月 黄宗远

559 大连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东北老工业基地科技支撑全面振兴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东北等老工业

基地振兴司等
2013年12月 刘凤朝

560 武汉大学 研究报告奖
在鄂央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合作机

制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湖北省人民政府

咨询委员会、湖
北省政府研究室

2013年6月 李光

561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的非政府奖项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湖北省委、省政

府领导批示
2013年3月 徐顽强

562 武汉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科技保险的实施效果、运作障碍及制度建设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等
2013年6月 谢科范

563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改革与治理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科技管理研究；

新华文摘
2011年第1期 王福涛

564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评价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12月 王元地

565 西安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科技工作者知识产权意识状况调查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调研宣传部
2012年3月 雷战波

566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绩效评价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9月 熊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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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王续琨

568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of Chinese

digital library research output,1994-
2010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Scientometrics
October

2011, Volume
89, Issue 1

赵丽梅

569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论文奖
A bibliometric investigation of

research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nanobiopharmaceutical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April 2011,

Vol.5(2)
官建成

570 清华大学 论文奖
Catching up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standard:The case of
TD-SCDMA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elecommunicat

ions Policy

August 2012,

Vol.36(7)
高旭东

571 清华大学 论文奖
Behind the recent surge of Chinese

patenting: An institutional view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Research

Policy

February

2012,
Vol.41(1）

李习保

572 清华大学 著作奖 提升中国科学创新能力若干关键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李正风

573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外资研发中心的现状及政策建议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5月 崔新健

574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国家科学资助机构学科评估机制研究政策局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2013年7月 孟溦

575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后发企业如何进行创新追赶？——研发网络

边界拓展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3期 刘洋

576 四川大学 著作奖 知识链组织之间的冲突与冲突管理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顾新

577 天津工业大学 论文奖 学者向创业者转型过程释意的多案例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3年第16卷

第1期
姚飞

578 河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面向创新型国家的开放科学技术政策——理

论内涵及建构逻辑与社会效应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学研究 2013年第10期 张学文

579 南京理工大学 论文奖
基于博弈理论的协同创新主体资源共享策略

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软科学 2013年第1期 戚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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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上海大学 论文奖
How does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ffe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Volume 25,

Issue 8,
2013

解学梅

581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奖 影响高校专利转化的因素分析和对策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科研管理 2013年第3期 王瑞敏

582 福州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3年12月 林洲钰

583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共性技术供给与扩散的模式选择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学与科学技

术管理
2011年第10期 李纪珍

584 大连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产业不连续创新的模块化平台作用机理及建

设管理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华晨汽车集团 2013年10月 王海龙

585 辽宁科技大学 论文奖
生物制药创新中的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研

究——兼论我国生物制药区域产业创新平台
建设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软科学 2011年第11期 李天柱

586 中山大学 论文奖
A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for

green supply chain network desig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ELSEVIER

May

2011,Vol.
51(2)

王帆

587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Stein-Chen approximation and error

bounds for order fill rates in
assemble-to-order system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Naval Research

Logistics

Volume 59,

Issue 8,
December

2012

周文慧

588 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奖
Competition among Supply Chains:

Implications of full returns polic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September

2012,
Vol.139(1)

艾兴政

589 苏州大学 论文奖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research: A
practical guideline and summary of
past research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September

2012,
Vol.30(2)

赖福军

590 山东工商学院 论文奖

The safety regulation of small-scale

coal mines in China: Analyzing the
interests and influences of
stakeholder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nergy Policy
January

2013, Vol.52
宋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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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暨南大学 论文奖
Inventory Manage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ume 22,

Issue 2,
March-April

2013

山峻

59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服务供应链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宋华

593 北京交通大学 论文奖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

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美国商业金融学

会（IBFR）

Volume 8,

Number 1,
2013

裘晓东

594 北京科技大学 论文奖

Energy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change of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Accounting for undesirable
output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nergy Policy
March 2013,

Vol.54
何枫

595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企业动态能力论：企业家的创新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焦豪

59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身陷“盘丝洞”：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影

响了创业过程吗？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12期 杨震宁

597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奖
金字塔持股结构与资本结构——基于中国上

市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评论 2012年第8期 周颖

598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创业网络特征对资源获取的动态影响—基于

中国转型经济的证据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6期 朱秀梅

599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多市场接触对新市场进入及绩效的影响----

基于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理论与经济

管理
2013年第12期 姚凯

600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家族权威配置机理与功效——来自我国家族

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11期 连燕玲

601 南京大学 论文奖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Marketing

Capabi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Turbulence Condition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ume 9,

Issue 1,
March 2013

苏中锋

602 南京大学 论文奖

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A Three-Decade
Review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ume 8,

Issue 1,
March 2012

贾良定

603 江南大学 著作奖 尚德太阳能电力公司考察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5月 朱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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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战略管理——新视野、新思维、新进展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年1月 宝贡敏

605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刘明霞

606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之履行——基

于汶川地震捐款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3期 徐莉萍

607 中山大学 研究报告奖
节省就是创价值：低碳运作促进企业转型升

级——对广东互太印染有限公司的案例与台
湾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广东省人民政府

参事室
2011年5月 毛蕴诗

608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The financial impact of product

recall announcements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March 2013,

Vol.142(1)
赵先德

609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top managers’ posture and
reverse logistics 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May 2013,

Vol.143(1)
叶飞

610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with

controllable lead time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rach

16 February

2012,
Vol.217(1)

李怡娜

611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经营的本质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1月 陈春花

612 兰州大学 论文奖
Optimal selection of retailers for a

manufacturing vendor in a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system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I March

2013,
Vol.225(2)

洪兆富

613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转型与整合：跨国物流集团业务升级战略研

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7月 杜培枫

614 太原理工大学 论文奖
基于制度距离的中国跨国公司进入战略选

择：合资还是独资？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评论 2013年第12期 陈怀超

615 西北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大型民机企业管理模式优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第九研究院等
2013年1月 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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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产品服务系统价值流

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李晓

617 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奖
如何在联盟组合中管理地位与结构洞？——

MOA模型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11期 张光曦

618 湘潭大学 著作奖
服务业跨国公司网络组织:基于海外机构的

网络嵌入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1年6月 刘婷

619 暨南大学 论文奖
Joint determination of inventory

replenishment and sales effort with
uncertain market respons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December2011

. Vol.134(2)
魏莹

620 汕头大学 论文奖
How does family involvement affect

innovation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ume 30,

Number 3,
September

2013

梁强

621 广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多层次创业团队决策模式绩效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周劲波

622 西安理工大学 论文奖 金融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评论 2011年第10期 扈文秀

623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Do star analysts know more firm-

specific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January

2013,
Vol.37(1)

许年行

624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董事网络与独立董事治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陈运森

62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法律制度效率、金融深化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0期 陈德球

62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大股东能有效控制管理层吗?——基于国美

电器控制权争夺的案例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4期 祝继高

627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双重上市、IPO抑价与大规模融资行为——

来自中国公司IPO的证据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金融研究 2012年第3期 覃家琦

628 南开大学 论文奖 中国基金在投资中是否追求了价值？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2期 姚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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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南开大学 论文奖
政治关联视角的民营企业行业进入选择与绩

效研究:基于2005－2010年民营上市企业的
实证检验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3年第4期 李莉

630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信息披露违规——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吴国萍

631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公开增发业绩门槛与盈余管理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8期 王克敏

632 复旦大学 论文奖 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11期 吕长江

633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Trade Credit Cash holdings,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Evidence from a
transitional econom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November

2012,
Vol.36(11)

吴文锋

634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集团化经营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知识溢

出与内部资本市场视角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6期 黄俊

635 南京大学 论文奖

Emerging Stars and Developed

Neighbors: The Effects of Development
Imbalance and Political Shocks on
Mutual Fund Investments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ume 42,

Issue 2,
Summer 2013

林树

636 浙江大学 论文奖
社会网络增进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作用机理

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4期 姚铮

637 厦门大学 论文奖
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

性—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6期 屈文洲

638 厦门大学 论文奖 股权集中、大股东掏空与管理层自利行为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科学学报 2011年第8期 吴育辉

639 厦门大学 论文奖
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影响的实证

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期 吴超鹏

640 厦门大学 论文奖
上市公司财务灵活性、再融资期权与股利迎

合策略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7期 王志强

641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媒体报道的公司治理作用——双重代理成本

视角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金融研究 2012年第10期 罗进辉

642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媒体监督、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视角的证据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世界经济 2011年第11期 戴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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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理论与经验证据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6月 李培功

644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上市公司高管辞职的动机和效果检验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6期 曹廷求

645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我国上市公司纵向并购的战略动因与经营绩

效分析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李青原

646 武汉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辨识模式与预警防

控体系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张友棠

64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市场竞争视角下的管理者权力和企业投资关

系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会计研究 2013年第10期 赵纯祥

648 重庆大学 著作奖
管理层控制、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效率：理

论与实证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年1月 徐细雄

649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ndatory

disclosur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opin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May-June

2013,
Vol.32(3)

唐雪松

650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媒体关注的公司治理机制——基于盈余管理

视角的考察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9期 于忠泊

651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信号失灵和甄别——一

个本土化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1年第5期 田高良

652 北京工商大学 论文奖
我国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基于美

国十所高校会计学教育的实地调研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会计研究 2013年第4期 何玉润

653 北京工商大学 著作奖 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构建*运行*评价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杨有红

654 天津财经大学 论文奖
经济周期、融资约束与营运资本的动态协同

选择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会计研究 2013年第8期 吴娜

655 山西大学 论文奖
金字塔股权结构下企业的零负债现象——基

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年第8期 张信东

656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论文奖 税制改革与公司投资价值相关性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3期 万华林

657 上海金融学院 论文奖 过程控制导向的企业合同内部控制系统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会计研究 2011年第9期 马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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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 上海金融学院 著作奖
基于双边道德风险的创业投资契约优化设计

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3年5月 殷林森

659 安徽财经大学 论文奖
管理层权力、机会主义动机与股权激励计划

设计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会计研究 2012年第10期 王烨

660 福州大学 论文奖
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效率促进还

是抑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2期 李万福

661 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政府干预、大股东资产注入：支持抑或掏空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会计研究 2012年第8期 章卫东

662 郑州大学 著作奖 大股东终极控制及其现金股利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刘孟晖

663 暨南大学 论文奖 股票流动性、股价信息含量与CEO薪酬契约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1期 苏冬蔚

664 暨南大学 论文奖 国企内部薪酬差距激励了谁？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2期 黎文靖

665 暨南大学 著作奖
横向并购中的供应链重构研究——企业可持

续发展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黄微平

666 广西大学 论文奖
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

量吗？——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会计研究 2012年第9期 杨海燕

667 云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股价信息含量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第5期 杨继伟

668 石河子大学 论文奖
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股票特质性风险——基

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6期 吴昊旻

669 石河子大学 著作奖 制度背景、资本投资与公司价值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4月 杨兴全

670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集团转移定价、定价参与和组织后果:理论

分析与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王悦

671 嘉兴学院 著作奖 应对反倾销的成本核算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崔建华

67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著作奖 会计应诉问题研究-基于反倾销的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12月 孙凤英

673 华北科技学院 研究报告奖 “煤炭成本会计核算”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开滦（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等
2011年11月 高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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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四川旅游学院 著作奖
工程项目成本控制问题研究——中国国有大

型铁路施工企业的实地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毛洪涛

675 北京大学 论文奖
中国劳动用工“双轨制”改进了企业生产效

率吗？--来自30省12314家企业的证据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5期 张志学

676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No.1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6月 路江涌

677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团队成员认知风格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团队

心理安全感和工作单位结构的调节作用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2年第5期 张丽华

678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The effecti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in transitional
China:a hybrid of commitment and
control practic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ume 23,

Issue 10,
2012

苏中兴

679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Idiosyncratic deals and employee

outcome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ocial exchange and self-enhance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98

（5）， Sep
2013

刘军

680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群体中的社会网络：前因、后果与影响机制

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九州出版社 2012年2月 王振源

681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8月 张正堂

682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双重角色定位下的工会跨界职能履行及其作

用效果分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10期 王永丽

683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引进与创新：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

演进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华南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刘善仕

684 南京邮电大学 著作奖
企业管理人员职业生涯成功的影响因素研

究：社会网络观点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刘宁

685 汕头大学 论文奖
知识共享价值感、共享倾向对共享行为的影

响——一项跨层次的纵向实验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管理 2011年4月 林泉

686 海南大学 论文奖
中国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实践研究

——基于深圳5家高科技企业的案例分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宏观经济研究 2013年2月 林肇宏

687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创业研究回顾与资源视角下的研究框架构建

——基于扎根思想的编码与提炼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12期 蔡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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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 河海大学 著作奖 基于资源-能力观的技术管理理论体系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张阳

689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创新管理：企业创新路线图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12月 张振刚

690 重庆大学 著作奖 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市场机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张旭梅

691 哈尔滨工程大学 研究报告奖
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过程的演进序列、维度

结构与进化能力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黑龙江省领导批

示
2013年9月 尹航

692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研究 : 基于任务技术

匹配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4月 孙元

693 山东交通学院 论文奖
Linking Properties of Knowledge wit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moderate
role of absorptive capacit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Vol.15,

Issue 5,
Sepetember
2011

王长峰

694 清华大学 著作奖 理性的非理性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3年8月 郑毓煌

695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中国品牌国际化营销前沿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胡左浩

69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消费者认为怎样的在线评论更有用?—社会

性因素的影响效应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12期 殷国鹏

69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Tes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oolkits and user communities in
personalization: The ca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April 2013,

Vol.55(1)
王永贵

69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The Effect of Attribute Alignability

on Service Evalu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Uncertaint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39,

No.4,
December

2012

孙瑾

69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中小企业战略品牌管理研究—聚焦品牌资产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1月 张梦霞

700 南开大学 论文奖
服务品牌内化的概念及概念模型：基于跨案

例研究的结论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1年第2期 陈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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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南开大学 著作奖
The Excutor of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Strategy: Marcom
Manager's Working Model

著作 英语 管理学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13年7月 申光龙

702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How does justice matter in achieving

buyer-supplier performance?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July 2012,

Vol.30(5)
刘益

703 华东理工大学 论文奖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consumer

expenditure in selected European
countri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December

2013,
Vol.30(4)

陈峻松

704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文化背景下消费者代际品牌资产的结构

与测量——基于双向影响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10期 何佳讯

705 厦门大学 论文奖 集装箱班轮二维收益管理在线动态定价策略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科学学报 2012年第8期 李冰州

706 武汉大学 论文奖
来源国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基于美、印

消费者评价和合理性理论视角的扎根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3期 汪涛

707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Product Line Design with Seller-

Induced Learning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Vol.60

November,
2013 Issue 3

熊慧

708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民营企业家社会身份、经济条件与企业慈善

捐赠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2期 高勇强

709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中国非营利组织个人捐赠吸引力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杜兰英

710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利用产品塑造品牌：品牌的产品意义及其理

论发展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5期 蒋廉雄

711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Channe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ith

Retailers Having Fairness Prefernce--
An Improved Quantity Discount
Mechanism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Volume,

Issue 4,
October 2013

丁川

712 中南民族大学 论文奖
Does Consumer Unethical Behavior

Relate to Birthplace?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ume 113,

Issue 3,
March 2013

赵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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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福州大学 著作奖
产业集群营销：空间创新与区域聚集力构建

的新框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卢长宝

714 暨南大学 论文奖
Environmental marketing strategy

efffects on market-based asset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Volume 24,

Issue 5-6,
28May 2013

杨德锋

71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质量功能展开-理论与方法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熊伟

716 内蒙古工业大学 著作奖 质量成本决策理论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6月 白宝光

717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报告(2012)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高明华

718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企业集团统一审计与权益资本成本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会计研究 2013年第6期 王春飞

719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

契约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5期 马连福

720 南开大学 研究报告奖
服务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天津项目导向型

政府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天津市领导批示 2013年8月

南开大学项目管理

研究中心

721 南开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创业透视报告：中国新生创业活动动态

跟踪调查(CPSED)报告（2009-2011年）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新企业创新机理

与成长模式研究”
课题组

722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苏敬勤

723 东北大学 著作奖 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王世权

724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Factors that Drive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in Voluntary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September

2012，
Volume109，

Issue3

曾赛星

72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从口号到行动——A.O.史密斯公司的文化建

设之路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杨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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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浙江大学 论文奖
The succession process in Chinese

family firms: a guanxi perspective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September

2013，
Volume30，

Issue3

窦军生

727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浙商全球化：网络与创新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吴晓波

728 浙江大学 著作奖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发展—以浙

江省为例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魏江

729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家族企业研究：一个文献计量分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学（季刊） 2013年第1期 魏志华

730 山东大学 论文奖
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

行为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2期 钱先航

731 山东大学 著作奖 服务型跨国公司模块化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夏辉

732 山东大学 著作奖 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机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张玉明

733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不同主体层次中组织的知识转化及其绩效的

影响：基于知识资本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卫武

734 中南大学 著作奖 母子公司管理控制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王昶

735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你第一时间选对核心利益相关者了吗？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12期 王红丽

736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frontline

employees' service performance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Volume 32,

Issue 5,
2012

简兆权

737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企业集团成长与重组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蓝海林

738 四川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西部资源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四川德成动物保

健品有限公司等
2013年10月 揭筱纹

739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著作奖 老字号品牌价值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4月 王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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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天津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天津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孵化器的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天津市市场信息

中心
2013年12月 于宝琴

741 天津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公司治理：转型与完善之路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1月 李维安

742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组织变革研究：基于知识图谱与实地调研的

交互验证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高静美

743 华东政法大学 著作奖
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集群内企业间协调机制研

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甄杰

744 苏州大学 著作奖
中小企业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动态能力视野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田晓明

745 南京审计学院 著作奖
创业导向与组织绩效的双元能力转化路径研

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李乾文

746 浙江工业大学 著作奖 转型期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池仁勇

747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以浙江民营企业为例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易开刚

748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吴波

749 安徽财经大学 论文奖
展现还是隐藏竞争优势：新企业竞争者导向

与绩效U型关系及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7期 杜运周

750 大连海事大学 著作奖
交通运输行业2009-201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

发展报告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2年10月 匡海波

751 济南大学 著作奖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会计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王爱国

752 湖南农业大学 论文奖 创业者与创业投资家的信任结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易朝辉

753 暨南大学 论文奖 公司治理的路径演化和路径选择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3年第12期 刘汉民

754 广东工业大学 著作奖
组织柔性与竞争优势研究——IT、模块化、

时间节奏的解释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华南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谢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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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论文奖

The impact of IT capabilities on firm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supply chain
agilit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February

2013,
Vol.54(3)

刘和福

756 西安财经学院 论文奖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西安财经学院学

报
2011年第1期 李颖

757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国家、市场与多中心——中国政府改革的逻

辑基础和实证分析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6月 李文钊

758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7月 张康之

759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转型中的监管型国家建设：基于对中国药品

管理体制变迁（1949-2008）的案例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刘鹏

760 清华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公共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及其决策实践应用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教育部科技为秘

书处等
2013年12月 黄萃

761 清华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农民工文化工作的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央领导批示 2011年6月 杨永恒

762 清华大学 著作奖 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朱旭峰

763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社会管理创新路径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行政管理 2012年第1期 张欢

764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公共治理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年10月 杨冠琼

765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转型期政府和市场边界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劳动社会保

障出版社
2013年12月 王华春

766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扩权强县”改革效果的比较研究——以浙

江省县政扩权为样本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报 2013年第1期 樊勇

76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管制创新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王树文

768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部门利益问题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行政管理 2011年第5期 石亚军

769 吉林大学 论文奖
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机制的战略意

义及其路径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学习与探索 2013年第4期 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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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吉林省廉政文化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5月 麻宝斌

771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刘桂芝

772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陈水生

773 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民政系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绩效

管理制度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上海市民政局等 2013年5月 郭俊华

774 河海大学 著作奖
理解公共政策现象——公共政策质性分析方

法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年11月 杨正联

775 山东大学 著作奖 Ocean Governance-A Way Forward 著作 英语 管理学 Springer 2011年11月 张晏瑲

776 中国海洋大学 著作奖 中国海洋倾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吕建华

777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地方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评价案例研究：2012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李和中

778 华中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进城务工女性心理问题的网络化治理研究—

基于全国22省市的调查与H厂的实践模式探
索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湖北日报内参 2012年7月 刘筱红

779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完

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
依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张立荣

780 湖南大学 著作奖 非营利组织经营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陈晓春

781 中南大学 著作奖 政府领导力与政府责任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彭忠益

782 中山大学 论文奖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velopmentalism and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45,

No.6,
December

2011

叶林

78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场域转换中的默契互动——中国“城管”的

自由裁量行为及其逻辑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10期 陈那波

784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公共预算: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3月 马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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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Public

Sector:Typology and Distribu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ume 91,

Issue 2,
June 2013

吴建南

786 兰州大学 论文奖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

、架构与研究问题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报 2012年第2期 包国宪

787 北京联合大学 研究报告奖 北京市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北京市中小企业

服务中心等
2013年10月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

学院中小企业研究
中心

788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失地农民民意表达的政府回应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辽宁省维护社会

稳定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13年10月 钟俊生

789 通化师范学院 论文奖
对城市公共自行车一卡式服务平台建构的思

考——以吉林省为视角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3年1月 王娟

790 中国计量学院 研究报告奖 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府质量奖励制度的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领导批示（国家

质检局局长）
2013年9月 宋明顺

791 福建江夏学院 著作奖
地方治理创新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福安市

的调研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缪匡华

792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变迁与重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研

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曲延春

793 广西大学 论文奖
政治锦标赛体制下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

及整体性治理救治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湖北行政学院学

报
2013年第3期 曾凡军

794 海南大学 论文奖
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再审视：基于文献

分析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行政管理 2013年12月 徐艳晴

795 西北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现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第5期 雷晓康

796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公共安全管理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及其应

对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王宏伟

797 南开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公共冲突化解的机制、策略和方法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常健

798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城市危险化学品无缝隙化安全管理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赵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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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应急管理：理论、实践、政策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3月 童星

800 西南交通大学 论文奖
震后应急物资配送的模糊动态定位—路径问

题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科学学报 2012年第7期 马祖军

801 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公共危机中的网络空间：行为模式与现实影

响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汤志伟

802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基于“脆弱性-能力”综合视角的公共安全

评价框架：形成与范式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行政管理 2011年第8期 朱正威

803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公共危机管理与社会风险评价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9月 肖群鹰

804 西南民族大学 研究报告奖
以社区为重点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

理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新华社四川分社 2012年10月 张明善

805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城市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尹占娥

806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学院
研究报告奖 公共危机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国家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指挥中心
2013年10月

“公共危机应急救

援力量体系研究”
课题组

807 江苏大学 著作奖
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管制研究——基于生命价

值理论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梅强

808 江苏警官学院 论文奖 道路交通突发事件分类与分级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灾害学 2013年第1期 龚鹏飞

809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公共安全管理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1月 张维平

81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世界城市研究:兼与北京比较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陆军

81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分类推进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4月 黄恒学

812 中国人民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成果
要报》

2012年4月 郑功成

813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农民工住房理论、实践与政策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2年1月 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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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分析与评估——基于养老

金水平的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李珍

815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地转用开发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3月 张清勇

816 清华大学 研究报告奖
水利发展阶段研究——水利发展阶段划分、

评判及战略取向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国家领导同志批

示
2011年7月 王亚华

817 清华大学 著作奖 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鄢一龙

818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德国城乡规划法定图则：方法与实例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农村社会
保险司

2013年5月 殷成志

819 中央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农村社会
保险司

2012年10月 杨再贵

820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接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劳动社会保

障出版社
2013年10月 褚福灵

82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我国养老保障水平差异研究——基于替代率

与相对水平的比较分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8期 王亚柯

822 华北电力大学 著作奖
国民健康公平程度测量、因素分析与保障体

系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胡宏伟

823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非政府组织文化建设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张志刚

824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彭希哲

825 同济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与障

碍——一个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程名望

826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Does the Love of Mone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Professionals in the
Public Sector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ume 71,

Issue 5,
September 1
October 2011

刘帮成

827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农民工高等教育需求、供给和认证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1年11月 李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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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求同还是存异？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3年增1期 张熠

829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公共政策分析与评估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马国贤

830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奖
经济发展与城市蔓延的逻辑斯蒂曲线假说及

其验证——基于华东地区典型城市的考察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自然资源学报 2012年第5期 李效顺

831 中国矿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煤矿积极安全管理研究与实践——突破安全

管理制度有效性瓶颈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安徽省皖北煤电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13年2月 陈红

832 江南大学 著作奖 城市公共管理与旅游企业绩效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武武

833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土地税费的资源配置效应与制度优化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邹伟

834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理论、实践与制度

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大地出版社 2011年5月 陈利根

835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农村发展中土地资源保护机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曲福田

836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耕地保护的体制与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吴群

837 浙江大学 论文奖
初衷达成度、公平感知度对农民工留城意愿

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长江三角洲16
城市的调研数据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9期 钱文荣

838 浙江大学 研究报告奖 加强我国“微博”科学化管理的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2011年6月 刘渊

839 浙江大学 研究报告奖
众包网络化开放式创新体系及其实现路径研

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领导批示 2012年1月 范柏乃

840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城市增长格局、过程与效应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岳文泽

841 厦门大学 著作奖 社区老年人口养老照护现状与发展对策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王德文

842 山东大学 著作奖 我国慈善组织绩效及公共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黄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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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12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邓大松

844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基于粮食安全的海外耕地投资及其对中国的

启示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战略与风险管理 2013年第7期 卢新海

84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外出务工对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影响及其

政策含义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12期 石智雷

84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研究报告奖 湖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共湖北省领导

批示
2013年12月 赵琛徽

84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研究报告奖
农户疾病风险测度与新农合制度疾病风险共

担效果评估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湖北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等
2013年12月 张广科

848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地发展权的创设及其在农地保护中的

运用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臧俊梅

849 四川大学 论文奖
Discourse change and policy

development in social assistance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Volume 21,

Number 4,
October 2012

张浩淼

850 四川大学 著作奖
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研究——基于农

牧民的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杨峰

851 西南大学 论文奖 重庆地票制度的功能及问题探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行政管理 2011年第12期 杨庆媛

852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灾害应对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边慧敏

853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3月 林义

854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New estimates of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healthcare in rural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Health Policy

Volume

103,Issue 2-
3, December

2011

周忠良

855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inequality

under the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in western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10,

2011,
Vol.1087,

No,19

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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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青年群体就业保障制度研

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温海红

857 北京工商大学 著作奖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策略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孙宝国

85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Assessing the health of agricultural

land with emergy analysis and fuzzy
logic in the major grain-producing
reg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CATENA
December

2012, Vol.99
李强

859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北京中心城人口疏解与新城发展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赵秀池

860 北京联合大学 论文奖
台湾农村社区土地重划案例分析及经验借鉴

——以苗栗县泰安乡天狗农村社区为例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台湾研究集刊 2013年第4期 张远索

861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著作奖 预算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3月 关振宇

862 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奖
村委会选举中的村民投票行为、投票过程及

其决定因素——基于全国5省100村2000户调
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4期 张同龙

863 天津商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天津市社区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领导批示 2012年11月 马英

864 河北大学 著作奖 城乡统筹视角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宋凤轩

865 大连医科大学 论文奖

Problems and the Potential Direction

of Reforms for the Current Individual
Medical Savings Accounts in the
Chinese Health Care System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Volume 37,

Issue 6,
December

2012

孔祥金

866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著作奖 基于需求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6月 赵海燕

867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论文奖 住房政策有效性的灰色综合评价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软科学 2012年第11期 杨晓冬

868 南京工业大学 论文奖
社会建设视阈中我国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探析——基于江苏志愿服务的实证调研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国家行政学院学

报
2012年第4期 张勤

869 南京邮电大学 著作奖 中国社会企业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11月 沙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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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 南京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江苏省高等院校学费结构性调整政策研究报

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江苏省物价局 2013年11月 唐万宏

871 扬州大学 论文奖
土地市场化是否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扩大——基于中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2期 钱忠好

872 浙江工业大学 著作奖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评估与重构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祝建华

873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公共财政框架下的省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研

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0月 陈少晖

874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区域生态用地的演变机制与调控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谢花林

875 郑州轻工业学院 著作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利益转移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代志明

876 湖北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Do Patients Choos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CHS) for First Treatment in
China? Results from a Community
Health Survey in Urban Area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

October

2013, Volume
38, Issue 5

唐昌敏

877 湖北医药学院 论文奖 新医改背景下乡镇卫生院功能定位的思考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卫生软科学 2012年第2期 刘冰

878 湖北医药学院 著作奖
中国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研究：理论基础与框

架设计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周尚成

879 湖北经济学院 著作奖 中国公共教育支出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刘晓凤

880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著作奖 转基因动物伦理与公共政策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吴易雄

881 华侨大学 论文奖 台湾地区公务员退抚制度的改革及其启示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汤兆云

882 广东金融学院 著作奖
生态环境损失预测及补偿机制—基于煤炭矿

区的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年2月 秦格

883 重庆邮电大学 著作奖 网络交易监管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蹇洁

884 重庆理工大学 著作奖
能源项目建设利益协调机制--以电网建设为

例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西南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刘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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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A joint pricing and inventory control

problem under an energy buy-back
program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Operations

Research
Letters

November

2012,
Vol.40(6)

张继红

886 合肥工业大学 著作奖 制造工程管理中的优化理论与方法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杨善林

887 中山大学 论文奖

On the Advantage of Quantity

Leadership When Outsourcing
Production to a Competitive Contract
Manufacturer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ume 22,

Issue 1,
January/Febr
uary 2013

牛保庄

888 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奖
An analysis of a supply chain with

options contracts and service
requirement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IE

Transactions

Volume 44,

Issue 10, 30
Jul 2012

陈旭

889 上海大学 论文奖
Joint planning for yard storage space

and home berths in container
terminal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Volume 51,

Issue 10, 03
Apr  2013

李明琨

890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地质公园旅游开发与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覃建雄

891 郑州轻工业学院 著作奖 食品安全：跟踪、预警与追溯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仝新顺

89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Coordination of supply chains with

bidirectional option contract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 September

2013,
Vol.229(2)

赵映雪

89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Double marginal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supply chain
uncertain suppl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6 April

2013,
Vol.226(2)

李响

894 南开大学 论文奖
Robust optimal policies of Production

and invention with uncertion returns
and demand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December

2011,
Vol.134(2)

李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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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 南京大学 论文奖
Coordinating a supply chain with a

quality assurance policy via a
revenue-sharing contract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Volume 49,

Issue, 2011
肖条军

896 东南大学 论文奖
Models for Effective De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of Bicycles within
Public Bicycle-Sharing System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Operations

Research

V0l.61,

No.6,
November-
December

2013

舒嘉

897 浙江大学 论文奖
TECHNICAL NOTE——Optimal Control of

an Assembly System with Multiple
Stages and Multiple Demand Class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Operation

Research

V0l.59,

Issue 2,
April 2011

周伟华

898 浙江大学 论文奖
Operational Causes of Bankruptcy

Propagation in Supply Chai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June 2011,

Vol.51(3)
华中生

899 山东大学 论文奖
Multiple-resource and multiple-depot

emergency response problem
considering secondary disaster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15 September

2012,Vol.39(
12)

张江华

900 武汉大学 论文奖
Beacon placement strategies in an

ultrasonic positioning system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IE

Transactions

Volume 45,

Issue 5, 07
Feb 2013

戴宾

901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An uncooperative order model for

items with trade credit, inventory-
dependent demand and limited
displayed-shelf space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6 November

2012,
Vol.223(1)

周永务

902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农产品物联网研究与应用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年8月 颜波

903 重庆大学 著作奖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补货与协调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但斌

90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奖
Oynamic ordering and Pricing for a

Perishable Goods supply chai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Volume 60,

Issue 2,
March 2011

贾俊秀

905 长安大学 著作奖 物流集成理论及实现机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8月 董千里

906 天津科技大学 著作奖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慕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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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 上海大学 论文奖
An Integrated Model for Berth

Template and Yard Template Planning
in Transshipment Hub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ransportation

Science

Volume 45,

Number 4,
November

2011

镇璐

908 中国计量学院 著作奖 逆向物流管理研究：理论与浙江实践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黄祖庆

909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政府干涉下双渠道回收的闭环供应链模型分

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运筹与管理 2012年第3期 王玉燕

910 青岛大学 著作奖 回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制度设计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钟永光

911 湖北经济学院 论文奖
零部件循环取货越库物流系统关键因子研究

---仿真实验设计与分析方法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科学学报 2013年第6期 施文

912 深圳大学 论文奖
Channel bargaining with risk-averse

retailer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September

2012,
Vol.139(1)

马利军

913 云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农产品物流体系构建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李严锋

914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商业模式的经济解释：深度解构商业模式密

码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6月 魏炜

915 中国矿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神华集团低碳能源发展规划专题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山西潞安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2013

“神华集团低碳能

源发展规划专题研
究”课题组

916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著作奖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测量维度、影响因

素及绩效关系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2月 郑海东

91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Heuristic search for optimizing

diffusion of influence in a social
network under the resource constraint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Soft Computing
February

2011, Volume
15, Issue 2

倪耀东

918 同济大学 论文奖

A bargaining game model for measuring

performance of two-stage network
structur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6 April 2011,

Vol.210(2)
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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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for Electric

Vehicles with Battery Swapping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Vol.59,

Issue.7,
July 2013

荣鹰

920 河海大学 著作奖 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理论方法及应用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陈军飞

921 浙江大学 论文奖
Empathic responses to others' gains

and losses: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investiga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Neurolmage
1 February

2011,
Vol.54(3)

马庆国

922 武汉大学 论文奖

A double auction model for

competitive generators and large
consumers considering power
transmission cost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Power and
Energy Systems

December

2012,
Vol.43(1)

方德斌

923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分数布朗运动下股本权证定价研究——模型

与参数估计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张卫国

92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著作奖
Systems Evaluation:Methods, Models,

and Application
著作 英语 管理学

CRC Press,

Taylor&
Francis Group

2011年11月 刘思峰

925 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Robust portfolio selection involving

options under a "marginal + joint"
ellipsoidal uncertainty set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August

29012,
Vol.236(14)

凌爱凡

926 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Fuzzy LINMAP approach to

heterogeneous MADM considering the
comparisons of alternatives with
hesitation degre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Omega
December

2013,
Vol.41(6)

万树平

92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论文奖

Multi-criteria semantic dominance: A

linguistic decision aiding technique
based on incomplete preference
informa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6 November

2013,
Vol.231(1)

杨恶恶

92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论文奖
Cross efficiency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weight-balance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odel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September

2012,
Vol.63(2)

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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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兰州理工大学 著作奖
旅游环境承载力预警系统的构建及耦合机制

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杨秀平

930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系统分析方法集成研究及其在预测和监测中

的应用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许伟

931 北京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铁路物联网发展趋势与规划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北京铁路局运输

处
2013年9月 黄磊

9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The effect of CRM use on internal

sales management control: An
alternative mechanism to realize CRM
benefit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October

2012,
Vol.49(6)

李亮

93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Building a targeted mobile

advertising system for location-based
servic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December

2012,
Vol.54(1)

李凯

934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Shopping

Characteristics and Well-Designed
Websites on Satisfac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MIS Quarterly

Volume

36,Issue 4,
December

2012

罗继锋

935 河海大学 著作奖 协同管理系统的理论与应用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杜栋

936 厦门大学 论文奖
Exploring the Role of IT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December

2013,
Vol.32(15)

蔡舜

937 山东大学 论文奖
A new Clustering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1 November

2011，
Vol.32(15)

赵培忻

938 武汉大学 论文奖
A meta-analysis of mobile commerce

adop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ulture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ume 28,

Issue 5,
September

2012

张李义

939 武汉大学 论文奖
User Satisfac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Delivery: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Volume.23

Nomber 4,
December

2012

孙永强

940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architectures（企业云服务架构）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December

2012, Volume
13, Issue 4

王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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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江苏科技大学 论文奖

Resource Structuring or Capability

Build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usiness Valu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Volume 29,

Number 2,
Fall 2012

王念新

942 暨南大学 论文奖
Explaining Instant Messaging

Continuance Intention: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Volume 28,

Issue 8,
2012

王玮

94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著作奖 金融复杂性——实证与建模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杨春霞

944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中国车用能源技术路线全生命周期分析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欧训民

945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建设绿色大学，促进低碳发展——北京交通

大学节约型校园建设模式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北京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刘伊生

946 天津大学 研究报告奖 四川省大渡河安谷水电站精益建造管理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

圣达水电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 刘炳胜

947 东北大学 著作奖
电子中介中多属性商品交易匹配的建模与优

化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蒋忠中

948 东南大学 著作奖 金融市场中传染风险建模与分析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何建敏

949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奖 科学发展观的煤炭建设项目评价体系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矿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石晓波

950 山东大学 论文奖
Risk allocation in the operational

stage of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roject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Performance of
Constructed
Facilities

Volume 25,

Nomber 6,
November/Dec
ember 2011

王楠楠

951 湖南大学 论文奖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作用的空间计

量分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金融研究 2011年第5期 李林

952 重庆大学 论文奖
被拆除建筑的寿命研究——基于重庆市的实

地调查分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城市发展研究 2012年第10期 刘贵文

953 重庆大学 著作奖 巨项目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任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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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Metaheuristics for multi-mode

capital-constrained project payment
scheduling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6 December

2012,
Vol.223(3)

何正文

955 燕山大学 著作奖
装备制造业突破性原始创新机制与建设路径

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燕山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宋之杰

956 东北财经大学 论文奖

Chaotic time series method combined

with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nd
trend adjustment for electricity
demand forecasting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July

2011,Vol.38(
7)

王建州

957 安徽建筑大学 著作奖 现代房地产项目动态集成化风险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1月 金长宏

958 南华大学 研究报告奖 核电站组织风险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广核核电运营

有限公司
2012-2013 戴立操

959 广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Contract choice game of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 at both manufacturer and
retailer level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May 2013,

Vol.143(1)
李柏勋

960 西安工业大学 著作奖 工程项目控制与协调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赛云秀

961 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石油企业油藏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

创新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科技管理部
2013年3月 杨鹏鹏

96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新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路径和走向---

制度变迁与政策选择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林新奇

963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双元能力促进企业服务敏捷性—海底捞公司

发展历程案例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2期 郑晓明

964 东北大学 论文奖
创业导向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吗——基于创

业导向型企业高管胜任特征的中介效应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3年第2期 贾建锋

96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一个社

会交换视角及程序公平的调节作用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3年第5期 苗仁涛

966 河北工业大学 论文奖 战略人力资本与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评论 2012年第5期 高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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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河北农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燕山-太行山片区农村实用人才开发支撑体

系构建及应用推广研究-基于京津冀协同发
展视角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河北省农业厅等 2012-2013 张玲

968 温州大学 论文奖
企业家隐性知识、交接班意愿与家族企业代

际传承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11期 余向前

969 莆田学院 著作奖
区域科技人力资源竞争力研究——以海峡西

岸经济区为例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林喜庆

970 武汉科技大学 研究报告奖 企业人才管理目标责任体系设计与应用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武汉钢铁（集团）

公司人力资源部
2013年3月 李云梅

971 北京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北京市轨道交通司机安全性评价与管理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北京铁路局、武汉

铁路局科委办等
2012年5月 叶龙

972 北京科技大学 论文奖
Social captial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 Multi-level analysi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Human

Relations

Volume 64,

Number 11,
November

2011

魏钧

973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青少年科技竞赛项目评估及国际比较研

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胡咏梅

974 南开大学 论文奖
高新技术企业员工职业特征对满意度影响的

实证研究——以家庭亲善文化与员工工作—
家庭促进为视角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学与科学技

术管理
2012年第12期 张伶

97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真实型领导、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领

导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12期 韩翼

976 中山大学 论文奖
Self-love's Lost Labor: A Self-

Enhancement Model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Vol.56, No.4
严鸣

977 淮阴工学院 著作奖 中国家族企业员工组织政治知觉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前兵

978 广东药学院 著作奖 研发人员管理新思维：工作生活质量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吴海燕

979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研究报告奖 台湾高层次师资人才引进方略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山大学南方学

院
2013年11月 宋斌

980 贵州大学 论文奖
培训能提升员工组织承诺吗——可雇佣性和

期望符合度的影响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3年第3期 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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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 云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Favor in Exchange for Trust? The Role

of Subordinates' Attribution of
Supervisory Favor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Volume

30, Number 2
江新会

982 重庆大学 论文奖

The prediction for listed companies’

financial distress by using multiple
prediction methods with rough set and
Dempster–Shafer evidence theory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Knowledge-

Based Systems

February

2012, Vol.26
肖智

983 北京化工大学 论文奖
Crude oil price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using wavelet decomposed
ensemble model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Energy
October

2012,
Vol.46(1)

贺凯健

984 北京化工大学 论文奖
A novel hybrid ensemble learning

paradigm for nuclear energy
consumption forecasting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Applied Energy
May 2012,

Vol.93
汤铃

985 同济大学 论文奖
Green technology foresight on

automobile technology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Volume 23,

Issue 6,
2011

刘光富

986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经济激励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1年9月 刘玉明

987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基于人工免疫机制的个人信用风险模型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杨雨

988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管理体系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孙宝文

989 天津大学 著作奖 国际工程风险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3年5月 刘俊颖

990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Agglomeration dens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Tourism

Management

December

2012,
Vol.33(6)

杨勇

991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基于新业态

的增长方式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陶婷芳

992 河海大学 著作奖 科技人才开发战略及创新绩效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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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学术创业：中国研究型大学“第三使命”的

认知与实现机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夏清华

994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医院知识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3年7月 颜巧元

995 湖南大学 著作奖 石油市场风险管理：模型与应用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张跃军

996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A Decision Method for Supplier

Selection in Multi-service
Outsourcing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August2011,

Vol.132(2)
冯博

997 西南大学 论文奖
信息结构、贷款技术与农户融资结构——基

于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7期 胡士华

998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Access to affordable medicines after

health reform: evidence from two
cross-sectional surveys in Shaanxi
Province,western China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Lancet Global

Health

Vol1,October

2013
方宇

999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现状分析及国际比较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中国软科学 2011年第5期 苏秦

100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论文奖

动态能力如何影响组织操作常规——一项双

案例对比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8期 李彬

100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研究报告奖
在线旅游市场的经营现状调研及相关对策建

议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国家旅游局监督

管理司
2012年3月 李云鹏

1002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著作奖
小服务大文章-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实践创新

与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杜保德

1003 天津中医药大学 著作奖 产学研合作与城市创新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年12月 张健

1004 太原理工大学 著作奖 区域节能潜力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年5月 李玮

1005 晋中学院 论文奖
遗址公园：文化遗产体验旅游的新业态——

以西安三大遗址公园为例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人文地理 2012年第1期 张建忠

1006 沈阳建筑大学 研究报告奖 辽宁省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共辽宁省委辽

宁省人民政府决
策咨询委员会

2012年3月 常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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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延边大学 著作奖 文化与民俗旅游开发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刘焕庆

100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著作奖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十二五”发展战略与

优先资助领域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黄海军

1009 北京理工大学 论文奖
Energy and emissions efficiency

patterns of Chinese regions: A multi-
directional efficiency analysi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Applied Energy
April 2013,

Vol.104
王科

1010 西北工业大学 论文奖
Two-stage Fuzzy Logic Controller for

Signalized Intersec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IEEE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ociety

January

2011, Volume
41, Number 1

乔健

101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论文奖 中国就业增长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南京社会科学 2012年第8期 汪泓

101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著作奖
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技术与方法——理论与实

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李廉水

101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技术联盟与创新绩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周青

1014 福建农林大学 研究报告奖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福建省生态旅游区管

理创新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

园管理办公室等
2012年3月 陈秋华

1015 福建农林大学 著作奖 农村水环境管理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3年7月 黄森慰

1016 湖北大学 著作奖 低碳旅游发展模式与实践创新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马勇

1017 暨南大学 论文奖
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与商业信用互动关系影

响研究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期 饶品贵

1018 暨南大学 著作奖 旅游企业顾客感知服务质量理论与实证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温碧燕

1019 广东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广东省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与政策导向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中共广东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2013年10月
“省属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事件与政策
导向”课题组

1020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奖 供应链信任对其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华南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谢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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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海南大学 著作奖
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以海南省南丽湖

风景名胜区为例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符国基

1022 重庆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重庆乡村旅游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重庆市南岸区旅

游局
2013年12月 陈雪钧

1023 四川旅游学院 论文奖
服务过程中员工服务破坏行为类型研究——

以星级酒店为例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载《旅游与服务研

究2013（论文集》
2013年12月 邱萍

1024 六盘水师范学院 论文奖
乌蒙山区城市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以六盘水明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水生态学杂 2013年第5期 秦趣

1025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项目管理技术在国家审计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审计研究 2011年第5期 赵爱玲

1026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Achieving Demand-Side Synergy from

Strategic Diversification: How
Combining Mundane Assets Can Leverage
Consumer Utiliti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3,

Issue 1,
February

2012

叶光亮

1027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种业市场、政策与国际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仇焕广

1028 北京交通大学 论文奖 审计在基金会治理中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吗？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2年第2期 张立民

102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Explor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outward FDI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43） 洪俊杰

1030 复旦大学 论文奖
Can online trading survive bad-

mouthing?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论文 英语 管理学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Volume 56,

December
2013

李玲芳

1031 中国海洋大学 著作奖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强省（市）综合实力评估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殷克东

1032 湖南大学 著作奖
竞争力财务经济学——企业价值、资本与竞

争力分析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王跃武

103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企业群体性败德行为与管制失效——对产品

质量安全与监管的制度分析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0期 李新春

1034 华南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2011年建设幸福广东综合评价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广东省委省政府 2013年2月 杨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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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北京物资学院 著作奖
旅游供应链合作协调研究——从产品差异化

视角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杨丽

1036 山西大学 著作奖 双边平台企业的非价格竞争策略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出版社
2011年12月 张凯

1037 山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基于信息技术的房地产评价方法与应用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年3月 赵华平

1038 吉林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发挥风电优势构建绿色新能源示范省的

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领导（省长）批

示
2013年4月 邓健

1039 山东科技大学 论文奖
产品异质与汽车行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的方式选择——基于需求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5期 孙江永

1040 湖北工业大学 论文奖 国家助学贷款信用风险及对策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湖北日报理论版 2011年8月 张冰

1041 衡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战略性新兴产业背景下的中国铅锌企业价值

网低碳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年10月 卜华白

1042 海南大学 著作奖 分层次管理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傅国华

1043 重庆理工大学 论文奖 企业内部控制的人本解读与框架重构 论文 汉语 管理学 会计研究 2011年第7期 王海兵

1044 西南林业大学 著作奖 云南松茸产业链经济学分析及优化对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1年7月 苏建兰

1045 北京大学 论文奖 "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问题新考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1期 连玉如

1046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贸易自由化、国内否决者与国际贸易体系的

法律化——美国贸易政治的国际逻辑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6期 田野

1047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论后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转型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教学与研究 2012年第7期 关雪凌

1048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年第6期 时殷弘

1049 中国人民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能源国际合作报告(2010-2011) 研究报告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国家能源局国际

合作司
2011年6月 陈岳

1050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想象的世界：中国公众的国际观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6月 韩冬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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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国家间干涉理论：春秋时期的实践及对当代

中国的启示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7月 陈琪

1052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4期 张胜军

1053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俄美博弈的国内政治分析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时事出版社 2011年12月 李兴

1054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国际规范的双重属性与规范的缘起——基于

国际气候合作规范的分析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6期 康晓

1055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What Affects China's National Image?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论文 英语 国际问题研究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22,

No.83,
September

2013

谢韬

1056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女性主义和平学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李英桃

1057 北京语言大学 论文奖 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1期 周建仁

105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东盟四国加入TPP的动因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当代亚太 2013年第1期 李杨

105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开放视域下的中国地缘环境新态势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时事出版社 2013年11月 王志民

1060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日本软实力研究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孙承

1061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12期 吴志成

1062 南开大学 论文奖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学术前沿 2012年第12期 赵龙跃

106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金砖国家”通货膨胀周期的协动性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经济研究 2011年第9期 张兵

1064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反恐与石油：小布什任期内美国非洲战略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10月 崔戈

1065 吉林大学 论文奖 中国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与开放格局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
2013年第5期 刘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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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变

迁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8期 袁家冬

1067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

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9期 苏长和

1068 复旦大学 论文奖
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

略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第7期 陈志敏

1069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表现、

成因与改革——聚焦北欧、莱茵、盎格鲁-
撒克逊和地中海模式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欧洲研究 2012年第6期 丁纯

1070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美国研究 2013年第3期 汪晓风

107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2月 石源华

1072 复旦大学 著作奖 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年10月 沈逸

1073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薄燕

1074 复旦大学 著作奖 贸易政治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贺平

1075 同济大学 论文奖
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有利因素存在障碍及

应对策略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13年第6期 潘敏

1076 同济大学 著作奖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仇华飞

1077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战后日本的对外观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翟新

1078 东华大学 著作奖 “非市场经济”待遇：历史与现实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张斌

1079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The Shanghai Sprit and SCO:

Mechanisms Beyond Geopolitics
论文 英语 国际问题研究

The Shanghai

Cooperrtion
Organization
and Eurasian
Geopolitics

2013年7月 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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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美国TPP战略的三重效应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当代亚太 2013年第3期 孙溯源

1081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若干背景和理论政

策思考
研究报告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教卫情况专报等

单位采纳
2013年10月 冯绍雷

1082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新地缘经济:中国与中亚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9月 王海燕

1083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中国特色议会外交刍议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第7期 郭树勇

1084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第3期 孙德刚

1085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中国话语的议程设置效果研究——以中国外

交部新闻发言人为例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年第2期 吴瑛

1086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海权战略选择——海权

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太平洋学报 2013年第8期 刘中民

1087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为什么冷战后国际制度的形成不由美国所愿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8期 刘宏松

1088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The Taliban Factor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s Afghanistan Strategy
论文 英语 国际问题研究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ume 25,

No.1, March
2013

钮松

1089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俄越关系急剧升温的意味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知识 2013年8月 那传林

1090 河海大学 论文奖
德语区史地学家及以凯尔森为代表的法学家

与钓鱼岛研究之关联考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德国研究杂志 2012年第3期 梁志建

1091 江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民用工业应对质疑性核查的前期工作研

究
研究报告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江苏省履行禁止化

学武器公约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等
2012年3月 倪才华

1092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日本农业150年（1850-2000年）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胡浩

1093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和平共处与中立主义：冷战时期中国与缅甸

和平共处的成就与经验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8月 范宏伟

1094 山东大学 著作奖
政治断层带的嬗变——东欧政党与政治思潮

研究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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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奖
北极理事会的“努克标准”和中国的北极参

与之路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12期 郭培清

1096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2012-2013）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丁煌

1097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著作奖 金色的土库曼斯坦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王四海

1098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世界经济比较分析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王勇辉

109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视角、述评与现实

检验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当代亚太 2012年第4期 刘建华

1100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亚太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时事出版社 2013年7月 喻常森

1101 四川大学 论文奖 宗教治理：欧盟治理的难题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欧洲研究 2013年第2期 张崇富

1102 四川大学 著作奖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盟区域政策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王雅梅

1103 西南交通大学 著作奖 贸易洗钱与反洗钱研究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高增安

1104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of space

arms control
论文 英语 国际问题研究 Space Policy

Volume 29,

No.1,
February

2013

苏金远

1105 兰州大学 论文奖 安全复合理论视阈下的北极安全分析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9期 张新平

1106 兰州大学 著作奖 分裂主义及其国际化研究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时事出版社 2013年1月 李捷

1107 河北大学 著作奖
重叠式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证研究      —

基于原产地规则的分析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成新轩

1108 内蒙古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蒙古国纪念“民族解放运动”100周年

、“蒙古人民革命胜利”90周年相关活动及
几点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教育部社科司等

单位采纳
2011年7月 图门其其格

1109 延边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东亚民族主义与国家间关系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9月 赵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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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外交学院 论文奖 国际安全合作中的潜规则：一项研究议程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8期 林民旺

1111 外交学院 著作奖 美国大外交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0月 雷建锋

1112 上海政法学院 论文奖
脆弱的高边疆：后冷战时代美国太空威慑的

战略困境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4期 何奇松

1113 大连海事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远洋航线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史春林

1114 山东建筑大学 论文奖 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内涵和外延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外交评论 2011年第3期 王传剑

1115 洛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战后日英关系研究（1952-1972）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陈巍

1116 华侨大学 论文奖
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

本国家行为的心理文化解读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日本学刊 2013年2月 游国龙

1117 暨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海权战略参照体系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鞠海龙

1118 深圳大学 论文奖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

时代价值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 姜安

1119 广州大学 论文奖
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分析--层次、视角与理

论模式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年第4期 沈本秋

112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论文 英语 国际问题研究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4,

No.2 Summer
2011

周方银

112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The futur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ead end
or crossroads?

论文 英语 国际问题研究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66,

No.5
November

2012

唐小松

1122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世界秩序研究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孔庆茵

1123 贵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国际移民组织与全球移民治理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郭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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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云南大学 论文奖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战略形势与对策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国际安全研究 2013年第5期 吴磊

1125 云南大学 论文奖 对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反思 论文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外交评论 2012年第4期 李晨阳

1126 西北大学 著作奖 从合作到冲突：国际关系的退化机制分析 著作 汉语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年2月 赵广成

1127 北京大学 论文奖
Twenty-year trends in the prevalence

of disability in China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年第1期 郑晓瑛

112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 著作
梵文、佉卢

文
交叉学科 中西书局 2013年4月 段晴

112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北京大学 2013年1月 尚会鹏

113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医学人文学导论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张大庆

1131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意义：当代神学的公共性问题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杨慧林

113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倾听：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感知范式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耿幼壮

1133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实验伦理学：研究、贡献与挑战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 彭凯平

1134 清华大学 著作奖
Sensory Perception of Materials in

Product Design
著作 英语 交叉学科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1年12月 左恒峰

1135 清华大学 著作奖 畴人传合编校注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冯立昇

1136 清华大学 著作奖 科技政策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刘立

1137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国情报告（1998-2011）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党建读物出版

社；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12年10月 胡鞍钢

1138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创意城市实践：欧洲和亚洲的视角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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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建筑美学形与意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2年8月 王辉

1140 清华大学 著作奖

Fehlgründungen von Universitäten im

Spa tmittelalter – Motive und
Bedingungen für die Entsteh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Universitat

著作 德语 交叉学科
Hamburg:

Verlag Dr.
Kovac

2013年9月 张弢

1141 北京林业大学 著作奖 聚落与住居——上中阿坝聚落与藏居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3年5月 郦大方

1142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A Study of Surnames in China Through

Isonymy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ume

148,Issue
3,July 2012

陈家伟

1143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Low-Carbon Development Patterns:

Observations of Typical Chinese
Cities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Energies 2012年第5期 苏美蓉

1144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演化与调控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4月 姜广辉

1145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Der Westen und das Reich der Mitte—

—Die Verbreitung westlichen Wissens
im Spatkaiserlichen China

著作 德语 交叉学科
威斯巴登：

Harrassowitz
2013年8月 方维规

1146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

析（修订版）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张宁（张柠）

1147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Le Maoisme de la revue Tel Quel--

L'engagement politique des
intellectuels autour de Mai 1968

著作 法语 交叉学科 欧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徐克飞

1148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

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南开经济研究 2012年第2期 尹银

1149 中央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机制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疾病
预防控制局

2013年6月 王俊

1150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我国对美离岸服务外包影响因素与竞争力研

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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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金融思想史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姚遂

115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北京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中西旅游者

博客的多维话语分析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旅游学刊 2011年第9期 冯捷蕴

115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试论日本战后文化行政的变迁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日本学刊 2012年第4期 赵敬

115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地方利益崛起背景下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分

析及改革思路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探索 2013年第1期 郭蕾

1155 国际关系学院 著作奖 佩里·米勒的清教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张孟媛

1156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从保障措施制度的演进看WTO多边贸易体系

规则变动的内在机制——兼论保障措施制度
的经济学基础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国际贸易问题 2011年第9期 宏结

1157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报告奖 李某某等人强奸案舆论形成与疏导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
2013年11月 王天铮

1158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肯认与焦虑——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

化的意识形态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国际广播出

版社
2012年4月 张磊

1159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Major Aspects of Chines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Dao of Inner Saint and
Outer King

著作 英语 交叉学科 The Springer 2012年7月 单纯

1160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欧盟监察专员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袁钢

1161 华北电力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理论与实践———以

广州亚运工程为例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太原市城建工程

事务所等。
2012年4月 侯学良

1162 南开大学 论文奖
Extentions of the notion of overall

comonotonicity to partial
comonotonicity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May2013.Vol.

52
张连增

1163 南开大学 研究报告奖
知音如见赏，雅调为君传——关于传统吟诵

的调查与思考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人民教育电子音

像出版社
2013年5月 张静

1164 天津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与管理研

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天津市规划局保

护规划处
2012年6月 夏青

1165 天津大学 著作奖 源泉的求索——建筑的内涵及解读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3年2月 罗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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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奖 供应链知识共享绩效评价研究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学与科学技

术管理
2011年第5期 冯长利

1167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国家创新能力成长机理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孙玉涛

1168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

影响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林丹

1169 东北大学 著作奖 技术文化论 著作 日语 交叉学科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王秋菊

1170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自尊的本质——基于生命和谐视域下的思考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丛晓波

1171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创业发展论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邹云龙

1172 东北林业大学 著作奖 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李英

1173 复旦大学 著作奖 西汉侯国地理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11月 马孟龙

1174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与

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王祥荣

1175 同济大学 研究报告奖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理管理体

系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国家发改委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
司等采纳

2011年12月 杜欢政

1176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Lane-Changing Behavior on Urban

Streets: An “In-Vehicle” Field
Experiment-Based Study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Computer-Aided

Civil and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Volume

27,Issue
7,August

2012

孙健

1177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善行的边界：社会和市场规范冲突中的公益

选择 - 基于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研究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8期 葛岩

1178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场所叙事：城市文化内涵与特色建构的新模

式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3期 陆邵明

1179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Spatially enabled emergency event

analysis using a multi-level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method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Natural

Harzards

June 2013,

Volume
67,Issue 2

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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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索引、附录 著作 多语种 交叉学科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1181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CCIDI）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王婧

1182 东华大学 著作奖 中国旗袍文化史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
2011年7月 刘瑜

1183 东华大学 著作奖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天文学史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邓可卉

1184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交通绩效检验－

－上海案例研究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城市规划学刊 2013年第2期 孙斌栋

1185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马王堆帛书经法君正章试解——兼论老子乙

卷前古佚书之性质与先秦汉初论语之传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考古 2012年第5期 黃人二

1186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8月 吴冠军

1187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城市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响应方法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王军

1188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他人的面容与“

歌中之歌”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三联书店 2012年9月 刘文瑾

1189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美官方话语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1年12月 窦卫霖

1190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patial

Mismatch and Economic Growth Across
US Metropolitan Areas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Urban Studies
October

2013,
Vol.50.No.13

李会平

1191 南京大学 论文奖
中国书法景观的公众地理知觉特征——书法

景观知觉维度调查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地理学报 2012年第2期 张捷

1192 南京大学 论文奖
Modeling hotel room price with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December

2011,
Vol.30(4)

张宏磊

1193 南京大学 论文奖 论心理何以可能：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应用心理研究

（台湾）
2013年第1期 王波

1194 南京大学 论文奖 文学与年龄：从“60后”到“90后”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文艺研究 2012年第6期 黄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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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 南京大学 研究报告奖 民政工作中托底性保障的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领导批示 2013年10月 林闽钢

1196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原音韵校本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华书局 2013年2月 张玉来

1197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夭折的合法反对——民初政党政治研究

（1912-1913）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王建华

1198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基于服务的动态电子商务交互与应用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陈曦

1199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情爱论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年6月 赵丹

1200 东南大学 论文奖
Ezra Pound's The River Merchant's

Wife: Representations of a
Decontextualized "Chineseness"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META

Volume

56,Issue 3,
September

2011

汤君

1201 东南大学 著作奖 汉墓壁画的宗教信仰与图像表现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6月 汪小洋

1202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减排策略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张明

1203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研发竞争力研究——省际经验证据和微

观理论探讨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5月 吉生保

1204 河海大学 著作奖
地理标志保护研究——基于农业区域品牌化

发展视角的思考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12月 吕苏榆

1205 江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3)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专家建议》、

领导批示
2012年12月 吴林海

1206 江南大学 著作奖
城市·记忆·形态：心理学与社会学视维中

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朱蓉

1207 江南大学 著作奖 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的英国形象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2年2月 张俊萍

1208 江南大学 著作奖 近代齐鲁与江南汉族民间衣装文化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6月 崔荣荣

1209 浙江大学 论文奖
Dynamics of argumentation systems: A

division-based method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lume 175,

Issue 11,
July 2011

廖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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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浙江大学 论文奖 基于平行词同现网络的语言聚类 论文 汉英 交叉学科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3年第5-6

期
刘海涛

1211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工程设计哲学：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的

关系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潘恩荣

1212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华书局 2013年1月 关长龙

1213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敦煌文献避讳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年11月 窦怀永

1214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当代体育社会心理探索—从理论到实践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王进

121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阶段变化模型的现场应用及启示—以体育锻

炼行为为例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司琦

1216 合肥工业大学 著作奖 知识型员工心理资本与开发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5月 魏荣

1217 合肥工业大学 著作奖 生态文明时代的和谐管理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12月 黄志斌

1218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沉默的螺旋：媒体情绪与资产误定价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经济研究 2012年第7期 游家兴

1219 厦门大学 论文奖
Does Religion Matter to Owner-Manager

Agency Costs?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ume

118,Issue 2,
December

2013

杜兴强

1220 厦门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不确定条件下项目投资论证分析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福建厦门市融坤商

贸发展有限公司
2012年8月 孟力

1221 厦门大学 著作奖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0月 周宁

1222 厦门大学 著作奖
东北亚区域整合现状及趋势：以图们江区域

合作开发为助推器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金向东

1223 山东大学 论文奖 遮蔽与澄明：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学术月刊 2012年第12期 张卫国

1224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论清代

《四书》学的学术转向与道统传承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哲学研究 2011年第7期 朱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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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山东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可再生能源社会可接受性研究及实证分

析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山东省人民政府

节约能源办公室
2013年11月 袁学良

1226 山东大学 著作奖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价值取向及其实

现机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曹永福

1227 山东大学 著作奖
元始 女性是太阳——“青鞜”及其女性研

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肖霞

1228 武汉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以中检集团为平台整合质量服务技术机

构  加快发展我国质量服务产业的若干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国务院领导批示

采纳
2013年8月 程虹

1229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制度演化及其复杂性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范如国

1230 华中科技大学 研究报告奖 山西省古村镇区域特色与集群保护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山西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2012年12月 何依

1231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中国非营利性医院投融资机制及策略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方鹏骞

1232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论文奖 儒学的仁爱观与我国慈善文化传播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学习与实践 2013年第12期 谢稚

1233 华中农业大学 论文奖
产品伤害危机对竞争品牌的外溢效应分析—

—以农产品为例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农村经济 2013年第2期 青平

1234 华中农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村矛盾化解机制研究——一种权益保

护与社区发展的视角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李长健

1235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协同运行机制研

究——以技术转移政策体系为研究对象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3年第1期 刘华

1236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语文教育美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11年12月 杨道麟

1237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从资源到资本——民间文学与国产动漫的整

合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徐金龙

1238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调查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1月 吴理财

123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实证分

析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
2012年第1期 薛钢

124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教育数量与教育质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

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教育研究 2013年第5期 柳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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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2013 中国地方财政发展研究报告——地方

政府环境治理行为与路径优化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242 中南大学 著作奖
诉讼主体诚信论——以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立

法为中心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1月 唐东楚

1243 中南大学 著作奖 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10月 任继昉

1244 中山大学 论文奖 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2期 梁琦

1245 中山大学 论文奖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1978–

2008: Whence, what and whither?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ume 35,

Februray
2011

保继刚

1246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企业承诺、消费者选择与产品质量水平的均

衡分析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经济研究 2013年第8期 王夏阳

1247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Instant Diffusion Equation of Price

Changing and Time-Space Exchange
Descripttion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Scientific

Research

Volume 2,

Number 2,May
2011

云天铨

1248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侵权不确定性与贝叶斯法则：一种法经济学

的视角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法学评论 2012年第5期 张瀚

1249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现代性·地方性——岭南城市与建筑的近代

转型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彭长歆

1250 四川大学 研究报告奖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及其区域实现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九三学社四川省委

、中共贵州省委政

策研究室等
2012年10月 邓玲

1251 四川大学 研究报告奖 四川入境旅游发展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四川省旅游局 2013年11月 陈雪奇

1252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工程 著作 汉语 管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徐玖平

1253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傅大士研究（修订增补本）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张勇

1254 西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统筹城乡视野下基于农户后顾生计保障的农

村居民点整合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重庆市农村土地

整治中心
2013年12月 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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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Employing system of systems in

China's emergency Management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IEEE Systems

Journal

Volume

5,Issue 2,
June 2011

刘世勇

1256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Opportunity, challenges and policy

choices for China on the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Energy Policy
Volume

60,September
2013

胡德胜

125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尚娟

1258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古典美学的复兴——巴尔塔萨神学美学的美

学史意义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商务印书馆 2013年8月 张俊

1259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语用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王元华

1260 兰州大学 论文奖
明代灶户宗族生计变革与祖先故事演变 —

—以石狮铺锦黄氏为例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社会科学辑刊 2013年第6期 叶锦花

1261 兰州大学 著作奖
寻找锅庄舞：藏地锅庄的历史、社会、体育

考察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7月 毕研洁

1262 北京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技术未来分析与新兴产业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社会科学规划
办公室

2012年1月 黄鲁成

1263 首都医科大学 著作奖
吾乡吾情——北京市密云县村卫生室实地研

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年8月 吕兆丰

126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大遗址的文化地理空间分析——以咸阳原为

例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张祖群

1265 北京电影学院 著作奖 可持续发展战略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北京科技出版社 2011年1月 周毅

1266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论文奖 科学文化基本问题辨析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与无神论 2011年第6期 李超英

1267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研究报告奖

海外石油勘探开发投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研

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国家能源局；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

2011年7月 罗东坤

1268 天津科技大学 著作奖 罪过情感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温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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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 天津工业大学 论文奖 唐代狮子造型面部刻画拟胡人化刍议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装饰 2013年第7期 高彬

1270 天津工业大学 著作奖
合作博弈视角下的绿色用水与供水系统柔性

化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张宏伟

1271 天津农学院 论文奖
哈尼族自然观变迁下的村寨与周边环境关系

的演变—以云南哈尼族曼岗村寨为例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风景园林 2013年第4期 冀媛媛

1272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著作奖

户外活动手册：给孩子们的157个户外活动

方案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年12月 魏彦平

1273 天津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南银行档案史料选编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黑广菊

1274 天津城建大学 著作奖 中国琴歌发展史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年5月 薄克礼

1275 河北大学 著作奖 词调史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田玉琪

1276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论文奖 生态文明重在建设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经济日报 2013年6月7日

河北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

1277 山西大学 著作奖 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3年6月 刘丽

1278 山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农民工社会网络结构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9月 任义科

1279 山西中医学院 著作奖 宋代文士通医现象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薛芳芸

1280 内蒙古科技大学 论文奖
基于ARIMA模型对我国“十二五”能源需求

的预测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煤炭工程 2012年第1期 宋宇辰

1281 内蒙古师范大学 著作奖
区域整合理论、方法与实践—基于‘经济-

资源’互补型区域视角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佟宝全

1282 沈阳工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现代名人遗言评析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 王建辉

1283 辽宁中医药大学 著作奖 清代医林人物史料辑纂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辽宁科技出版社 2013年8月 鞠宝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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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 渤海大学 著作奖 中国当代社会史（第一卷1949-1956）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师吉金

1285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会计学与财务学范畴及学科定位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7月 张先治

1286 长春理工大学 著作奖 开天辟地——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纵论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年5月 孔德生

1287 长春工业大学 论文奖
Counterterror meas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A differential game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Operations

Research
Letters

Volume 41,

Issue 3, May
2013

王珺

1288 通化师范学院 论文奖
多模态话语理论在英语分级教学中的应用—

—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为例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长春师范学院学

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10期 李菁菁

1289 长春建筑学院 论文奖 CET改革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现代交际 2011年第11期 刘云佳

1290 东北农业大学 著作奖 作物资源的伦理观构建与种质运筹管理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6月 王晓为

1291 北京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能源报告（2012）：能源安全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魏一鸣

1292 哈尔滨工业大学 著作奖 面向孔庙祭祀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年12月 吕德生

1293 哈尔滨工业大学 著作奖
沉浸性体验：1908－2008中国百年电影声音

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2年8月 陈越红

1294 西北工业大学 著作奖
基于熵理论的出版社经营风险研究——以我

国大学出版社为例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张近乐

1295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环境人类学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王天津

1296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田钒平

1297 上海海洋大学 著作奖
文选编译与经典重构——宇文所安的《诺顿

中国文选》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2年11月 陈橙

1298 上海中医药大学 著作奖 中医发生学探微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
2013年9月 谭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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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 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奖 清代司法检验制度中的洗冤与检骨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7期 茆巍

1300 华东政法大学 著作奖
CHINA AIR TRANSPORT: PERFORMANCE AND

HUMAN BEHAVIOR
著作 英语 交叉学科

CHINA HOUSE

PRESS
2013年1月 孙占芳

1301 上海政法学院 著作奖 生命、心理、情境：中国安乐死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法律出版社 2011年6月 李惠

1302 苏州大学 著作奖 明代苏州园林史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3年5月 郭明友

130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著作奖 现代应急管理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曹杰

1304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凤凰出版社 2012年5月 黄征

1305 南京晓庄学院 论文奖
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转型时期群

体性事件定性之困惑及解决路径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江苏社会科学 2012年第2期 李昌庚

1306 南京晓庄学院 著作奖 美术治疗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周红

1307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奖 德育耗散结构论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1年10月 吴岳军

130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学术组织再造：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成长

机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张炜

1309 浙江理工大学 著作奖 Transcendental的中译论争历史考察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文炳

1310 温州大学 论文奖 佛学视野的美学方法论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文学评论 2012年第2期 颜翔林

1311 温州大学 著作奖 中国学校安全立法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方益权

1312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文化语境中的林纾翻译研究 著作 英语 交叉学科
浙江工商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高万隆

1313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休闲学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郭鲁芳

1314 浙江传媒学院 著作奖 文化改革发展论：文化建设的冷热思考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朱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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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著作奖 红帮裁缝评传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季学源

1316 安徽理工大学 著作奖
人力资本投资效益测度、投资决策及其风险

管理——基于我国中小型科技企业人力资本
投资现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何刚

1317 安徽师范大学 论文奖 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差异性问题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现代文学论

丛
2013年第1期 杨四平

1318 安徽财经大学 论文奖 我国城市化征地对农民健康的影响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管理世界 2012年第9期 秦立建

1319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研究报告奖

高职高专医学文秘专业的现状与发展的调研

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文教资料、教育

部高职高专相关
医学类教指委

2012年3月 刘志梅

1320 福州大学 著作奖 晚清华洋商事纠纷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华书局 2013年12月 蔡晓荣

1321 福建农林大学 研究报告奖
福建省“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

估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福建省人民政府

等
2013年12月 郑庆昌

1322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Focus, newness and their combination: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discourse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PLOS ONE 17-Aug-12 陈黎静

1323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生态文明学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2年9月 廖福霖

1324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长汀水土保持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朱鹤健

1325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与对策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10月 鄢奋

1326 东华理工大学 著作奖 社会信息论域下的社会真相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9月 蔡东伟

1327 南昌航空大学 著作奖
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江西红色

历史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李康平

1328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基于生态文明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

化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余达锦

1329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旅游地地方感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唐文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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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山东建筑大学 论文奖 公共危机事件的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东岳论丛 2012年第9期 李鹏

1331 山东建筑大学 著作奖
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

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宋秀葵

1332 山东农业大学 论文奖
我国农村沼气国债项目：政策特征、政策绩

效与政策优化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农业经济问题 2012年第7期 郑军

1333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武侠审美文化研究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体育科学 2013年第4期 孙刚

1334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化学基本观念的内涵及其教学价值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学化学教学参

考
2011年第6期 毕华林

1335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数字艺术德性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0月 马立新

1336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华杂技艺术通史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南海出版公司 2012年6月 安作璋

1337 泰山学院 研究报告奖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山东省公安厅 2012年11月 王庆功

133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著作奖 生态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2月 舒坤尧

1339 郑州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村金融排斥与包容——金融地理学视

角的分析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田霖

1340 河南中医学院 研究报告奖 完善河南省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的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
2013年6月 司富春

1341 商丘师范学院 论文奖 知识基因自由组合规律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学研究 2011年第10期 刘福林

1342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论文奖 采取有效措施推动食品安全科学发展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Journal of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ume

2,Issue1,
2012

李宗明

1343 湖北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医院交易成本经济分析研究：基于交易费用

理论视角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卫生经济 2012年第1期 李习平

1344 湖北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本土中药日化产品首购意愿实证研究-基于

概念认同的调节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4卷

第3期
潘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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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 湖北中医药大学 研究报告奖 2009年中医基本现状调查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
2011年7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基本现状调查
报告编写组

1346 黄冈师范学院 研究报告奖
地方本科高校工程教育现状调查报告--以湖

北省5所地方本科高校为例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湖北理工学院、

湖北工程学院
2013年12月 兰智高

1347 湖北科技学院 论文奖
武陵山片区特产资源的地理标志保护与特色

产业扶贫对策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山东农业科学 2012年第12期 孙志国

1348 湖北医药学院 论文奖
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医患关系法律制度的确立

及走向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医学与社会 2011年第4期 吕宜灵

1349 湘潭大学 著作奖 网络引证视角的知识交流规律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杨思洛

1350 长沙理工大学 著作奖 和谐社会与权力道德生态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唐土红

1351 湖南农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黄浦江浮猪”事件应急处置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8月 李燕凌

1352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农村土地整理绩效区域差异及其影响机

理分析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土地科学 2012年第6期 罗文斌

1353 湖南理工学院 著作奖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余三定

1354 湖南文理学院 论文奖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及系统耦合效应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经济地理 2013年第6期 熊建新

1355 湖南商学院 著作奖 中国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模型与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1年3月 王明高

1356 湖南商学院 著作奖
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策略——以长株潭试验区

为例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曾耀农

1357 湖南工业大学 著作奖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调控—以长株潭核心区为

例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傅丽华

135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论文奖 马克思体面劳动观的伦理阐析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道德与文明 2012年第3期 贺汉魂

1359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学生顶岗实习劳动风险化解的法律缺失与完

善——基于顶岗实习劳动风险相关主体权益
保护的思考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高教研究 2012年第11期 孙长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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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华侨大学 论文奖 论海外汉语教育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南京社会科学 2011年第9期 沈玲

1361 华侨大学 著作奖 南音科学技术思想论稿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年6月 吴鸿雅

1362 华侨大学 著作奖
集聚·分化·整合——1927-1937年苏州城

市化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合肥工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方旭红

1363 暨南大学 论文奖
Factors affecting intercoder

reliability: a Monte Carlo experiment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Quality and

Quantity

Volume

24,Number
26, October

2013

冯广超

1364 暨南大学 论文奖
Innovation considering pollution

emission with renewable energy input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Energy &

Environment

Volume

47,Issue 5,
August 2014

聂普焱

1365 暨南大学 著作奖 专利法的伦理基础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胡波

1366 汕头大学 著作奖 女性主义专题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庄园

1367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Negotiating place and identity after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Routledge、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Volume

12,Issue
2,2011

朱竑

1368 华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以佛教为中

心的考察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陈金龙

1369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奖

科学发展观视角析“现代大学制度”创新探

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3年6月 金泽龙

1370 广东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岭南典型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策略研究

--以石塘村、林寨古村和苏二村为例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广东省住房与城

乡建设厅、韶关
市城乡规划局

2013年12月 朱雪梅

137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著作奖 人文学概论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栾栋

1372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研究报告奖

基于岗位能力的卫生高职院校医学人文素质

教育的改革与实践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肇庆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
2013年12月 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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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 广西大学 著作奖 生态文化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3年11月 刘亚萍

1374 海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城乡统筹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变革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王习明

137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论文奖
Organizational Career Growth,

Affective Occupational Commit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Volume 80,

Issue 2,
April 2012

翁清雄

1376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心灵的自由 独立的象征—特殊教育需要学

生自我决定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重庆出版社 2012年12月 徐胜

1377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基于国家认同感理论的红色旅游研究 著作 英语 交叉学科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7月 胡志毅

1378 重庆文理学院 著作奖 生态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1年2月 田书芹

1379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奖
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基于法经

济学的分析范式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法律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煜宇

1380 重庆工商大学 著作奖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文传浩

1381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研究报告奖 重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路径选择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重庆市政府，重

庆市规划局
2012年8月 郭莉滨

1382 西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龙伟

1383 宜宾学院 论文奖 现代高等教育内生性制度逻辑比较研究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江苏高教 2012年第6期 田联进

1384 四川传媒学院 著作奖 微风无限——微时代娱乐景观管窥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刘彤

1385 贵州民族大学 论文奖 侗歌“文本”双层解读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
2012年第5期 贺云

1386 贵州民族大学 著作奖
社区增权视角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

—以贵州西江苗寨为采样点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廖军华

1387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

术学院
论文奖

劳务经济视角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

发展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教育与职业 2013年第9期 吴格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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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 云南大学 论文奖

Lifecycle assessment of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performance
of Jatropha curcas L. biodiesel in
China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Biomass and

Bioenergy

Volume

35,Issue 7,
July 2011

王赞信

1389 云南农业大学 论文奖
Decentralization of Tree Seedling

Supply Systems for Afforestation in
the West of Yunnan Province, China

论文 英语 交叉学科
Small-Scale

Forestry,
Springer

Volume

11,Issue 2,
June 2012

何俊

1390 云南中医学院 著作奖 法铸和谐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杨绍光

1391 云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多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当地族群关系的影响

—以川滇泸沽湖地区为例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旅游学刊 2012年第5期 陈刚

1392 云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后危机时代金属期货价格集体上涨--市场需

求还是投机泡沫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金融研究 2011年第9期 周伟

1393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奖 道路交通事故心理援助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3年12月 孙云

1394 西藏大学 论文奖
基于Web of Science的旅游目的地品牌研

究综述——兼谈对西藏建设重要的世界旅游
目的地的启示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藏学 2012年第3期 图登克珠

1395 西藏民族学院 论文奖
佛典譬喻与西藏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以《

金玉凤凰》为中心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西藏大学学报 2013年第3期 袁书会

1396 宝鸡文理学院 著作奖 《广弘明集》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刘林魁

1397 兰州理工大学 著作奖 设计思维：设计师思维体系解构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工业机械出版社 2011年5月 柴英杰

1398 兰州交通大学 著作奖
知识镜像与中国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年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进展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王永斌

1399 甘肃农业大学 著作奖 甘肃地域文化资源的艺术转化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10月 刘朝霞

1400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基于粗糙集与灰色理论的额济纳绿洲稳定性

综合评价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资源科学 2012年第9期 王耀斌

1401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先秦工艺美术概论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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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 青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青藏高原东北缘全新世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

---以青海湖江西沟2号遗迹为例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地理学报 2013年第3期 侯光良

1403 青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青海湖流域生态功能与生态补偿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陈克龙

1404 青海民族大学 论文奖
社会资本视角下青南高原藏区生态旅游发展

的社区参与研究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青海民族研究 2012年第4期 卓玛措

1405 青海民族大学 论文奖 三江源牧户参与草地生态保护的意愿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生态学报 2013年第18期 李惠梅

1406 青海民族大学 论文奖
从Sarağur到Salïr——撒拉族源流的语言人

类学研究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西北民族研究 2013年第2期 马伟

1407 新疆大学 研究报告奖
当前涉及新疆稳定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

策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国家民委
2012年4月

古丽阿扎提.吐尔

逊

1408 新疆大学 研究报告奖 正确区分对待宗教服饰与新疆社会稳定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办公厅
2013年8月 郑亮

1409 石河子大学 著作奖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8月 崔登峰

1410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感性的呼唤——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化问题

研究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湖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资利萍

141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京杭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 著作 汉语 交叉学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俞孔坚

1412 铁道警察学院 研究报告奖 警察法学教学模式改革探讨 研究报告 汉语 交叉学科
武汉铁路公安局

武汉公安处采纳
2013年4月 刘卉

1413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干旱内陆河流域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 论文 汉语 交叉学科 自然资源学报 2012年第11期 魏伟

1414 南京大学 论文奖

Trajecotries of Chinese students'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ver the high
school transition period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年第2期 刘阳阳

141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认知风格影响课堂学习行为机制初探--基于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程宏宇

1416 郑州大学 著作奖 需要与道德—中国青少年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蒋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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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 湖北大学 著作奖 外语学与教的心理学原理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1年1月 张庆宗

1418 贵州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西南苗布侗彝少数民族大学生创新精神与心

理健康现状及提升对策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贵州省教育厅 2012年5月 王洪礼

1419 河西学院 著作奖 甘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行动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雒焕国

1420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如何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基于《教育

规划纲要》及教育历史的实证分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3年第11期 郭法奇

1421 天津大学 著作奖 商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变革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李忠

1422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江泽民教育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胡涵锦

1423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华大典 教育典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孙培青

1424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周尚文

1425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化差异与价值整合-——百年中国基础教

育改革进程中的思想激荡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黄书光

1426 江南大学 著作奖 明清江南家族教育：多元视角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12月 蒋明宏

1427 浙江大学 论文奖 蔡元培与民初教育改革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1年第7期 田正平

1428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移植、调适与发

展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周谷平

1429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教育学原理的知识演进——以文本

为线索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叶志坚

1430 厦门大学 著作奖
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

庆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年4月 张亚群

1431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人留学史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月 章开沅

1432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1年5月 周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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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中西合冶：华西协合大学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巴蜀书社 2013年10月 张丽萍

1434 河北大学 著作奖 教育科研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大象出版社 2011年11月 吴洪成

1435 河北大学 著作奖
美国州级公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构建与变

迁——以加州为个案的历史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内蒙古大学出版

社
2011年12月 何振海

1436 河北联合大学 著作奖 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刘旭东

1437 山西大学 著作奖 五四时期教育目标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孙杰

1438 内蒙古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数学教育史-----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数学教

育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代钦

1439 南京晓庄学院 著作奖 陶行知年谱长编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文岭

1440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清代科举冒籍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刘希伟

1441 宁波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12月 吴小鸥

1442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3月 叶一舵

1443 昌吉学院 著作奖
哈萨克族近代启蒙之星——中国近代哈萨克

族著名历史人物教育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沙吾列.依玛哈孜

1444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福柯知识权力理论及其教育学意蕴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李孔文

1445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儿童受教育权：性质、内容与路径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尹力

1446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国外教育政策研究基本文献讲读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刘复兴

1447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专业化语境下我国教师教育的困境与破解路

径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湖南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报
2012年第4期 曲铁华

1448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延续的痛苦——身体社会学视域中的农村教

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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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公平取向下义务教育发展的评价指标探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

（人文社科版）
2013年第4期 杨小微

1450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重塑教育的灵魂——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及

其路径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探索与争鸣 2013年第3期 吴遵民

1451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奔走在迷津中的课程改革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
2013年第4期 吴刚

1452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尺度”与教育基础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3期 李政涛

1453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学校本位教师专业发展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崔允漷

1454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他者镜像与自我建构：中国基础教育的异域

形象（1978-2008）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黄忠敬

1455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本真生存与教育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9月 朱新卓

1456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比较教育学：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年5月 冯增俊

1457 西南大学 论文奖 信息技术与校本课程开发整合的哲学省思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9期 么加利

1458 西南大学 著作奖 教育文化论纲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倪胜利

1459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学校布局问题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3期 郝文武

1460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育需要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张旸

1461 山西大学 论文奖 论“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早期形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11期 侯怀银

1462 太原师范学院 论文奖 教师教育重心后移：动因与走向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7期 孟旭

1463 哈尔滨师范大学 论文奖
怀特海的认识论及其对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启

示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8期 杨丽

1464 哈尔滨师范大学 论文奖 建设性后现代教育论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2期 温恒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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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 北方民族大学 论文奖 “学科”演进的理性审视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高教研究 2011年第9期 谭月娥

1466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人性的力量：中西教育文化变迁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5月 丁念金

1467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育转型：理论、机制与建构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鲁洁

1468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育与正义——教育正义的哲学想象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金生鈜

1469 湖州师范学院 著作奖 马克思教育思想的当代阐释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学习出版社 2013年3月 舒志定

1470 宁波大学 著作奖 生成中的中国教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吴黛舒

1471 皖西学院 论文奖
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广义现象学的认识论

透视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5期 程从柱

1472 江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关于和平教育的思考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3期 何齐宗

1473 上饶师范学院 论文奖 也谈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差异性假设视角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教育学刊 2012年第2期 张灵

1474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自由与束缚:课程改革中教师的学科依附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9期 王夫艳

1475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著作奖

教育公平视阈下“特岗计划”实施成效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高闰青

1476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学机智与智慧课堂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年4月 王卫华

1477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著作奖 教师流动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谭长富

1478 广西大学 论文奖
教学艺术的本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论—

—教育学和心理学关系的视角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罗德红

1479 广西大学 论文奖
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兼论新时

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现代大学教育 2011年第5期 王巨光

1480 广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聚焦于教育研究能力的教师教育模式探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2期 杨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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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论文奖
教育与生活——关于“教育回归生活”的哲

学思考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3期 孟建伟

1482 贵州师范学院 论文奖 教育研究的价值转向与教师教学个性的生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全球教育展望 2012年第6期 黎平辉

1483 宁夏大学 著作奖 在通往语言途中的教育：语言论教育论纲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谢延龙

1484 银川能源学院 著作奖 现代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阳光出版社 2011年12月 徐建国

1485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国学经典教育的尺度与分寸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学报 2012年第1期 杜霞

1486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创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基于设计的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2月 王文静

1487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支点——中国特色教研

制度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梁威

1488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薄弱学校的教学改进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胡定荣

1489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导学案”与“先学后教”异化现象及其问

题诊断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研究 2012年第9期 孔凡哲

1490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特征及其文化

阐释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东北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期 李广

1491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重建科学课程的生活世界——一种弥合现代

与后现代科学课程观冲突的尝试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于海波

1492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基于标准的教学设计：理论、实践与案例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李锋

1493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教师行为与学生行为的关系解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3期 高巍

1494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教学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年4月 郭元祥

1495 西南大学 著作奖 课堂生态论：和谐与创造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年5月 李森

1496 西南大学 著作奖 新课程下的教学方式转变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西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靳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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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7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教师个人教学哲学：意义与建构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3期 陈晓端

1498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石鸥

1499 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奖
新课改十年：争鸣与反思--兼论新课改如何

穿新鞋走出老路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课程·教材·教

法
2011年第3期 纪德奎

1500 河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基础教育呼唤高师学科教学中融入探究式学

习---以物理学科为例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课程·教材·教

法
2012年第5期 孟秀兰

1501 廊坊师范学院 论文奖
Teaching Algebraic Equations with

Variation in Chinese Classroom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Springer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1

5-May-13 李静

1502 山西大学 论文奖
社会学视域下的课堂空间意蕴及其价值再审

视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7期 徐冰鸥

1503 山西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山西省农村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及有效性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山西省教育厅 2013年11月 张海珠

1504 运城学院 著作奖 教学工程师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郭红霞

1505 延边大学 论文奖 国内外教师信念问题研究综述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延边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13年1月 金爱冬

1506 哈尔滨师范大学 论文奖 从教师专业知识状况看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课程·教材·教

法
2011年第10期 赵冬臣

1507 齐齐哈尔大学 研究报告奖 小学国学校本课程开发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鞍山市铁东区教

育局
2012年9月 田立君

1508 南通大学 著作奖 阅读教学对话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慕君

1509 淮阴师范学院 著作奖 科学教学通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袁维新

1510 盐城师范学院 著作奖 语文教科书中学习活动的设计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乔晖

1511 扬州大学 著作奖 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外集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年10月 顾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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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数学教育中的数学文化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年9月 张维忠

1513 衢州学院 著作奖 教科书的农村适切性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李长吉

1514 宁波大学 著作奖 解释学视域下的对话教学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张光陆

1515 合肥师范学院 著作奖 中小学社会实践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黄山书社 2012年12月 殷世东

1516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公共知识的课程论意义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期 余文森

1517 江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新中国真的发生了八次课程改革吗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2期 谢翌

1518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课程理解的意义之维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2期 徐继存

1519 曲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大学英语课堂有效教学调查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9期 任庆梅

1520 聊城大学 著作奖 教师教学决策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张朝珍

1521 青岛大学 论文奖
我们该怎样做研究——对课程与教学论主流

研究范式的反思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课程·教材·教

法
2011年第7期 马勇军

1522 湖北科技学院 论文奖
地理课标对活动教学的指向及教材编写一致

性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学地理教学参

考
2013年第6期 黄莉敏

1523 湖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艰难的规整——新中国十七年（1949-

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方成智

1524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教学认识论的人道主义向度——生成论教学

哲学的立场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4期 张广君

1525 深圳大学 著作奖 西方课程思潮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年4月 李臣之

1526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著作奖 粤港专家教师阅读教学个案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3年3月 左岚

1527 广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有效教学的设计原理、策略与评价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孙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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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让和谐化成民族的素质——“民族理论与民

族政策”课程的“三化”改革探索与实施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9月 龚永辉

1529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学生发展的活动机制及其教学应用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李松林

1530 大理学院 著作奖 经验学习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房慧

1531 咸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当代教师信念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马莹

1532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和中

国公民教育的选择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檀传宝

1533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制度何以育德?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2年第4期 杜时忠

1534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

院
著作奖 我国小学低年级学生诚信知行冲突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世界图书出版有

限公司
2012年4月 王丹

1535 辽宁师范大学 论文奖 消费文化对青少年道德观的影响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0期 杨淑萍

1536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我国儿童、青少年“诚信观”状况的调

查分析及改善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大连市教育局等

单位采纳
2011年9月 傅维利

1537 辽宁科技学院 著作奖 德育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刘忠勋

1538 宁波大学 著作奖 诗意德育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科会科学

出版社
2012年11月 冯铁山

1539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道德教育的非知识化路径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6期 谭维智

1540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制度道德教育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冯永刚

1541 武汉工程大学 著作奖
当代大学生爱国热情保护和引导的理论与实

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叶芃

1542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哲学

探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刘铁芳

1543 西华师范大学 著作奖 道德教育原理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冯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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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4 内江师范学院 著作奖 同情教育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左群英

1545 成都师范学院 著作奖 学校德育课程的精神视界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邓达

1546 西安科技大学 著作奖
比较与整合：中国当代“主体间性”道德教

育理论的建构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张立杰

1547 清华大学 著作奖
The Formulation and Transi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Policy from 1978
to 2007: A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著作 英语 教育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nge
Publications

2013年5月 文雯

1548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同胞性别结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教育获

得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社会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郑磊

1549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从寒门走进象牙塔: 中美大学教授社会流动

之比较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高教研究 2013年第9期 林曾

1550 西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促进非物质文化发展的六点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教育部 2013年10月 张诗亚

1551 上海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上海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

金会等单位采纳
2013年6月 陆建非

1552 浙江警察学院 著作奖 教育与社会分层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陈卓

1553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奖
功利主义背景下反思现代院校文化发展之“

负能量”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煤炭高等教育 2013年第5期 强丽

1554 长江师范学院 著作奖 教育公平与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彭寿清

1555 贵州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留守与流动儿童关心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的比

较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贵州省六盘水市

教育局
2012年8月 肖庆华

1556 延安大学 论文奖
城市让教育更美好——再论城镇化进程中的

农村教育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2年第06期 胡俊生

1557 宁夏师范学院 论文奖 中小学教师流动样态及其合理性标准建构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
2011年第1期 薛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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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 清华大学 论文奖

Does private tutoring improve

students’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performance?—A case study from
Jinan, China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February

2013, Vol.32
张羽

155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公共财政框架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王善迈

1560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高等院校办学效率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 2012年12月 侯龙龙

1561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育政策的监测与评价研究——“西部地区

基础教育发展”项目影响力评价为例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年8月 杜育红

1562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对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钱智勇

1563 东北林业大学 著作奖 学费定价研究：理论、方法与改革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伍海泉

1564 浙江大学 研究报告奖
教育扶贫是破解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主要

矛盾的有效途径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1年6月 陈健

1565 武汉理工大学 论文奖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教育起点公平的负面

影响——基于全国9省(区)的调查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3期 贾勇宏

1566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现象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发展研究 2013年第9期 吴克明

1567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家庭教育需求的差异化与学校布局调整政策

转型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6期 雷万鹏

1568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小学布局调整与教学点的建设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年8月 郭清扬

1569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义务教育体制改革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2月 范先佐

157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分

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1期 吴强

157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中小学学校规模变动的决定性因素:人口变

化还是政策驱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实证分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李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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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产学合作与法律制度创新：大学知识产业化

的立法促进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5月 许长青

1573 西南大学 论文奖
教师职业专业化的异化与转型——基于社会

分工演进的考察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12期 张学敏

157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论文奖
School mapping re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achievements,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Volume

13,Number 4
赵丹

1575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学生成绩提高的原理与策略——义务教育生

产函数分析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薛海平

1576 齐齐哈尔大学 论文奖 “国培计划”振兴边远地区农村教育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教育报 2011年4月 赵忠山

1577 北京理工大学 著作奖 高校筹资多元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马永霞

1578 景德镇陶瓷学院 著作奖 成本膨胀论----一个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李从松

1579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非营利性民办学前教育组织发展的机理、困

境与对策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3期 郭磊

1580 河南科技大学 论文奖 协调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期 严全治

158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著作奖 高校债务风险管理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田恒平

1582 长沙理工大学 著作奖
基于多方法融合的中国教育经济学知识图

谱：1980-2010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黄维

1583 湖南工业大学 著作奖 教育发展融资创新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6月 王小兵

1584 海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基础教育公平——基于区域资源配置的

比较视角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沈有禄

1585 昆明理工大学 著作奖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可持续发展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臧兴兵

1586 西安文理学院 著作奖
陕西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与管理模式研

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申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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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研究生就业能力研究-社会认知与教育政策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屈晓婷

1588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教师校长流动机制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
2013年6月 毛亚庆

158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育现代化的路径（第2版）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褚宏启

1590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鲍传友

1591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英国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服务于学校改进的实

践、特点及启示——基于英国“伦敦挑战”
项目的分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外国教育研究 2012年第7期 赵岚

1592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美两国学前教育政府投入比较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外国教育研究 2012年第3期 夏雪

1593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教育发展浪潮与中国教育政策的多层设计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发展研究
2012年第13-

14期
秦玉友

1594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实施“异地高考”政策后亟待预防的三

重风险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发展研究

2013年第13-

14期
李涛

1595 东北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制定《规范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若干规定

》的政策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专家建议》等 2011年6月 邬志辉

1596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义务教育公平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县域内

义务教育校际差距的实证分析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安晓敏

1597 同济大学 著作奖
创业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变革的研

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王雁

1598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教育领导的伦理向度及其实现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1期 郅庭瑾

1599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高校招生制度的国际比较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江苏高教 2012年第4期 王斌华

1600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校长领导行为比较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
2013年第1期 柯政

1601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育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年7月 范国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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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 河海大学 论文奖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based on a two-
dimensional approach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Scientometrics
Volume

90,Issue 2
李峰

1603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北仑机制：区域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杨明

1604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学校建筑：教育意蕴与文化价值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邵兴江

1605 合肥工业大学 著作奖 基于TQM的高校教学质量管理模式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王章豹

1606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全球孔子学院云管理模式的探讨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孔子学院发展研

究
2013年第1期 郑通涛

1607 厦门大学 著作奖 高考改革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3年12月 刘海峰

1608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公共教育服务体制创新：治理的视角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7期 蒲蕊

1609 武汉大学 论文奖 教师责任范畴：内涵、外延及其架构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李保强

1610 西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机制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重庆市教育委员

会
2013年12月 李玲

1611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论纲——以西部农村为研

究对象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年10月 司晓宏

1612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高等学校法人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祁占勇

1613 中国医科大学 著作奖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唐国华

1614 沈阳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地方贯彻教育规划纲要政策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年10月 孙绵涛

1615 大庆师范学院 论文奖 高校管理方式的四个转变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光明日报 2013年1月 丁启明

1616 西北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一路探索 一路收获——陕西省教育督导理

念督导方法创新与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陕西省人民政府

教育督导团
2013年9月 杨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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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小学发展规划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陈建华

1618 浙江农林大学 著作奖
激活学术心脏地带——创业型大学学术系统

的运行与管理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1月 宣勇

1619 温州医科大学 著作奖 地方高校创业教育转型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黄兆信

1620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师专业发展概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杨天平

1621 宁波大学 著作奖 自由实践的教育管理——美学的视角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1月 孙玉丽

1622 浙江树人学院 著作奖 我国民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徐绪卿

1623 浙江外国语学院 论文奖
走进教育现场：基于教育现象学的校长培训

范式的转型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2期 李更生

1624 安徽师范大学 论文奖 农村教师编制动态管理有效路径探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教育学刊 2013年第6期 李宜江

1625 安徽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发展研究 2012年第17期 阮成武

1626 鲁东大学 论文奖
教授委员会：学术权力主导的高校内部管理

体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9期 毕宪顺

1627 青岛大学 著作奖 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 李福华

1628 山东英才学院 著作奖 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成效与改革取向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夏季亭

1629 河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高校教师的教学权利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10月 刘冬梅

1630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著作奖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与队伍管理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朱晓红

1631 武汉工程大学 著作奖 中国“90后”大学生素质生态评价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黄艳

1632 湖北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湖北省中医人才需求与高等中医教育改革研

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管理观察 2011年第5期 黄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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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 湖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创新型地方高校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5月 周清明

163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著作奖 外语教育政策的反思与构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张沉香

1635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研究报告奖
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学生职业综合能力培养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长沙卫生职业学

院
2012年9月 赖青

1636 广西师范学院 研究报告奖
广西农村中小学教师补充机制的政策创新研

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广西师范学院 2013年11月 彭宁

1637 成都学院 著作奖
城乡教育一体化水平监测与评价研究——以

成都市为例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柯玲

1638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学院
论文奖 发挥独立学院机制优势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高等教育 2013年第19期 罗正祥

1639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爱生学校”发展规划在农村学校变革中的

实践研究——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甘肃省项
目为例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8期 李泽林

164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时代的研究型大学-美英日德四国的

政策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马万华

1641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Tongshi Education Reform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Knowledge,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56,

No.3
张东辉

1642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为未来培养领袖：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

育重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10月 刘宝存

1643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美、英、日、印四国学前教育体制的比较研

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霍力岩

1644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顾明远

1645 南开大学 著作奖
Die Universitat Berlin als Modell und

seine Einflusse in China von 1902 bis
1952

著作 德语 教育学
Peter Lang

GmbH
2013年1月 杜卫华

1646 上海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法国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11年8月 王文新

1647 河海大学 著作奖
比较与借鉴：中美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实践

模式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沈蓓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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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 江南大学 著作奖 全球教育政策转移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杨启光

1649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日本教育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3年12月 汪辉

1650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俄罗斯教育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3年10月 刘淑华

1651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美国教师教育课程思想30年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戴伟芬

1652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3月 欧阳光华

1653 西南大学 论文奖
“科学探究”缘何变身“科学实践”？——

解读美国科学教育框架理念的首位关键词之
变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1期 唐小为

1654 河北大学 著作奖 比较教育学家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年8月 李文英

1655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研究报告奖 中美研究生学位授予权管理比较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河北省人民政府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7月 杨朝晖

1656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著作奖
大学教师流动及其中外比较研究——基于一

个全国样本的内容分析和建模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西苑出版社 2011年4月 吴培群

1657 沈阳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2月 孙河川

1658 渤海大学 著作奖
利益集团与美国高等教育治理——联邦决策

中的利益表达与整合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5月 周世厚

1659 佳木斯大学 论文奖 俄罗斯中小学生安全教育述评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外国教育研究 2011年第8期 赵伟

1660 西北工业大学 论文奖 博洛尼亚的进程瑞典大学灵活教育发展模式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高教研究 2012年第12期 赵硕

1661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专业视野中的PISA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6期 张民选

1662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当代西方教育与国家关系——基于国家利益

观视角的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乐先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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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3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印度教育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3年8月 安双宏

1664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师教育伙伴合作模式国际比较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年4月 许明

1665 山东理工大学 著作奖 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教育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苏守波

1666 鲁东大学 论文奖
美国“大学本位”教师教育危机及其改革走

向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课程·教材·教

法
2011年第9期 张济洲

1667 郑州大学 论文奖 俄罗斯外语教育政策与外语教学变革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比较教育研究 2013年第10期 王森

1668 大理学院 论文奖
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与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1期 禇远辉

166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企业大学研究——基于学习创新的视角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吴峰

167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游戏的力量：教育游戏与研究性学习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尚俊杰

1671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技术何以革新教育——在第三届佛山教育博

览会“智能教育与学习的革命”论坛上的演
讲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电化教育 2011年第7期 余胜泉

1672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国家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指南》的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远程教育杂志 2011年第6期 马宁

1673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何克抗

1674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远程教育教学设计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李芒

1675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Reshaping Learning: Frontiers of

Learning Technology in a Global
Context

著作 英语 教育学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3年1月 黄荣怀

1676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基于GALSRM模型的自适应学习系统体系结构

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3年第1期 姜强

1677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教育技术知识学科化研究--基于西方教育技

术知识研究的回溯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课程·教材·教

法
2013年第12期 姚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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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MOOCs的本地化诉求及其应对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远程教育杂志 2013年第5期 顾小清

1679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电化教育研究 2012年第12期 祝智庭

1680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任友群

1681 江南大学 论文奖 论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生的有效学习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3年第09期 陈明选

1682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非线性学习：数字化时代的学习创新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9月 王继新

1683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网络教育标准与技术（第2版）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吴砥

1684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村镇教育信息资源区域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刘清堂

1685 重庆大学 论文奖
Effect of different score reports of

Web-based formative test on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Computers &

Education
Volume 66 邹晓玲

1686 辽宁警察学院 论文奖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or

the Life Safety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载《Advances in

Education
Resarch：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Management》

Volume 28 徐文闻

1687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研究报告奖 独立学院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吉林省教育厅
2012年6月 唐永林

1688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与路径选择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4期 陈琳

1689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生态化虚拟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张立新

1690 聊城大学 论文奖
高校教师“PPT依赖症”的归因分析及对策

探讨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电化教育研究 2011年第3期 杨凤梅

1691 河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人物学术思想及其当代价

值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汪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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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校际协作学习相互启发的原理及其教育价值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8期 徐晓东

1693 华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信息时代的教育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6月 胡钦太

1694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论文奖 信息技术支持的促进理解的教学模式构建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现代教育技术 2012年第10期 鲁文娟

1695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庞丽娟

1696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大众传媒与幼儿认知发展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左志宏

1697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纯真并快乐着——幽默与儿童成长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徐韵

1698 东南大学 论文奖
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

的关系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心理学报 2012年第2期 梁宗保

1699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研究报告奖

科学发展学前教育的思考与建议——基于对

徐州市主城区学前教育发展现状的调查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徐州市教育局等 2012年12月 张丹枫

1700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浙江儿童民间游戏：现状与传承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秦元东

170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著作奖 斯托夫人自然教子书 著作 藏语 教育学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3年12月 羊吉加

1702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科学化·民主化·道义化——论农村学校布

局调整决策模型的三重向度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9期 刘善槐

1703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十二个国家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国际比较

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年11月 史宁中

1704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关于将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的思

考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课程·教材·教

法
2011年第12期 罗祖兵

1705 西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义务教育发展报告（2012）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大连市第五十六

中学等
2013年8月 宋乃庆

1706 辽宁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青少年实践能力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世界图书出版有

限公司
2012年2月 刘磊

1707 吉林农业大学 著作奖 家庭与学校德育价值取向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肖强

第 118 页，共 420 页



1708 湖州师范学院 著作奖 当代中学生的学习生活与课业负担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陈传锋

1709 湖北中医药大学 研究报告奖
建构式教学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的应

用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

管理学院
2012年1月 雷晓盛

1710 黄冈师范学院 论文奖 教育民生论的发生与解读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3年第11期 李金奇

1711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论文奖
教育民主与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兼论《

教育规划纲要》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武汉交通职业学

院学报
2013年第3期 潘峻岭

1712 广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边境国门学校研究：以广西、云南为例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王枬

1713 云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师教育课程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王艳玲

1714 宁夏大学 论文奖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规模变化分析与思考——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学报 2012年第3期 周福盛

1715 伊犁师范学院 研究报告奖 新疆伊犁州小学民族认同感教育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伊犁州教育局采

纳使用
2013年11月 冯晖

1716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市场的挑战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蒋凯

171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西方博雅教育思想的起源、发展和现代转

型：概念史的视角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1年8月 沈文钦

171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教育政策变迁中的策略空间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林小英

171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大学章程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张国有

1720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科教融合与大学现代化——西方大学科研体

制化的同质性和差异性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高教研究 2013年第1期 周光礼

1721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2012）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中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年度报
告”课题组

1722 清华大学 著作奖
解码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教育学考

察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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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北京邮电大学 论文奖 理工类院校实验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4期 范姣莲

1724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高校问责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周湘林

172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自主培育”还是“依赖引进”——中国人

才战略的实践悖论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黄海刚

1726 华北电力大学 著作奖 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翟亚军

1727 吉林大学 著作奖 论大学学术权力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赵俊芳

1728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牛津大学章程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管办分

离”的启示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高教研究 2012年第2期 严蔚刚

1729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特征分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3年第6期 冯倬琳

1730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面向创新型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研

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王琪

1731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中国未来与高校创新：2011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2月

教育部科技委“中

国未来与高校创新
战略研究”课题组

1732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985工程”建设报告（1999-2008）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10月
“985工程”建设

报告编研组

1733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精神的牧放与规训：学术活动的制度化与学

术人的生态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阎光才

1734 南京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外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研

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教育部学位管理

与研究生教育司
2013年11月 汪霞

1735 东南大学 著作奖 中外高等工程教育课程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崔军

1736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奖
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的专业结构性矛盾

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曹洪军

1737 南京农业大学 论文奖
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

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1年第12期 刘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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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 浙江大学 论文奖 创新型人才的素质结构与生成转化机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工程教育研

究
2012年第1期 徐小洲

1739 浙江大学 论文奖
创业型大学:概念内涵、组织特征与实践路

径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工程教育研

究
2011年第3期 邹晓东

1740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劳动力市场分割视阈下的大学生就业流动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3年第3期 武毅英

1741 厦门大学 著作奖
现代大学及其图新：纽曼遗产在英国和美国

的命运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别敦荣

1742 厦门大学 著作奖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管理与质量保障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林金辉

1743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潘懋元

1744 厦门大学 著作奖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研

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史秋衡

1745 厦门大学 著作奖
中国大学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

制度建构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王洪才

1746 厦门大学 著作奖 中荷研究型大学教师信念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吴薇

1747 厦门大学 著作奖 苦旅何以得纾解——高考改革困境与突破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1年11月 郑若玲

1748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大学通识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及指标设计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1期 冯惠敏

1749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新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艰难选择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2012年第6期 张应强

1750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民办高校的属性识别及其调控机制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9期 柯佑祥

1751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著作奖 中国公立大学自主发展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蒋洪池

1752 华中农业大学 著作奖 新工党执政时期英国高校创业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6月 胡瑞

1753 中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大学生创业教育新模式的构建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教育部综合改革

司等
2012年12月 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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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学生贷款的违约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廖茂忠

1755 西南大学 论文奖 守护批判品性：大学教学的超越之道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3年第1期 彭泽平

1756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大学生学习经历：概念模型与基本特征--基

于西安交通大学本科生学习经历的调查分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3年第8期 陆根书

1757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创业意向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彭正霞

1758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高校教师主体地位彰显的体制与机制创新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11期 张建祥

1759 北京工业大学 著作奖
行政契约：中国高校与学生新型法律关系研

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苏林琴

1760 石家庄经济学院 著作奖 创业型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董志良

1761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著作奖 大学生“双服务”素质教育模式研究与探索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王英

1762 河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韩国研究生“托利派”教学模式评析——以

汉阳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为例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
2013年第1期 李翠亭

1763 河北经贸大学 论文奖
大类招生条件下本科专业分层培养教育体系

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现代教育管理 2011年第2期 祃海霞

1764 河北经贸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可持续创业能力培养模式——校园模

拟企业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贾鸿雁

1765 山西农业大学 论文奖
基于发展性评价理念的“五维一体”学生评

价创新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大学教学 2011年第2期 何云峰

1766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论文奖 转型发展中的独立学院定位思考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高等教育 2011年第7期 苗玉宁

1767 沈阳医学院 研究报告奖
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PBL整合课程改革与实践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沈阳医学院 2013年1月 景汇泉

1768 沈阳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代性与大学——社会转型期中国大学制度

的变迁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朴雪涛

1769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著作奖 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3年7月 吕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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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 长春理工大学 论文奖
关于理工类院校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

思考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探索 2012年第11期 金胜昔

1771 长春理工大学 论文奖 生态教育与高校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东北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3期 朱江

1772 北华大学 论文奖
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制度：现状分析与政

策建议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3年第7期 赵贵臣

1773 北华大学 论文奖 利益视角下高校学术管理制度省思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东北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于胜刚

1774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

院
论文奖

民办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基于公共财

政运行规则的视角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发展研究 2012年第11期 黄洪兰

1775 牡丹江师范学院 论文奖 构建探究讨论式教学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高等教育 2011年第23期 张金学

177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研究报告奖
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

工作质量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
2011年2月 马永红

1777 北京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2）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3年1月

研究生教育质量报

告编研组

1778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陈达云

1779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著作奖 基于学科的大学学术组织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贾莉莉

1780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著作奖 高校教师人力资本管理及激励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李为忠

1781 苏州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年1月 周川

1782 苏州大学 著作奖 后现代高等学校课程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1月 母小勇

1783 盐城工学院 研究报告奖
大学生创业能力构成及培育体系建设咨询报

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盐城市人民政府

等
2013年10月 姚冠新

1784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我们时代的大学转型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王建华

1785 淮阴师范学院 著作奖 应用型本科教师评价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曹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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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 常熟理工学院 著作奖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顾永安

1787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

校
著作奖 大学文化自觉管理的向度、模型与方略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3月 丁钢

1788 南京工程学院 论文奖 校企融合  创建电力市场营销专业教学平台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大学教学 2013年第9期 刘秋华

1789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论文奖 动车原理迁移课堂教学的实践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进展 2013年第2期 佟元之

1790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理性捍卫大学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眭依凡

1791 浙江树人学院 论文奖
民办高校创办者子女接班：一个值得关注的

现象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2年第7期 王一涛

1792 江西理工大学 著作奖 基于教育测量与统计的高等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罗家国

1793 江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张意忠

1794 曲阜师范大学 论文奖 英国新制博士学位的特色与启示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08期 胡钦晓

1795 临沂大学 论文奖 全球化时代大学国际理解教育策略构建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4期 郭峰

1796 临沂大学 著作奖 大学校训论析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年8月 韩延明

1797 山东财经大学 著作奖 大学教学学术及其制度保障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10月 宋燕

1798 青岛滨海学院 著作奖 民办高校竞争力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韩方希

1799 山东交通学院 著作奖 山东省高等学校分类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宋旭红

1800 山东协和学院 研究报告奖
山东民办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发展对

策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山东协和学院 2012年2月 王桂云

1801 南阳理工学院 论文奖 美国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演变及其启示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农业教育 2012年第12期 李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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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 湖北工程学院 著作奖
Senior High School Brand Management

in China
著作 英语 管理学

China

Financial &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12年8月 晏劲松

1803 武昌理工学院 著作奖 大学素质学分制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现代出版社 2012年6月 赵作斌

1804 湖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精英的合法性危机——高等教育改革的社会

学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彭拥军

1805 湖南农业大学 论文奖 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发展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1年第1期 郭丽君

1806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大学学术权力现状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李海萍

1807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著作奖 新建本科院校科研能力建设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盛正发

180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著作奖 大学教育与自由知识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年6月 彭道林

1809 汕头大学 论文奖 人才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和目标平台建设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1年第2期 王伟廉

1810 汕头大学 著作奖
变革时代大学的核心价值：高等教育哲学的

几个基本问题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马凤岐

1811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社会变革视野下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创新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1年10月 卢晓中

1812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社会第二次转型与高等教育秩序重建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 2012年1月 陈先哲

1813 广州大学 著作奖 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刘晖

1814 广东金融学院 著作奖 当代中国大学校长领导力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马龙海

1815 广西大学 著作奖 高等教育制度伦理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朱平

181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研究报告奖
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调整与优化

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广西大学研究生

处
2011年12月 邓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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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 玉林师范学院 著作奖
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论——广西省域经济与区

域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贺祖斌

1818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高等教育选择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李枭鹰

1819 海南大学 论文奖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十年：演进、问题与体系

建设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6月 李伟铭

1820 海南医学院 研究报告奖 高校教学督导体系建设现状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海南医学院 2011年12月 朱慧全

18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著作奖 中国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1月
研究生教育体制改

革研究课题组

1822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张烨

1823 西华师范大学 著作奖
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聚焦博洛尼

亚进程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化树

1824 四川文理学院 著作奖 中国高校教师收入研究（1949-2011）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6月 余文盛

1825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

都学院
著作奖 内涵式发展中奋进的独立学院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3年10月 尹大家

1826 成都师范学院 著作奖 现代大学制度与高校内部治理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郭平

1827 铜仁学院 著作奖
技术创新文化：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

生态基础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侯长林

1828 楚雄师范学院 论文奖
“整合连贯型”：教师教育模式改革的新探

索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学术探索 2011年第5期 罗明东

1829 西藏民族学院 著作奖 起步与跨越：西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刘凯

183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著作奖 效力诉求：美国博士生教育评估的演进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赵立莹

1831 西安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制度困境及其

破解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现代大学教育 2012年第3期 郝瑜

1832 宁夏师范学院 论文奖
新建地方性本科师范院校科研定位刍论——

以宁夏师范学院为例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宁夏师范学院学

报
2013年第5期 钟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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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周慧梅

1834 西南大学 论文奖 教师发展的客体性异化与主体性回归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1期 伍叶琴

1835 河北农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河北省农村妇女就业创业培训实施成效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保定市妇女联合

会
2013年4月 韩志华

1836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论文奖 中国成人教育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2年9月 陈衍

1837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著作奖 开放大学建设初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彭坤明

1838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

学院
著作奖 远程教育的多向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黄新斌

1839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论文奖 有效实施“国培计划”的实践与思考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继续教育研究 2011年第11期 况红

1840 天津大学 论文奖 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思考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1期 肖凤翔

1841 天津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年度报告2011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3月 王世斌

1842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职业教育课程地位的理性思考——基于宏观

政策的视角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10期 徐国庆

1843 西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走向优质均衡的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研究——

基于京津沪渝均衡测度的调研分析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中共重庆市委组织

部采纳并报送中共

中央组织部等
2012年9月 朱德全

1844 西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职业教育史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1年4月 谢长法

1845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

学院
研究报告奖 职业教育专业技术课程开发方法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外语教学和研究

出版社、语文出
版社

2013年4月
高职专业课程开放

的规范化和技术标
准建设研究课题组

1846
北京现代职业技术

学院
研究报告奖

发挥高职学生主体性作用 培养职业素养的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北京现代职业技

术学院
2012年6月 赵文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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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

学院
研究报告奖 工学整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原中央教
育科学研究所）

2011年6月 柳和玲

1848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论文奖

世界技能大赛与我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比

较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职教论坛 2013年第22期 刘东菊

1849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论文奖

研究生层次工程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3年4期 苗德华

1850 河北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途

径专题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教育部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司
2013年10月 刁哲军

1851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基于中原经济区发展的职业教育改革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与职业 2013年第29期 张能云

1852 河北外国语学院 著作奖 中国职业教育教学新模式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2年5月 孙建忠

1853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

院
研究报告奖

商科职业教育的特征与培养模式的研究——

以高职“岗课证赛”融通等模式为例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内蒙古商贸职业

学院
2011年12月 徐恒山

1854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实效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教
育部重点课题《
职业教育中职业
核心能力培养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总课题组

2012年11月 张喜春

1855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著作奖 高职“项目化”课程改革实操指导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李鹰

1856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著作奖

彰显个性——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案

例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1年7月 曾宪文

1857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建设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载《共绘蓝图——

“十二五”规划建

言献策选编》
2011年7月 李生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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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 哈尔滨商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物流（类）专业教师教

学能力标准与素质提升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教育部财政部中

等职业学校教师
素质提高计划专
业项目管理办公
室等单位采纳

2011年12月 白世贞

1859 江苏理工学院 著作奖 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案例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庄西真

1860 江苏理工学院 著作奖 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年12月 董仁忠

1861 江苏理工学院 著作奖
社会转型与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选

择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10月 马建富

1862 江苏理工学院 著作奖 职校生心理教育论纲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崔景贵

1863
南京特殊教育职业

技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中国残疾人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部级）
2013年12月

中国残疾人职业教

育发展战略研究课
题组

1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著作奖
高职院校“三个三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大连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丁金昌

1865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奖 现代学徒制：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范式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高教研究 2012年第8期 王振洪

1866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

学院
著作奖

构建生态高职的探索与实践---以江西环境

工程职业学院为例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肖忠优

1867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对课堂教学认可与否问题

的探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济南职业学院学

报
2013年第1期 余景波

1868 河南科技学院 著作奖
问题与路径——高等职业院校人文教育策略

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刘刚

1869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适应能源产业发展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煤炭教育协

会
2013年3月

适应能源产业发展

需求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研究课题组

1870 湖北工业大学 著作奖 双师型职教师资培养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李梦卿

1871 湖北师范学院 著作奖 高职教育工作过程系统化教材开发引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
2012年9月 许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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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高职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湖北省教育厅 2012年3月 李洪渠

1873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高职高专通信专业校企合作模式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武汉职业技术学

院
2012年3月 宋烈武

1874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奖
示范性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发展机制与运行

机理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职业技术教育 2012年第5期 张洪春

1875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研究报告奖 高职艺术表演就业与创业手册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广东文艺职业学

院
2012年12月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课题组

1876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职业教育的逻辑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南海

1877 成都工业学院 著作奖
基于需求导向的高职学生特质评价及培养模

式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郑予捷

1878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研究报告奖
“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护理专业人才培养

的实践研究”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卫生职业教育

等，四川护理职
业学院（四川省
卫生学校）

2012年6月

“藏区9+3免费职

业教育护理专业人
才培养的实践研究

”研究课题组

1879 铜仁学院 著作奖 职业教育“项目主题式”课程与教学模式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梁成艾

1880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

术学院
论文奖 关于职业技能大赛对课程改革的影响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职教论坛 2011年第23期 曹庆旭

1881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

学院
论文奖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运行机制的国际比较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
2011年第12期 李泽华

1882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奖 院地联动 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实践探索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
2013年第13期 王秀花

1883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王雁

1884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特殊儿童早期干预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张福娟

1885 浙江大学 论文奖
Korean deaf adolescents’ recognition

of written words for taxonomic
categories of different levels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1年第2期 李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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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编码方式等因素在听障大学生唇读汉字语音

识别中的作用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香港特殊教育论

坛
2012年第14期 雷江华

1887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文阅读障碍学龄儿童认知效率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周巧

188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搭建实践与理论之桥——教师实践性知识研

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陈向明

1889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重建农村教育过程中教师培养的研究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中国教育：研究

与评论
2013年第16期 吴国珍

1890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试论我国教育演进过程中三重价值取向的交

互作用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
2012年第4期 王晓辉

1891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Large-scale survey of Chinese

precollege students’ epistemological
beliefs about physics: A progression
or a regression?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PHYSICAL

REVIEW SPECIAL
TOPICS -
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2013年第1期 张萍

1892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当前我国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
策评估指标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薛二勇

1893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Development of Action Research in

China: Review and Reflection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SSCI

2011年第2期 周钧

1894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From the imagined to the practiced: A

case study on novice EFL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change in China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3年第3期 徐浩

1895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新型学校的构建——开放式学校教育的本土

行动与创新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熊梅

1896 西南大学 著作奖 科学教育学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廖伯琴

1897 西南大学 著作奖 体验式教学设计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3年7月 陈亮

1898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2年5月 和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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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 沈阳师范大学 论文奖 区域内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问题与破解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12期 关松林

1900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在学校教

育和扫盲教育中使用情况的调查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9月 滕星

1901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民族教育政策：行动反思与理论分析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苏德

1902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论教育公共性及其保障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0月 张茂聪

1903 信阳师范学院 论文奖
教育人类学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

制研究-以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例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5期 郑雪松

1904 长江大学 著作奖 专家型教师培养标准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徐红

1905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守望边疆教育：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教育质量

保障与特色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钟海青

1906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育的使命：汶川地震灾后学校教育的反思

与重建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傅林

1907 绵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秩序中的生长：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教育人类

学解读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郭凤鸣

1908 贵州师范学院 著作奖 追寻灵性的栖居 著作 汉语 教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王祥

1909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先赋认同、结构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师

范生”身份认同探析
论文 汉语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013年第6期 赵明仁

1910 青海民族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改革与创新典型案例

调研报告——青海省果洛州吉美坚赞创新教
育实践的经验和启示

研究报告 汉语 教育学 国家民委 2013年12月 李子华

1911 中山大学 论文奖
From access to usage: The divide of

self-reported digital skills among
adolescents

论文 英语 教育学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1年第4期 钟智锦

1912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4期 孟捷

1913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市场经济与软约束——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

的反思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1年第3期 林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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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劳动关系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

兼谈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演变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9期 刘凤义

1915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一般均衡理论的价值基础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期 冯金华

1916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马艳

1917 山西大学 著作奖 《资本论》经营智慧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梅建军

1918 北京理工大学 著作奖 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下的流通组织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7月 宋宪萍

1919 黄河科技学院 著作奖 图示表解《资本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7月 吕宝海

1920 北京大学 论文奖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高校社会科

学
2013年第1期 刘伟

1921 北京大学 论文奖 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期 贺大兴

1922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效应和驱动机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张辉

192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公平、效率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能源补贴改

革理论与政策实践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年3月 李虹

1924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基础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11年第9期 齐勇

1925 南开大学 研究报告奖 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中央领导批示 2012年2月 逄锦聚

1926 吉林大学 著作奖 经济民主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6月 吴宇晖

1927 复旦大学 论文奖
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中

央和地方治理模式变迁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1年第9期 陈钊

1928 复旦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时代发展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家 2012年第11期 顾钰民

1929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关于税、资本收益与劳动所得的收入分配实

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8期 胡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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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资本论》的现代解析（修订版）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洪银兴

1931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收入差距社会风险的预警与控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王培暄

1932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兼评中

国土地私有化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3年第1期 简新华

1933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政策演进与

理论发展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曾国安

1934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解读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7月 王今朝

1935 湖南大学 著作奖
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我国矿产资源产业

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罗能生

1936 中山大学 论文奖 “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反思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1年第11期 王曦

1937 石家庄经济学院 著作奖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当代阐释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赵庆元

1938 辽宁大学 论文奖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

论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口科学 2012年第4期 张桂文

1939 辽宁工业大学 论文奖 宅基地置换中农民权益受损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农业经济问题 2013年第12期 冯双生

1940 吉林财经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贫困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2年第2期 刘建华

1941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收入分配的逆向选择：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扩

大的特殊机理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学习与探索 2013年第6期 乔榛

1942 南京财经大学 著作奖
分工演进、组织创新与经济进步——马克思

社会分工制度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钱书法

1943 江苏理工学院 著作奖 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年12月 刘东皇

1944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奖
行业收入差距适度性测度研究——以浙江为

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第2期 孙敬水

1945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转型经济和谐发展的产权基础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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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安徽工业大学 论文奖
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吗？---来自中国的实

证研究与理论阐释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教学与研究 2012年第8期 洪功翔

1947 安徽医科大学 论文奖
公有制的现实基础与社会功能——简评陈志

武教授私有化论调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年第3期 柳泽民

1948 福州大学 著作奖 和谐社会构建中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周小亮

1949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2012）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月 李建平

1950 曲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文化产业与“中国制造”融合发展：基于知

识产权优势理论的评析与重构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09期 李翔

1951 湘潭大学 论文奖 现代企业应赋予劳动者对利润的收益权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红旗文稿 2011年第2期 刘长庚

1952 湖南商学院 论文奖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的合理范

围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光明日报（理论

·经济学版）
2013年3月 沈时伯

1953 深圳大学 论文奖 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1期 马昀

1954 广州大学 论文奖
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基于国

际产业转移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9期 叶祥松

1955 重庆三峡学院 论文奖
现代社会的双重困惑: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双重危机理论”之评
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财经科学 2013年第6期 于开红

1956 伊犁师范学院 论文奖
伊宁市和所属的各乡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

展情况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改革与开放

2013年2月下

半月刊
热合木江·巴拉提

1957 清华大学 论文奖
专业化分工与广义价值论——基于消费－生

产者两阶段决策方法的新框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7期 蔡继明

1958 南京大学 著作奖
长三角地区研发的行为模式与技术转移问题

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安同良

1959 山东大学 论文奖
社会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社会科学的基本问

题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1期 韦倩

1960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新视角——基于演化经济

学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2期 黄凯南

1961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人类的合作及其演进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7期 黄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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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经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洪丽

1963 辽宁大学 著作奖 生产方式理论：经典范式与现代创新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于金富

1964 淮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不能照搬“诺瑟姆曲线”来研究中国的城镇

化问题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河北经贸大学学

报
2012年第4期 段学慧

1965 北京大学 论文奖
银行信贷、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1984

—2011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3期 李连发

1966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政府政策改变的福利分析方法与应用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龚六堂

1967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高房价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和财产不平等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0期 陈彦斌

1968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社会资本、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1期 严成樑

196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中国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份额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年8月 钱震杰

1970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中国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7期 袁志刚

1971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6期 陈硕

1972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9期 胡永刚

197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预期与经济波动:预期冲击是驱动中国经济

波动的主要力量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6期 庄子罐

197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非一致性偏好、内生偏好结构与经济结构变

迁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7期 李尚骜

1975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季度

产出缺口测度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5期 马文涛

1976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学习效应、通胀目标变动与通胀预期形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0期 李成

1977 东北财经大学 论文奖 财政政策扩张、偿债方式与居民消费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2期 郭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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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西南民族大学 论文奖
部门价格动态、特质冲击与货币政策——基

于结构动态因子方法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2期 杜海韬

1979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论文奖
2008-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及规制分析-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河南社会科学 2012年第5期 刘升阳

1980 西南石油大学 著作奖 论集聚与经济增长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建平

1981 西藏大学 著作奖 西藏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房灵敏

1982 北京大学 论文奖
房地产市场的市场特征及货币调控政策的理

论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金融研究 2011年第6期 李绍荣

1983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分

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理论与经济

管理
2011年第9期 方福前

1984 中国人民大学 研究报告奖
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的中国宏观经济政

策选择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中共中央办公厅

信息综合室摘发
2011年6月 王晋斌

1985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技术模仿、转移与创新的贸易利益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2011年第4期 李真

1986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一个微观模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9期 伍山林

1987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融资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1期 汪伟

1988 南京大学 论文奖 信贷量经济效应的期限结构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期 范从来

1989 东南大学 论文奖
转型时期经济波动对我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2期 邵军

1990 浙江大学 论文奖 转型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增长效应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8期 董雪兵

1991 厦门大学 著作奖 论要素比价、劳动报酬与居民消费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文溥

1992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论文奖

劳动交易成本、选择性路径依赖与劳动就业

动态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2期 刘宗明

199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国有经济改革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稳化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3期 詹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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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山西大学 论文奖
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比较分析—

—基于股票市场发展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1年第12期 刘维奇

1995 山西大学 论文奖
基于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人民币汇率实证研

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宏观经济研究 2013年第8期 张建英

199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汇率制度、金融加速器和经济波动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期 袁申国

1997 重庆科技学院 著作奖 西部经济增长与农民创业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陈亚东

1998 云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GDP增长与CPI:关系、均衡与“十二五

”预期目标调控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5期 周文

1999 西北大学 论文奖 中国经济增长红利及其新红利空间的创造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西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 卫玲

2000 北京大学 论文奖 异质信念下的金融杠杆与市场波动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Economic

Theory
2011年第4期 巫和懋

2001 北京大学 论文奖
Patient knowledge and antibiotic

abuse: Evidence from an audit study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September

2011,
Vol.30(5)

林莞娟

200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聂辉华

2003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住房与幸福：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城镇

居民住房问题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9期 李涛

200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Split-award contracts with investment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Issues1-

2,2012
龚炯

2005 复旦大学 论文奖 Nonobviousness and Screening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ume 61,

Issue 3
September

2013

寇宗来

2006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市级政府教育支出的标尺

竞争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1期 周亚虹

2007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Multi-task incentive contract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with
multidimensional type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Issue 1,

January 2013
孟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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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Licensing process innovation when

losers' messages determine royalty
rate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ume 82,

November
2013

范翠红

2009 上海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对中国大学及其学科评价体系的反思与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人才工作简报、

上海市教委
2013年5月 田国强

2010 山东大学 论文奖 On the impulse in impulse learning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Economics

Letters

Vol.121(2)

November
2013

丁洁瑶

2011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999-

2007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2年第2期 鲁晓东

2012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Optimal Delegation via a Strategic

Intermediary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ume 82,

November
2013

梁平汉

2013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激励、信息与食品安全规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3期 龚强

2014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产业规制的主体行为及其效应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格致出版社·上

海三联书店·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何大安

2015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规制经济学沿革的内在逻辑及发展方向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 张红凤

2016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论文奖
从行政裁量权到按规则行事－－中国行政官

员治理方式选择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3年第2期 李石强

2017 北京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保障房体系的目标模式和融资问题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研究参考
2013年4月 平新乔

2018 南京大学 论文奖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官员治理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0期 皮建才

2019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

学院
著作奖 基于系统视角的企业演化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陈敬贵

2020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居民收入比重和收入构成的国际比较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年第7期 刘扬

202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微观经济视角

的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9月 邓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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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矿业城市空间：格局、过程、机理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宋飏

2023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区域管治的演变——以长江三角洲地区

为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禕

2024 南昌大学 著作奖
中部竞争力蓝皮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竞争

力报告(2013)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7月 傅春

2025 新乡医学院 著作奖 基于城乡统筹视角的城镇密集区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刘荣增

2026 河南大学 著作奖 新经济地理学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苗长虹

2027 广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Tourist

Distribution in Chinese Citie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Tourism

Geographies

Volume 13,

Issue 1,
2011

张燕

2028 重庆三峡学院 论文奖
我国品牌的分布与流通产业区域竞争力关联

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华东经济管理 2012年第9期 李佛关

2029 保山学院 论文奖
科学发展视角下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

力的脱钩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地理 2011年第7期 赵兴国

2030 石河子大学 著作奖
以限制开发为主的边疆地区主体功能区建设

研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8月 朱金鹤

2031 北京大学 论文奖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

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1期 杨汝岱

2032 北京大学 论文奖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ustaine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on life
expectancy from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ugust 2013,

Vol.110,
No,32

陈玉宇

203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

框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林毅夫

2034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改革的逻辑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信出版社 2013年9月 周其仁

2035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契

机、路径与政策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2月 杨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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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人口结构与国际贸易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1期 田巍

2037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6期 黄玖立

2038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农民工市民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基于浙

江CGE模型的模拟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3期 胡秋阳

2039 复旦大学 著作奖
Unfinished Reform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著作 英语 经济学

World

Scientific
2013年5月 张军

2040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阐释与实

证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5月 高帆

204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范剑勇

2042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分配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格致出版社和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 章元

2043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4期 龚关

2044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

——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8期 程令国

204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一体化与平等化——长三角城乡互动、工农

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郑江淮

2046 南京大学 著作奖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理与路径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沈坤荣

2047 南京大学 著作奖 长三角转型升级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刘志彪

2048 东南大学 论文奖
Causes of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ume 26,

September
2013

董斌

2049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江苏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2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张兵

2050 浙江大学 论文奖 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率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3期 罗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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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 厦门大学 论文奖

Panel estimation for urbanizatio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A regional analysis in
China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Energy policy
Volume 49,

October 2012
张传国

2052 厦门大学 研究报告奖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报告2012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中共福建省委政

策研究室
2012年9月 洪永淼

2053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邹薇

2054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马颖

205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税收、价格操控与产业升级的障碍——兼论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代价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3年第4期 魏福成

2056 中山大学 论文奖 “省直管县”改革会损害地级市的利益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7期 才国伟

2057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中国地方官员治理的增长绩效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徐现祥

2058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发展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郭剑雄

2059 吉林财经大学 论文奖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1981—2007)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宋冬林

2060 西北民族大学 著作奖
经济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基于西部民

族地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年12月 张平

2061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奖
促进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协调发展的理论与

对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朱舜

2062 南京审计学院 著作奖 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樊士德

2063 江苏理工学院 著作奖 苏南模式嬗变 创新城市发展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年10月 陈晓雪

2064 安庆师范学院 论文奖
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实际功用与困

境摆脱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改革 2012年第12期 杨国才

2065 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权

力寻租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9期 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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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6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食品公共安全规制   制度与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年6月 廖卫东

2067 郑州大学 著作奖
复兴黄河文明——黄河经济带国际大通道可

行性研究报告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周阳敏

2068 郑州大学 著作奖 中原经济区包容性增长路径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高友才

2069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大国综合优势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格致出版社、上

海三联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2月 欧阳峣

2070 广州大学 研究报告奖
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及政策

机制研究：来自赣南的调查与案例分析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赣州市政府采纳 2011年10月 王满四

2071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奖 海归回流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实证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 2013年第4期 陈怡安

2072 四川农业大学 著作奖
China's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Evolution, Design and Impacts
著作 英语 经济学

Peter Lang

GmbH
2013年12月 刘丹

2073 西藏民族学院 著作奖 西藏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毛阳海

2074 西北大学 论文奖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

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4期 钞小静

2075 西北大学 著作奖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中国经济增

长质量指数及省区排名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5月 任保平

2076 西北大学 著作奖
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 理

论和中国的经验证据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格致出版社、上

海三联书店、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刘瑞明

2077 石河子大学 著作奖
基于西北边疆安全的新疆特色城镇化道路研

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龚新蜀

2078 吉林大学 论文奖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跨越“产业结构陷阱

”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年第8期 关丽洁

2079 山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企业创新网络的生成与进化——基于社会网

络理论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1年第4期 张宝建

2080 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奖 中国省际工业新产品技术效率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期 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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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1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近代语境下的发展经济学：晚清重商思想研

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缐文

2082 北方民族大学 著作奖 回族经济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朱琳

2083 曲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制度变迁理论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3期 辛宝海

2084 西北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90年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白永秀

2085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

说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4期 贾根良

2086 山东大学 论文奖
威廉.配第为经济学贡献了什么——读《配

第经济著作选集》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评

论
2013年第24期 孙立新

208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演化经济学讲义--方法论与思想史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杨虎涛

2088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市场边界、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秩序——对

亚当·斯密经济自由思想的再解读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动态 2013年第12期 吴大新

2089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反思——以劳动力商品

概念分析为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当代经济研究 2013年第7期 张旭

2090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古典经济学的市民性质——马克思市民理

论再探索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5期 沈越

2091 天津财经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批判实在论经济

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马国旺

2092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进展追踪评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月 张凤林

209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希腊古代经济史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6月 厉以宁

209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中国对外开放史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孙玉琴

2095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农家经济、市场变迁与制

度转型——以苏南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财经研究 2011年第9期 张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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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1600-1949）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燕红忠

2097 山东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工业化研究——制度变迁与技术进

步互动视角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12月 左峰

2098 山西大学 论文奖 近代中国国内汇兑市场初探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近代史研究 2013年第6期 马建华

2099 山西大学 著作奖 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2年8月 刘建生

2100 延边大学 著作奖 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权哲男

210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论文奖
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间的农

业社会稳定？——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重建数
据及其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2年第2期 赵红军

2102 安徽大学 论文奖
市场层级与“容量梯度”——以近代安徽米

谷市场计量问题为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1期 王春芳

2103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农地产权变革与社会生态的互动——八十多

年来赣南闽西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考察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温锐

2104 聊城大学 著作奖 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宋士云

2105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

学院
著作奖 西藏现代工业发展史研究（1951-2010）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李国政

210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著作奖
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与经济增长研究

（1887-1936年）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刘巍

2107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兰日旭

2108 河北经贸大学 著作奖 论家族制度与家族企业的互动关系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杨在军

2109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0期 张杰

2110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国际农产品价格如何影响了中国农产品价格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3期 王孝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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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2012年度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商业部西亚非洲

司、宁夏回族自
治区博览局采纳

2013年6月 杨言洪

2112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与二十国集团

的作用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第2期 李晓

211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制度距离与跨国收入差距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9期 黄新飞

2114 黑河学院 论文奖
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建议—基

于满洲里、绥芬河和黑河三地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问题探索 2013年第10期 翟立强

2115 山东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山东省宏观经济

研究院等采纳
2011年10月 方慧

2116 北京大学 论文奖
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定》国有企业出价策

略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国际贸易问题 2012年第9期 海闻

2117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企业生产率与出口:浙江省企业层面的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1年第5期 易靖韬

2118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国际间人才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1期 魏浩

211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金融危机、融资成本与我国出口贸易变动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2期 荆然

2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外贸顺差会降低就业水平?——基于匹配模

型的实证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2011年第6期 陈昊

212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分析与评估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周念利

212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基于机电产

业的实证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年9月 张军生

212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China's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of
China are the presents to the world

著作 英语 经济学
Cloud New

Zealand
Limited

2012年11月 李爱文

2124 南开大学 论文奖
产品替代性与生产率分布——基于中国制造

业企业数据的实证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4期 孙浦阳

2125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

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5期 盛斌

第 146 页，共 420 页



2126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奖
政府生产性补贴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

——基于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微观计量分
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5期 苏振东

2127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中国出口扩张的创新溢出效应：以泰国为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1期 罗长远

2128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垂直专业化贸易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就业结

构？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8期 唐东波

2129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下强化中国知识产

权保护的经济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4月 沈国兵

2130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创新开放模式，全面提升对外经贸发展水平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国际贸易 2013年第4期 陈飞翔

2131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FDI与中国的高技能劳动需求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1年第9期 殷德生

2132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How do exporters respond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91(2),No

vember 2013
张燕

2133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反倾销及其动因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鲍晓华

2134 东南大学 论文奖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

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第1期 邱斌

2135 东南大学 著作奖
欧盟单一市场政策调整对我国商品出口的影

响及对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3月 陈淑梅

2136 浙江大学 论文奖
中国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产品广化及其

结构优化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10期 黄先海

2137 合肥工业大学 论文奖
对加工贸易福利效应和转型升级的反思——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9期 刘晴

2138 厦门大学 论文奖 贸易的本地偏好之谜：中国悖论与实证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11期 张少军

2139 武汉大学 论文奖
贸易开放对中国区域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1987-2009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2年第3期 熊灵

2140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分工变化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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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性别工资差距--基于工具

变量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山西财经大学学

报
2013年第7期 席艳乐

214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贸

易比较优势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2年第4期 李小平

214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估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1年第12期 陈勇兵

2144 湖南大学 论文奖
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2期 许和连

2145 湖南大学 论文奖 Drivers of Export Upgrading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51,

November
2013

祝树金

2146 天津财经大学 论文奖
资源贸易与环境改善的政策选择：基于DGE

模型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2年第8期 陆建明

2147 河北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促进我市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天津市领导批示

、宝坻区商务委
员会采纳

2013年11月 叶莉

2148 辽宁大学 著作奖
新形势下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理论与问题研

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崔日明

2149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论文奖 人民币升值、企业行为与出口贸易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12期 张会清

2150 浙江工业大学 著作奖
技术创新、国际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不均变

化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程惠芳

2151 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奖 中国出口技术结构演进的机理与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3期 陈晓华

2152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奖
Rethinking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in Trade Remedy Disputes after
2016: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2013年第1期 俞燕宁

2153 中国计量学院 论文奖
我国OFDI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理与实证——

兼论我国OFDI动机的拓展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财贸经济 2012年第4期 隋月红

2154 安徽财经大学 论文奖
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09期 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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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5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战略性研发补贴政策稳健吗？——基于中间

品贸易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2年第1期 谢申祥

2156 山东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气候变化背景下以减少碳泄漏为目标的贸易

政策研究——实证与模拟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山东华鲁集团有

限公司
2013年9月 邬彩霞

2157 山东财经大学 著作奖
对外贸易、外资促进经济增长路径的比较研

究——以山东省、广东省、浙江省为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袁其刚

2158 长沙理工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生产、组织控制与中国外贸发展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洪联英

2159 暨南大学 论文奖
海外市场需求与跨国垂直并购—基于低端下

游企业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05期 李杰

2160 深圳大学 论文奖 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质量阶梯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第11期 刘伟丽

216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研究报告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国际比较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广东省委省政府 2012年9月 李青

2162 广西大学 论文奖
国际贸易商品价格的进出口国议价能力评析

——以中国和东盟为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当代财经 2012年第12期 王中昭

2163 海南大学 著作奖 国际贸易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10月 李小北

2164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一个出口结构视角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胡兵

2165 吉林大学 著作奖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陈治国

2166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人民币国际化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6期 方显仓

216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繁荣与衰落：中国房地产业扩张与“荷兰病

”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3年第11期 范言慧

2168 吉林大学 著作奖 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利益的分配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杨红

2169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困境与出路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黄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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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研究 2011年第2期 李婧

217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论文奖 汇率弹性、货币篮设计与政策实效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1期 张晓莉

2172 暨南大学 论文奖 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02期 叶德珠

2173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Spillover Effects on Domestic
Enterprises

著作 英语 经济学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11年7月 邓子梁

2174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结构变动与效应研

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4月 田素华

217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中国民营企业与欧盟经济互动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肖文

2176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知识溢出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

长的影响途径与数量测度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陈继勇

217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了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7期 顾露露

2178 辽宁大学 著作奖
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

”时代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徐平

2179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
著作奖 日本储蓄率变动及其影响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牟晓伟

2180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欧元闯关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张淑静

2181 南开大学 研究报告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专项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国际经贸
关系司

2012年12月 刘晨阳

2182 南开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参与2012年俄罗斯APEC会议咨询研究报

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外交部采纳 2012年10月 孟夏

2183 西北大学 著作奖
香港之路：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的世界城市发

展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马莉莉

2184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世界经济失衡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宋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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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全球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8月 邓常春

2186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世界经济波动理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李天德

2187 云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西部国际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赵果庆

2188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郑超愚

2189 东北大学 论文奖
全要素生产率、投入替代与地区间的能源效

率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9期 孙广生

2190 华东理工大学 著作奖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机制研究—

—兼论近十多年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殷广卫

2191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Understanding opennes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rovince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ume 22,

Issee
3,September

2011

蒋彦庆

2192 厦门大学 论文奖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基于分级教育的效

应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4期 黄燕萍

2193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历史和空间视角的经济增长与地区趋同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罗浩

219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研究报告奖
新时期西部大开发中区域产业转移及产业升

级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陕西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
2013年12月 胡新

2195 吉林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吉林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建设发展的思

考与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吉林省王儒林省

长批示
2011年3月 陈明宏

2196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产业空间分异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思维研究视角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年5月 何雄浪

2197 上海金融学院 研究报告奖 上海深化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区域性政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上海市徐汇区住

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等采纳

2013年6月 石薇

2198 南京财经大学 著作奖 我国服务业地区协同、区域聚集及产业升级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12月 宣烨

2199 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奖
“有为政府”与集聚经济圈的演进--一个基

于长三角集聚经济圈的分析框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2期 胡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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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4期 金戈

2201 宁波大学 研究报告奖
浙江海洋经济核心区发展战略研究：以宁波

-舟山联动模式研究为例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省、市领导批示 2013年12月 程刚

2202 安徽大学 论文奖
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异——基于我国269

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8期 杨仁发

2203 集美大学 著作奖 我国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赵莹

2204 暨南大学 论文奖
空间外溢与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基于长江

三角洲的案例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05期 覃成林

2205 广西大学 论文奖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

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河北经贸大学学

报
2012年第6期 金丹

2206 广西大学 研究报告奖 珠江－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采纳

2013年12月 张协奎

2207 广西大学 著作奖
提升沿边开放与加强跨国区域合作研究——

以CAFTA背景下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为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黎鹏

2208 西安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浐灞生态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西安浐灞生态区

发改局、西安浐
灞生态区招商局

2013年3月 胡海青

2209 青海大学 著作奖 青海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建军

2210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医疗保险与消费: 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2期 白重恩

2211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从生产大国到消费大国：现状、机制与政策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毛中根

2212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

--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3年第4期 邹红

2213 西安石油大学 著作奖
新农村建设投资对扩大西北地区农村消费需

求贡献的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王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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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 延安大学 著作奖 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王进

2215 大连交通大学 著作奖
外商直接投资机理与效应--基于物流产业特

征的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王杨

2216 东北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

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2期 韩国高

2217 西安石油大学 著作奖 中国民营企业产融结合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马玲

2218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分析方法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雷家骕

2219 中国海洋大学 著作奖 中国海洋经济演化研究（1949—2009）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姜旭朝

2220 湖南大学 论文奖 国家文化软实力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1年第9期 熊正德

2221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西部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支出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孔祥利

2222 内蒙古科技大学 著作奖
循环经济理念下的我国新兴能源发展战略的

若干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魏曙光

2223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陈太明

2224 南京审计学院 论文奖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变化趋势

与因素分析—基于一种新型生产率指数构建
与分解方法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1期 刘瑞翔

2225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外资股东与股利分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

经验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2年第11期 周县华

2226 华东理工大学 著作奖 循环经济的合作模式与推进效果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孔令丞

2227 浙江大学 论文奖

Mutual Fund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A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rningstar’s
Stewardship Grade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ume

19,Issue
4,July 2011

黄英

2228 浙江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与管控体系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浙江省金融办、

浙江省商务厅
2011年8月 陈菲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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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9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论文奖
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

于四川省震后灾区与非灾区的对比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村观察 2013年第4期 徐仲安

2230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论文奖
商务成本变动对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

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上海经济研究 2013年第6期 周正柱

2231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上市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1月 王明琳

2232 海南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海南省与东盟多边贸易促进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海南省商务厅 2012年6月 徐新华

2233 吉林大学 著作奖 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4月 张屹山

2234 聊城大学 著作奖 质量成本、收入分配与垂直产品差异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高建刚

2235 清华大学 论文奖 中国的区域关联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期 潘文卿

2236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农村消费与收入的结构效应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2期 周建

2237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奖
Is Income Converging in China? A

Flexible Fourier Stationary Test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ume

21(2),2013
苏志伟

2238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2期 杨继生

2239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中国CPI的宏观成分与宏观冲击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2期 王少平

2240 中山大学 论文奖 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革命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2期 林建浩

2241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应用Bootstrap方法的空间相关性检验:数理

证明与模拟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龙志和

2242 河北工业大学 著作奖 社会经济定量研究方法与应用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金浩

2243 东北财经大学 论文奖
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

构调整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5期 张同斌

2244 华东交通大学 论文奖 我国城乡通货膨胀的趋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9期 欧阳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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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郑州大学 论文奖
我国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

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1年第3期 卢方元

2246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Easy Come, Easy Go—The Role of

Windfall Money in Lab and Field
Experiment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ume

16,Issue 2,
June 2013

何浩然

2247 吉林大学 论文奖
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

中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7期 刘金全

2248 吉林大学 著作奖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赵振全

2249 华侨大学 论文奖
最终需求结构变动怎样影响产业结构变动--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2011年第12期 沈利生

2250 深圳大学 论文奖

Rigid Wage-Setting and the Effect of

a Supply Shock,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on Chinese Economy by a CGE
Approach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Economic

Modelling

Volume

29,Issue
5,September

2012

李猛

2251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会计与投资者保护——理论、证据与案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6月 崔学刚

2252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Monitors or Predator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Sell-
Side Analyst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88,

Issue ，
January 2013

李增泉

2253 厦门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效果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1年10月 曲晓辉

2254 中国海洋大学 著作奖 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告2011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11月 王竹泉

225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Use of IPO Over-Financing: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ume 5,

Issue
3,September

2012

徐欣

2256 厦门大学 论文奖
State-owned bank loan and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Routledge

Tayler &
Francis Group

Volume 1,

Issue 2,
2013

王艳艳

2257 清华大学 论文奖 企业分红能力之理论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会计研究 2013年第2期 谢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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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8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奖
基于地区差异视角的外部治理环境与盈余管

理关系研究——兼论公司治理的替代保护作
用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2年第4期 李延喜

2259 南京大学 论文奖 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9期 陈冬华

2260 中山大学 论文奖 谁能免于薪酬惩罚？-基于ST公司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会计研究 2011年第12期 刘运国

2261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法治环境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上市

公司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金融研究 2013年第12期 万良勇

2262 重庆大学 论文奖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Volume 32,

Issue
2,March-

April 2013

涂国前

2263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公允价值与股市过度反应——来自中国证券

市场的经验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7期 谭洪涛

226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7期 申慧慧

2265 哈尔滨商业大学 著作奖
控股股东行为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透明度的

影响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杨忠海

2266 南京理工大学 论文奖
企业内部控制与财务危机预警耦合研究——

一个基于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会计研究 2012年第5期 徐光华

2267 上海海事大学 著作奖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信息质量国际比较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陈辉发

2268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股权控制、债务容量与支付方式——来自我

国企业并购的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会计研究 2013年第4期 孙世攀

226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The Effect of Guanxi on Audit Quality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Business
Etitics

Nov,2011,Vol

ume
103,Issue 4

刘继红

2270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基于规模视角的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

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孙永军

2271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论文奖
股权制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基于2008-

2010年酿酒类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会计研究 2012年第2期 李颖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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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 南京审计学院 著作奖 政府审计协同治理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12月 王会金

2273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奖 审计师声誉研究：述评与展望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会计研究 2012年第11期 王帆

2274 西北大学 论文奖 内部审计发展：边缘化还是回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会计研究 2013年第2期 冯均科

2275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奖
Risk identification for PPP waste-to-

energy incineration projects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Energy Policy

Volume61，

October 2013
宋金波

2276 金陵科技学院 论文奖
出口技术结构变迁与内生经济增长：基于行

业数据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3年第6期 洪世勤

2277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奖
跨国外包体系中的技术溢出与承接国技术创

新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9期 王俊

2278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贸易、FDI、无形技术外溢与中国技术进步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9期 蒋仁爱

2279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中国高科技企业成长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冯宗宪

2280 南京财经大学 论文奖
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与价值链

外溢效应——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多维空间
面板模型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7期 余泳泽

2281 内蒙古大学 论文奖 真过牧与假过牧_内蒙古草地过牧问题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村经济 2012年第5期 达林太

228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著作奖
基于能值的湖南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

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12月 朱玉林

228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
2012年第4期 高红贵

2284 石家庄经济学院 著作奖
发展循环经济背景下工业企业与生态工程良

性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苗泽华

2285 青海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在国家层面推进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

补偿机制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青海省政协九三

学社
2013年10月 王健

2286 河北科技大学 论文奖

Estimation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umption from Meteorological and
Yield Data： A Case Study of Hebei,
North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PLoS ONE
Volume8,Issu

e 3,March
14,2013

袁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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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7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赖德胜

2288 南开大学 论文奖
自我雇佣还是成为工资获得者？—中国农村

外出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和收入差异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7期 宁光杰

2289 东北林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完善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黑龙江省农业委

员会等采纳
2012年6月 佟光霁

2290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0期 陆铭

2291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工资率、“生育陷阱”与不可观测类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5期 贾男

2292 北京工商大学 著作奖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王轶

2293 南昌大学 著作奖
城乡一体化与劳动就业：城乡劳动力市场一

体化的就业结构优化效应与路径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6月 张文

2294 湖北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中华全国总工会、

湖北省人民政府
2012年1月 胡放之

2295 桂林理工大学 论文奖
农村嵌入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基于广西和贵州161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
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闫春

2296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论文奖
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四

个城市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3期 张艳华

2297 四川大学 论文奖
医疗保险促进健康吗？——基于中国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4期 潘杰

2298 湘潭大学 论文奖 “新农保”使谁受益：老人还是子女？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8期 陈华帅

229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收入差距变动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

研究Ⅳ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李实

2300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个人所得税改善中国收入分配了吗——基于

1997-2011年微观数据的动态评估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6期 徐建炜

230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3期 郭云南

230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

际收入流动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5期 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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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3 吉林大学 论文奖
企业劳资关系冲突的形成过程及其政策意义

——基于产权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
2013年第1期 年志远

2304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中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参与激励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7期 封进

230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人力资本水平：方法与实证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2月 钱雪亚

2306 北京工商大学 著作奖 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魏中龙

2307 山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异质性劳动力与中国劳动力流动——基于新

经济地理学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口科学 2013年第3期 孙晓芳

2308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

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8月 魏下海

2309 复旦大学 论文奖 经济集聚中马歇尔外部性的识别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2年第2期 吴建峰

231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北京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7月 周伟

2311 暨南大学 论文奖
When are Cities Engines of Growth in

China? Spread and Backwash Effects
across the Urban Hierarchy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Regional

Studies

September

2013, Volume
47,Number 8

陈安平

2312 广西大学 著作奖
城市群形成演化机理与发展战略——基于集

聚经济三维框架的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邬丽萍

2313 北京大学 论文奖
China's Land Market Auctions:Evidence

of Corruption?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4,Issue

3,Fall.2013
蔡洪滨

2314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选择的时空变动和社会分

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易成栋

2315 上海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上海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住房保障司等

2011年9月 姚玲珍

2316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美国住房政策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陈立中

2317 河北农业大学 著作奖
我国城市住房价格测度：Hedonic方法与实

证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1月 程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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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中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程大涛

2319 上海大学 著作奖
从制造到服务——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

“上海服务”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5月 聂永有

2320 南昌大学 论文奖
Asymmetric adjustment of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intensity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Energy

Economics

March 2013,

Vol.36
刘耀彬

2321 西安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住房问题值得重视——关

天经济区农民住房集中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领导批示 2012年1月 宋元梁

2322 南京审计学院 著作奖 海岸带产业成长机理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海洋出版社 2012年3月 晏维龙

2323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Mapping the cost risk of agricultural

residue supply for energy application
in rural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19,Issue

2-3,2011
孙静春

2324 南京林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木材资源安全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杨红强

2325 四川大学 著作奖
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统筹与西部地区科学发展

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程宏伟

2326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能源效率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魏楚

2327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能源管理体制比较与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林卫斌

2328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能源开采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框架与

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6期 王克强

2329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能源回弹效应的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2期 邵帅

2330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减排政策评价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王锋

2331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著作奖 中国海外油气安全突围战略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金盾出版社 2011年7月 董秀成

2332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能源碳排放系统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田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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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西安财经学院 著作奖
西北地区资源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预警研

究——以陕西榆林为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宋敏

2334 厦门大学 论文奖 中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1年第4期 方颖

2335 海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旅游用地生态效应及调控研究框架设计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生态科学 2013年第4期 余中元

2336 六盘水师范学院 论文奖
山区城市土地利用动态空间分布特征——以

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自然资源学报 2012年第3期 马士彬

2337 石家庄经济学院 著作奖 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选择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郝东恒

2338 宁波大学 著作奖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水资源配置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12月 沈满洪

2339 暨南大学 著作奖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著作 英语 经济学

日本BookWay 出

版社
2013年3月 梅林海

2340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Securing water for wetland

conserv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cy options to protect 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ebrary

2012,
Vol.94(1)

吴健

2341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

术效应——以中国工业废气为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3期 林永生

234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Trade,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China’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Volume

64,Issue
1,July 2012

裴建锁

234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环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2期 包群

2344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Risk-based Pricing and Risk-reducing

Effort:Does the Private Insurance
Market Reduce Environmental
Accident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54,

No.2.May
2011

尹海涛

2345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气候变化与中国低碳型农业经济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11月 周力

2346 浙江大学 论文奖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a: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alysi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ume

23,Issue 2,
June 2012

杜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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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7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Energy
Conservationand Emissions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Energy Policy
Volume

57,June 2013
张兆国

234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中国环境生产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7期 匡远凤

2349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4期 鲁万波

2350 天津科技大学 著作奖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历程与焦点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3年6月 孙振清

2351 东北石油大学 研究报告奖 低碳经济下的我国政府环境规制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大庆油田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国内
事业部采纳

2011年10月 王怡

2352 南京财经大学 论文奖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2期 张成

2353 浙江理工大学 著作奖 基于市场机制的节能减排理论、实践与政策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胡剑锋

2354 安徽财经大学 论文奖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03期 宋马林

2355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污染损害、环境管理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基

于五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2期 黄茂兴

2356 济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金融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理论、实务与

案例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国家环境保护部政

策法规司、中国人

民银行济南分行
2013年2月 张伟

2357 广州大学 论文奖
基于环境绩效的长三角都市圈全要素能源效

率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10月 张伟

235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论文奖
Embedded carbon footprint of Chinese

urban households：structure and
change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Vol.33,

September
2012

范进

235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资源·经济·环境绿色核算综合分析

（1992-2002）（共两册）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雷明

2360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工业经济的节约型增长及其动力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2年第4期 何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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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1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的碳减排路径与战略选择——基于八大

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 涂正革

2362 湖北经济学院 论文奖 气候变化对我国稻谷生产及贸易的影响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国际贸易问题 2011年第6期 王丹

2363 南开大学 著作奖
Contemporary Logistics in China:

Trans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著作 英语 经济学 Springer 2013年1月 刘秉镰

2364 西安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陕西省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2-

2020）总体方案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陕西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2013年4月 郝渊晓

2365 上海海事大学 著作奖
中国海运业蓝海战略——后危机时代旧格局

的洗牌与新规则的构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浦江教育出

版社
2013年6月 赵渤

236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若干问题的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新华社参考新闻

编辑部出具的领
导批示

2011年10月 林汉川

2367 南开大学 著作奖
转型、升级与创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

的系统性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杜传忠

2368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高端服务业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原毅军

2369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理论及实证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孙晓华

2370 吉林大学 论文奖
沉淀成本、交易成本与政府管制方式——兼

论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新方向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第12期 汤吉军

2371 吉林大学 著作奖 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6月 李俊江

2372 复旦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上海主要行业企业的生命周期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上海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管理局
2012年10月 郝前进

2373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全球竞争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制约与突破

——基于价值链与产业链双重视角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陈爱贞

2374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中国地区产业专业化演变的U型规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 张建华

2375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产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产业绩效的影响——

来自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8期 孙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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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6 辽宁大学 论文奖
技术创新二元网路组织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基于探索与利用跨期耦合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3年第8期 赵丰义

2377 东北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煤化工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成果要报》等

2012年2月 王立国

2378 浙江理工大学 著作奖 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模式与对策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陆根尧

2379 福建工程学院 研究报告奖
基于共性技术创新的海西经济区产业结构升

级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领导批示 2013年7月 彭建平

2380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论文奖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陶瓷产业集群绩效实证

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1年第9期 左和平

238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中国汽车产业的“动力与能力”追逐发展模

式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 2013年第6期 袁中许

2382 暨南大学 论文奖
产业升级的内涵与模式研究——以广东产业

升级为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家 2011年第02期 朱卫平

2383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构建“黔东工业聚集区”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铜仁市委、市政

府采纳
2013年12月 杨春光

2384 吉林大学 论文奖
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悖论与国有企业

包容性增长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江汉论坛 2011年第7期 徐传谌

238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与中小企业成

长——基于浙江特色产业集群案例的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卫龙宝

2386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管理者薪酬、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基于

合作博弈的分析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第6期 冯根福

2387 华侨大学 论文奖 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的劳资分配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1年第2期 肖曙光

2388 广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企业创建自主品牌关键影响因素动态演化的

实地研究——基于广州12家企业个案现场访
谈数据的质性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6期 王朝辉

238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著作奖
谁在掏空中国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制性

家族的隧道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申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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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0 浙江大学 论文奖
Urbanization and/or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ume

42.Issues1-
2,January

2012

宋华盛

2391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国家空间里的能力加值比赛——基于产业国

际竞争力的结构观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3年第4期 刘林青

2392 北京科技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7月 何维达

239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中国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的区域差异及动态

演进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1期 庞瑞芝

2394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1980-2008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1年第3期 陈诗一

2395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分析-基于投入产

出结构分解技术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1年第11期 余典范

2396 南京大学 论文奖
补贴方式与均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

与传统产业调整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3年第8期 王宇

2397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国际竞争力与出口竞争力的对比研究及指标

设计——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陈立敏

2398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3期 温军

2399 北京印刷学院 著作奖
中国印刷业发展观察及深度分析报告——

2011-2020年的形势分析与发展预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2年7月 李治堂

2400 东北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模型与定量测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Vol

12.No1,2012
肖兴志

2401 扬州大学 论文奖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

—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第9期 谭洪波

240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奖 中国汽车产业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1年第3期 李晓钟

2403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绩效评价与管制政

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王俊豪

2404 南昌大学 著作奖
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

——以中部地区为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郑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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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5 暨南大学 论文奖
Industry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und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Volume

2012(2012)
陶锋

2406 山东大学 著作奖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组织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杨蕙馨

2407 哈尔滨工程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东北地区制造业产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及演

化机理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领导批示、佳木

斯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

2012年3月 孙冰

2408 江西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稀土问题”及江西稀土产业科学发展的政

策取向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领导批示、工业

和信息化部原材
料司

2011年2月 吴一丁

240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特殊困难地区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战略创新

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3年1月 张琦

2410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医疗服务于农民：奢侈品还是必需品？—基

于1990-2009年城乡医疗需求收入弹性比较
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农业经济问题 2011年第6期 叶明华

2411 重庆大学 著作奖 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构建与创新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冉光和

2412 西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服务

创新与动态竞争战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领导规划小组
办公室——成果
文库等

2013年8月 温涛

2413 安徽工业大学 论文奖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增收效应的空间特征——

基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5期 骆永民

2414 河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理性与效率：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4月 晋洪涛

2415 衡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现代多功能农业的价值评估与应用——基于

湖南农村区域发展的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周镕基

2416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维护农民权益机制研究——基于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和政府政策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祁晓玲

2417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杜伟

2418 同济大学 论文奖 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期 钟宁桦

第 166 页，共 420 页



2419 北京工商大学 著作奖
小农－企业家主导的农业组织模式：天星村

葡萄业技术与市场演化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1月 徐振宇

2420 重庆大学 著作奖
西部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与对策——新农

村建设新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蒲艳萍

242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论文奖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评估：来自农户收入差

距的响应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9期 朱玉春

2422 内蒙古财经大学 著作奖
贫困与反贫困的经济学研究——以内蒙古为

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瑞华

2423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著作奖
我国县域城乡统筹发展评价研究——以苏浙

沪为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10月 曹扬

2424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9月 史清华

2425 浙江大学 研究报告奖 推进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共进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时任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批示
2011年1月 黄祖辉

2426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丁关良

2427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反思与实证

检验——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财贸经济 2012年第1期 江春

2428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基于利益协

调的视角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年4月 刘润秋

2429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年11月 韩立达

2430 沈阳农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度及其决定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辽宁省人民政府

研究室、沈阳市
农村经济委员会

2012年12月 张广胜

2431 青岛科技大学 著作奖 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王兆君

2432 暨南大学 论文奖
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基于有

序响应收入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9期 王春超

2433 深圳大学 论文奖 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4期 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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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家庭社会网络与农户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农

村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5期 易行健

2435 宁夏大学 论文奖
农村土地信用社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基于

宁夏平罗县225个农户的实证调查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农业技术经济 2011年第12期 张会萍

2436 北京林业大学 论文奖

Impact of property rights reform on

household forest management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souther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Volume

34,September
2013

谢屹

2437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外部冲击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业产业链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1期 张利庠

2438 东北农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乳业区域集群效应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河北省奶业协会

、黑龙江省农业
委员会

2012年4月 李翠霞

2439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市场VS政府，什么力量影响了我国菜农农药

用量的选择？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11期 王常伟

2440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转基因作物抗性的动态优化政策和管理

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乔方彬

2441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基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3期 许庆

2442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农机服务市场与农机支持政策的选择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年11月 纪月清

2443 华中农业大学 论文奖
Re-examining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Efficiency: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Vol.5, No.4,

2013
李谷成

244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22. No

3,Sep,2011
丁士军

2445 湖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粮食大省粮食安全的责任和实现机理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曾福生

2446 新疆大学 论文奖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订单经营的联结

机制探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商业时代（原《商

业经济研究》 ）
2011年第6期 玛依拉.吐尔逊

2447 新疆农业大学 著作奖
基于农户行为的新疆南疆棉农生产与土地退

化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大地出版社 2013年9月 马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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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8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农业政策改革、要素市场发育与农户土地利

用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黄贤金

2449 天津农学院 著作奖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农民就业转型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13年8月 吴宝华

2450 东北农业大学 著作奖
农地流转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基于“交易

费用两分”范式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6月 王颜齐

2451 长江大学 研究报告奖
创造性地设计湖北省“谁来种田、如何种田

”的政策与措施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领导批示 2013年6月

湖北农村发展研究

中心

2452 华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产权强度、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罗必良

2453 广东金融学院 论文奖
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农地流转----基

于农地控制权偏好的制度解析及政策含义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
2011年第2期 刘芬华

2454 贵州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土地产权制度理论研究——兼论中国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洪名勇

2455 石河子大学 著作奖 新中国时期与清代新疆屯垦制度的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12月 张晓莉

2456 华中农业大学 著作奖 农产品营销渠道冲突与整合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李崇光

2457 福建农林大学 著作奖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机制

创新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林丽琼

2458 西北大学 研究报告奖
安康山地烤烟生产收购组织管理模式研究与

推广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陕西省烟草公司 2013年2月 卢山冰

2459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意愿与行为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刘宇翔

2460 内蒙古农业大学 著作奖 谁来养活世界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12月 姚凤桐

2461 山东农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11月 张复宏

2462 武汉轻工大学 论文奖
农业经济增长与污染性要素投入——基于简

约式及结构式模型的实证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评论 2013年第3期 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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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3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raceable pork, milk, and edible oil
in Nanjing,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Food Control
September

2012, Volume
27(1)

张彩萍

2464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现阶段“新二元结构”问题缓解的制度与政

策——基于上海外来农民工的调研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11期 顾海英

2465 华南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基于随机制度转换模型的我国农产品市场一

体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广东华南粮食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3年2月 韩胜飞

2466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王国敏

2467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胡小平

2468 陕西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榆阳区现代农业发展目标与路径选择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12月 方兰

2469 河北农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河北省山区农业科技成果技术转移体系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河北省邢台市农

业局等采纳
2012年6月 赵增锋

2470 沈阳农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吕杰

2471 吉林农业大学 著作奖 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3月 邵喜武

2472 东北农业大学 论文奖
基于协整分析的黑龙江省低碳农业影响因素

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软科学 2013年第2期 师帅

2473 北京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体制、知识产权及竞争力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剪报信
息采用

2011年9月 胡瑞法

2474 鲁东大学 著作奖
“三农”支援政策及其效果研究：韩国工业

化过程中的农业政策及其评价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王纪孔

2475 华南农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政策评价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农业部农村经济

研究中心采纳
2013年11月 谭砚文

2476 重庆工商大学 研究报告奖
基于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优化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机制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重庆农村工作委

员会研究室采纳
2012年3月 彭建仿

2477 重庆工商大学 著作奖 基于关系契约的农产品交易稳定性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张春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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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8 塔里木大学 著作奖 新疆南疆发展区域特色支柱产业的经济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3月 喻晓玲

2479 石河子大学 著作奖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6月 苏荟

2480 北京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快速发展中的城市轨道交通政府补贴机制研

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市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 欧国立

2481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Modeling intermodal equilibrium for

bimod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sign
problems in a linear monocentric city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Volume

46,Issue
1,January

2012

李志纯

2482 北京交通大学 论文奖 我国铁路货物运输政府指导价问题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3年第11期 李文兴

2483 北京工业大学 著作奖
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我国综合运输体系中的

地位和作用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京文

248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Market Conduct of the Three Busiest

Airline Routes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

Volume

47,September
2013

杨杭军

2485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Road investments and inventory

reduction: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ume

78,July 2013
李涵

2486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研究——认知与建构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荣朝和

2487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集约型城镇化与我国交通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年11月 赵坚

2488 浙江外国语学院 著作奖
中国零售产业政府规制研究——基于零售商

市场势力的视角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赵玻

2489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流通产业组织化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王晓东

2490 湖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近期我国物价波动趋势的分析与预测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成果要报

2011年6月 陈乐一

2491 湖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流通业绿色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湖南省节能监察

中心等
2013年4月 贺爱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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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2 北京工商大学 著作奖 中国改革开放与贸易发展道路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5月 洪涛

2493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现代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汪旭晖

2494 哈尔滨商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外包产业结构优

化与创新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黑龙江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黑
龙江省商务厅

2011年10月 赵德海

2495 华北科技学院 研究报告奖
区域商流运动与商贸中心的形成-河北省邯

郸市个案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邯郸市政府研究

室，邯郸市农业
工作委员会

2011年12月
“区域商流运动与

商贸中心的形成”
课题组

2496 湖北大学 论文奖 网络广告的形态演进与未来发展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湖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6期 黎明

2497 长沙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服务业产业安全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国家社科规划办

——成果要报
2011年9月 王耀中

2498 中山大学 论文奖
CPI与PPI传导机制的非线性研究：正向传导

还是反向倒逼？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3期 杨子晖

2499 贵州财经大学 著作奖 旅游环境哲学-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杨春宇

2500 安徽师范大学 著作奖
重大事件对大都市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

2010上海世博会为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王朝辉

2501 湖南女子学院 著作奖
旅游生态位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以湖

南省张家界市为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年12月 向延平

2502 浙江师范大学 论文奖

Forecasting business failure: the use

of nearest-neighbour support vectors
and correcting imbalanced samples -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hotel
industry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Tourism

Management

Volume33,Iss

ue3,June
2012

李辉

250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论文奖

Cooperation contract in tourism

supply chains: The optimal pricing
strategy of hotels for cooperative
third party strategic website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ume41,Apr

il 2013
郭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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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4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论文奖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2010

World Expo in Shanghai prior to and
druing the event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2年第11期 叶欣梁

2505 内蒙古财经大学 著作奖 草原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吕君

2506 苏州大学 论文奖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

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地理学报 2011年第10期 汪德根

2507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研究报告奖

《焦作市旅游标准化发展规划（2013-

2017）》及《焦作市旅游业标准体系表》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河南省焦作市旅

游局
2013年11月

焦作市创建全省旅

游标准化示范城市
工作领导小组

2508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西北丝绸之路五省区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

略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南宇

2509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存款保险制度还是央行直接救市——一个动

态博弈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0期 姚东旻

2510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理论与实证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期 谢康

2511 河北大学 著作奖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投资效益评估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孙健夫

2512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对我国税负问题的思考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财贸经济 2012年第7期 朱青

2513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中国税收收入规模变化的规则性、政策态势

及其稳定效应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1期 贾俊雪

251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郭庆旺

2515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双重困境下的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研究 基于

老龄化和城镇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李时宇

2516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国债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证检验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长春出版社 2011年5月 杨东亮

2517 复旦大学 论文奖
破解中国的“Easterlin悖论”：收入差距

、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1年第8期 何立新

2518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5期 付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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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中国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测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4期 卢洪友

2520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2年第12卷

第1期
刘穷志

252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结构性减税政策操作路径解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税务研究 2013年第2期 庞凤喜

252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我国财产税改革研究——一个关于理论及其

应用的探讨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胡洪曙

2523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地区间外溢性公共品的供给承诺与匹配率研

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0期 刘蓉

2524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基于财政分权的中国财产税改革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谷成

2525 云南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云南省县乡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云南省国家税务

局等采纳
2012年11月 陈新

2526 暨南大学 论文奖 民主参与对公共品支出偏差的影响考察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06期 赵永亮

2527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思路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当代财经 2011年第7期 马海涛

2528 中央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政府会计改革思路的初步探索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国家发改委 2013年5月 李贞

2529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公共预算改革：从年度到中期基础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王雍君

2530 南开大学 论文奖
社会性别预算的焦作试验——三论社会性别

预算在中国的推广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央财经大学学

报
2012年第9期 马蔡琛

2531 南开大学 论文奖
逾期债务、风险状况与中国财政安全——兼

论中国财政风险预警与控制理论框架的构建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8期 郭玉清

2532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马骏

2533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政府卫生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0期 李华

2534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2013中国财政发展报告——促进发展方式转

变营改增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胡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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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5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中国非农自雇活动的转换进入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2期 解垩

253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与财政超收问题探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财政研究 2012年第2期 王银梅

253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中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金荣学

2538 山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基于可流动性资产负债表的我国政府债务风

险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2期 沈沛龙

2539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失衡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李永友

2540 安徽大学 著作奖 林业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政策效应及选择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田淑英

2541 云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我国规范的省对县（市）均衡性转移支付制

度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1年第11卷

第1期
伏润民

2542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税收能力和税收

努力框架下的解释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吕冰洋

2543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我国房产税改革中的风险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12月 白彦锋

2544 中南大学 著作奖 基于行为博弈的税收遵从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刘振彪

254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研究报告奖 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领导批示 2013年2月 丁芸

2546 哈尔滨商业大学 论文奖 “管查协同”:大企业税收管理新模式探索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税务研究 2012年第6期 蔡德发

2547 暨南大学 论文奖 多重目标制约下的中国房产税改革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财贸经济 2011年第06期 冯海波

2548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我国制造业企业所得税最优统一税率研究：

基于CGE技术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系统工程理论与

实践

2013年第33卷

第4期
张顺明

2549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The impact of water quality on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drink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program in rural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January

2012,
Vol.31(1)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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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腐败、公共支出效率与长期经济增长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9期 刘勇政

2551 吉林大学 研究报告奖
吉林省保障性住房开发与建设的制度与政策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领导批示 2013年10月 王文成

2552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2013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

政策研究中心

2553 浙江大学 论文奖 攫取之手、援助之手与中国税收超GDP增长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3期 方红生

2554 武汉大学 研究报告奖 湖北新农村建设农民满意度调查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领导批示 2013年1月 刘成奎

2555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绩效评价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俊霞

255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我国贫富差距问题

研究课题组

2557 河北工程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优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年12月 王彦林

2558 河北经贸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理论与实证研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王晓洁

2559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变革的逻辑──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认知与

理论思辨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华书局 2013年5月 吕炜

2560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政

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王乔

2561 南开大学 论文奖
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组合选择——基于外汇储

备循环路径的内生性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4期 刘澜飚

2562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金融开放条件的成熟度评估：基于综合效益

的门槛模型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2期 蓝发钦

2563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资本管制能够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5期 刘莉亚

2564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研究：波动、失衡与升

值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王义中

2565 厦门大学 论文奖
人民币汇率与我国房地产价格——基于

Markov区制转换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金融研究 2011年第5期 朱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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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6 厦门大学 论文奖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基于全球资产配

置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国际金融研究 2012年第11期 喻海燕

256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积累研究-反思中国经济

增长模式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3年5月 唐伟霞

2568 天津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汇率战略通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年4月 王爱俭

2569 辽宁大学 论文奖
外汇储备规模与本币国际化：日元的经验研

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0期 白钦先

2570 上海金融学院 研究报告奖
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先行先试，推进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上海市委统战部 2013年5月 肖本华

2571 福州大学 著作奖 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空间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黄志刚

2572 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美元贬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传导途径

及其效应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4期 胡援成

2573 广西大学 著作奖 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约束与突破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范祚军

2574 云南大学 著作奖
经济失衡下人民币利率、汇率调整与联动效

应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10月 王健康

2575 昆明学院 论文奖
人民币周边化与东盟国家“货币锚”调整的

效应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国际贸易问题 2011年第3期 杨荣海

2576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回归货币

主义?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2年第8期 张成思

2577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治理通胀：行政干预还是市场手段--基于通

货膨胀惯性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增

刊）

2013年第增1

期
钱宗鑫

2578 浙江大学 著作奖 货币非中性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3月 李壑

2579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货币供应机制与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基

于DSGE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管理科学 2011年4月 简志宏

2580 山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金融发展中的货币控制：货币均衡的理论争

议与历史变迁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王书华

2581 东北财经大学 论文奖
货币政策意外、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预

期管理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2年第6期 熊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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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2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管理通胀和通胀预期的货币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3年8月 封思贤

2583 南京财经大学 论文奖 央行信息披露、实际干预与通胀预期管理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2期 卞志村

2584 安徽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特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07期 何启志

2585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金融亲周期性与货币政策调控新框架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黄飞鸣

2586 深圳大学 论文奖 论主权货币充当储备货币的风险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
2011年第4期 刘群

258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中国商业银行理财发展报告(2009-2010)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宋国良

2588 南开大学 论文奖
Board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bank performance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Volume

37,Issue
8,August

2013

梁琪

2589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后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研

究——中国如何汲取中东欧转轨国家的经验
与教训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项卫星

2590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中国政府对上市银行的隐性救助概率和救助

成本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金融研究 2012年第10期 许友传

2591 上海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国家开发银行的债信模式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国家开发银行 2013年12月 赵晓菊

2592 武汉大学 著作奖 资本充足性约束下银行风险偏好和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马理

2593 湖南大学 著作奖 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年9月 彭建刚

2594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关系型贷款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金融研究 2013年第6期 张晓玫

2595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Multinational Bank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shocks: Evidence from
Foreign Bank Subsidiarie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Volume

37,Issue
3,March 2013

吴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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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6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曲线的构建与分析——

基于随机效应半参数模型的方法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金融研究 2013年第7期 罗荣华

2597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Bank stability and managerial

compensation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March

2013,Vol.37(
3)

白罡

2598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反洗钱中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12月 张成虎

2599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银行业存贷利差的经济影响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丁宁

2600 暨南大学 论文奖
不良贷款约束下的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05期 王兵

2601 暨南大学 论文奖
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研究：

1998-2011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金融研究 2012年第09期 蒋海

2602 广东财经大学 著作奖 资产价格波动与银行体系稳定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3年11月 段军山

2603 北京大学 论文奖
Realized GARCH: A Joint Model of

Returns and Realized Measures of
Volatility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Vol.27,No.6,

September/Oc
tober 2012

黄卓

2604 东南大学 论文奖
股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EVT-

Copula-CoVaR模型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世界经济 2011年第11期 刘晓星

2605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中国股市高频波动率的特征、预测模型以及

预测精度比较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系统工程理论与

实践
2013年第2期 陈浪南

2606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Volatility spillover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orld equity market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Volume 20,

Issue
2,April 2012

周翔翼

2607 天津科技大学 论文奖 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及其监管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央财经大学学

报
2013年第9期 张慧毅

2608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奖

A novel nonlinear value-at-risk

method for modelling risk of option
portfolio with multivariate mixture
of normal distribution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Economic

Modelling

Volume 35,

September
2013

陈荣达

2609 湖北经济学院 著作奖 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许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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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A股市场与美股、港股的互动关系研

究：基于信息溢出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8期 李红权

26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私募基金的管理规模与最优激励契约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3期 肖欣荣

2612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优化理论、模型与应用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迟国泰

2613 重庆大学 论文奖

Does the weather have impacts on

returns and trading activities in
order-driven stock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Volume 19,

Issue
1,January

2012

陆静

261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创业资本产权缺损与制度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兵器工业出版社 2012年6月 尹国俊

2615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信息不对称、企业异质性与信贷风险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9期 尹志超

2616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国有经济效率、增长目标硬约束与货币政策

超调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7期 马草原

2617 北京工商大学 著作奖 微型金融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年7月 张伟

2618 黑龙江大学 研究报告奖 黑龙江金融机构存贷差过大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黑龙江省金融办 2012年9月 马骥

2619 石河子大学 论文奖
信贷资金配置差异：所有制歧视抑或禀赋差

异？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6期 白俊

2620 山东大学 论文奖 综合模糊理论与未来5年黄金价格走势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黄金市场十

年回顾与展望

2013年4月，

九州出版社
肖洪生

2621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Fuzzy portfolio optimization model

under real constraint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Volume

53,Issue
3,November

2013

刘勇军

2622 西安工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关联并购及其绩

效影响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2月 陈健

262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Finance in Asia: Insitu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
著作 英语 经济学

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

2013年3月 刘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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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监管与市场博弈中的投行功能研究——侧重

于IPO承销功能的实证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许荣

262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关于投资者不确定

性感受和资产价格的理论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2期 吴卫星

262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Privatization and Risk Sharing:

Evidence from the Split Share
Structure Reform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1年第7期 江萍

262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Analyst Coverage, Information, and

Bubble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Vol.48,

No5,Oct.2013
边江泽

2628 吉林大学 论文奖
资产系统性风险跨期时变的内生性：由理论

证明到实证检验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4期 丁志国

2629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入世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动态国际一体化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0期 何光辉

2630 同济大学 研究报告奖 政策关于谨慎推出国际板的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国家社科基金《

成果要报》
2011年8月 石建勋

2631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等级依赖效用函数下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的校

正：源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上海经济研究 2013年第11期 李巍

2632 浙江大学 论文奖
Trading on Inside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the Share-Structure
Reform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May

2013,Vol.37(
5)

朱燕建

2633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我国承销商利用分析师报告托市了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3期 潘越

2634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基金经理激励体系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龚红

2635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股票市场伦理环境与投资者模糊决策——理

论与实验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 王擎

263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研究报告奖 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业绩评价体系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国有资本经

营管理中心
2011年10月 段新生

263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中国期货市场的规范与发展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1月 祝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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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8 河北大学 著作奖 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制度因素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闫屹

2639 哈尔滨工业大学 著作奖 华尔街狂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2月 王忠玉

2640 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我国基金市场存在“

赎回异象”吗？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期 肖峻

2641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基于董事会投票的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期 叶康涛

264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公司治理与中小企业融资方式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1年第10期 郭桂霞

264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

效应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1期 田利辉

2644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ak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
Evidence from merger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ume

110(1),Octob
er 2013

邓辛

2645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A unified model of entrepreneurship

dynamic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ume

106(1),Octob
er 2012

杨金强

2646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Where Did All the Dollars Go? The

Effect of Cash Flows on Capital and
Asset Structure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Volume

46,Issue5,Oc
tober 2011

王甄

2647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融资约束、债务能力与公司业绩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5期 李科

2648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货币政策、民营企业投资效率与公司期权价

值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5期 靳庆鲁

2649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管理层收购后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出版集团-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年12月 李曜

2650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股权集中下的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俞红海

2651 武汉大学 论文奖 控股股东道德风险与公司现金策略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2期 罗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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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Managerial incentives, CEO

characteristic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une 2011,

Vol.39(2)
李春涛

265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In search of conclusive evidence: How

to test for adjustment to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June 2010,

Vol.16(3)
李广众

2654 中山大学 论文奖
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FDI进入模式

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2期 李善民

2655 重庆大学 著作奖 全流通条件下的大股东行为与金融风险防范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陈耿

2656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奖 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9期 于蔚

2657 广东金融学院 著作奖 企业债务结构和债务工具选择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李湛

2658 广西大学 论文奖
房产价值与公司投融资变动——抵押担保渠

道效应的中国经验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5期 曾海舰

2659 云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媒体监督、媒体治理与高管薪酬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6期 杨德明

2660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商品房价格：动力机制、异常波动及调控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沈悦

2661 安徽工业大学 论文奖
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来自房地产市场的

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金融研究 2011年第9期 王先柱

2662 北京林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重庆涪陵林票交易体系设计与制度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重庆涪陵林权交

易所
2013年10月 张大红

2663 江南大学 著作奖 小额信贷发展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3月 谢玉梅

2664 西南大学 著作奖 农村金融市场成长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王定祥

2665 河北金融学院 著作奖 新农村建设中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年12月 杨伟坤

2666 河北经贸大学 著作奖 农村新型金融组织业务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2年3月 吴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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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7 辽宁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优化与实证分析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年1月 王伟

2668 湖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我国普惠制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1月 李明贤

2669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开发性金融在碳金融体系建构中的引致机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4期 杜莉

2670 哈尔滨商业大学 著作奖
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

发行的货币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11月 张新知

2671 华南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广东绿色金融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广州农商银行 2013年12月 徐枫

2672 大连工业大学 论文奖
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么？——来自中

国的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金融研究 2012年第11期 崔艳娟

2673 济南大学 论文奖 金融中心的本质、功能与路径选择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11期 孙国茂

2674 北京化工大学 著作奖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理论与实证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周荣喜

2675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宏观金融工程：理论卷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7月 叶永刚

2676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A Quasi-Analytical Pricing Model for

Arithmetic Asian Option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Volume

33,Issue
12,December

2013

孙坚强

2677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Canonical distribution, implied

binomial tree and the pricing of
American option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Volume

33,Issue
2,February

2013

刘强

2678 内蒙古大学 著作奖
基于谱聚类的金融时间序列数据挖掘方法研

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年8月 苏木亚

2679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信用衍生品：原理、定价及应用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史永东

268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研究报告奖 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策略与路径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国家外汇管理局

管理监察司采纳
2012年1月 韩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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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1 福州大学 论文奖 组合信用风险测度的藤copula方法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系统工程学报 2013年第4期 唐振鹏

2682 山东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基于DFA的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动态资产负债

管理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天安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分公
司采纳

2011年11月 倪莎

268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金融市场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曹凤岐

268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张杰

2685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金融制度改革中利益集团作用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西南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徐加根

2686 天津财经大学 著作奖
构建银行合格借款者项目源培育体系——政

府引导中小企业突围间接融资困境的系统性
框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2年4月 王淼

2687 河北大学 论文奖 发展民生金融问题探索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河北经贸大学学

报
2013年第3期 康书生

2688 西华大学 论文奖 金融创新、道德风险与法律责任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6期 卓武扬

2689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中国消费金融调研报告（2010）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廖理

269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中国城乡家庭金融差异的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9月 何丽芬

2691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金融国际化中的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研

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刘锡良

2692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西南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甘犁

2693 西安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我国能源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的互动机

制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银行西

安分行、中国工
商银行陕西省分
行

2013年10月 李富有

2694 北京工业大学 著作奖 系统科学金融理论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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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5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寿险公司负债风险边际计量研究-基于我国

新会计准则和欧盟保险偿付能力II的视角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评论 2013年第3期 郑苏晋

2696 中央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2013中国保险公司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等采纳

2013年12月 寇业富

2697 重庆大学 著作奖
机制设计与发展创新——破解中国农业保险

困局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8月 黄英君

2698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防减灾投资支出、灾害控制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解析与中国实证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4期 卓志

269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养老年金市场——发展现状、国际经验

与未来战略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孙祁祥

2700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Optimal reinsurance under VaR and

CVaR risk measures: a simplified
approach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ASTIN Bulletin

Volume

41,Issue
2,November

2011

池义春

2701 华北电力大学 著作奖 养老金制度精算设计及动态投资策略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高建伟

2702 中山大学 论文奖
Optimal time-consistent investment

and reinsurance strategies for
insurers under Heston's SV model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July 2012,

Vol.51
李仲飞

2703 河北经贸大学 著作奖 农业保险补贴制度供给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冯文丽

2704 海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经理报酬对中国上市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

基于随机前沿(SFA)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保险研究 2012年第8期 叶成徽

2705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著作奖 危机事态下财政与金融动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3年8月 毛红燕

2706 中国人民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从不平衡到

相对均衡的中国区域经济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国家发改委国土

开发与地区经济
研究所采纳

2013年6月 孙久文

2707 北京科技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企业公民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冯梅

2708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诚信制度比较

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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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9 复旦大学 著作奖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选择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年12月 芮明杰

2710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中国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陈宪

2711 华东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陈洪安

2712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奖
区际产业联动的网络演化机理及联动效应研

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1月 高伟

2713 浙江大学 著作奖 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8月 叶航

2714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三螺旋合作深化发展路

径探讨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台湾研究集刊 2011年第3期 王勇

2715 厦门大学 论文奖 资源税改革：以煤炭为例的资源经济学分析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2期 林伯强

2716 厦门大学 著作奖
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

济发展 ——基于两岸经济整合的视角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戴淑庚

2717 山东大学 论文奖
Market-Demand Boosting and

Privatization in a Mixed Duopoly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ume64,Iss

ue1,January
2012

韩丽华

2718 山东大学 论文奖
Dynamic Games of R&D Competition in a

Differentiated Duopoly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

Volume

169,Issue
4,December

2013

李长英

2719 山东大学 著作奖 转型时期消费需求升级与产业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臧旭恒

27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文选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卢现祥

2721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教育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国际比较与中国

的实践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姚益龙

2722 河北大学 著作奖 区域人力资本积聚和开发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王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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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3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研究报告奖 公路交通发展与“三农”关系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鹿泉市交通运输

局等应用
2012年8月 史恩静

2724 辽宁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三农问题”及其规制政策的调整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孙康

2725 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奖 中国沿边开放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思考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民族研究 2011年第2期 张丽君

2726 西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西部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曹颖轶

2727 上海大学 论文奖
SPS措施影响中国水产品贸易的实证分析—

—以孔雀石绿标准对鳗鱼出口影响为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农村经济 2011年第2期 董银果

2728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著作奖
国际碳排放交易与中国排放权出口规模管理

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年12月 张云

2729 江苏大学 研究报告奖 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江苏省农业委员

会等采纳
2012年10月 金丽馥

2730 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的政府R&D资助有效吗？来自大中型工

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11年第4期 白俊红

2731 淮阴工学院 著作奖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效率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5月 史修松

2732 安徽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合作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3年） 研究报告 汉语 经济学
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采纳
2013年12月 周加来

2733 福建江夏学院 著作奖
核心地位的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中福建发

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刘慧宇

2734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Reinterpreting Penrose's Growth

Theory: A Subjectivism-Based View
著作 英语 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陈峥

2735 武汉工程大学 论文奖
Older Siblings' Contribution to Young

Child's Cognitive Skills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Economic

Modelling

September

2013,Vol.35
代先华

2736 武汉轻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中部地区产业布局与发展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武汉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钟新桥

2737 江汉大学 论文奖 国企改革与“再国有化”反思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1期 杨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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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8 江汉大学 著作奖 控股股东超控制权收益的成因与规制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刘立燕

2739 暨南大学 论文奖 知识产权的优化配置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05期 张耀辉

2740 汕头大学 著作奖 泛市场化批判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2年9月 田广

2741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们为何偏好公平：一个演化视角的解释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1年第8期 董志强

2742 广西财经学院 著作奖 中国南海海陆经济一体化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夏飞

2743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利益：理论分析与

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古广东

2744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奖
环境管制与生产率增长——以APPCL2000的

修订为例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期 李树

2745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奖
司法独立与市场分割--以法官异地交流为实

验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3年第9期 陈刚

2746 昆明医科大学 论文奖
The economic burden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rural southwest
China

论文 英语 经济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Volume

165,Issue
2,May 2013

蔡乐

2747 青海民族大学 著作奖
嵌入性视角的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以青海

藏毯产业集群为例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年5月 李毅

2748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著作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模式研究 著作 汉语 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王微微

2749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

统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徐坚

2750 广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

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陈洪波

275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古陶瓷修复基础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俞蕙

2752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研究——晋冀地

区部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学分析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陈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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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3 新疆师范大学 论文奖 石器时代东西文化交流初论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
2012年第4期 刘学堂

2754 吉林大学 论文奖 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考古学报 2012年第1期 赵宾福

2755 山东大学 著作奖 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文物出版社 2012年5月 方辉

2756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袁广阔

2757 河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

的考古学文化及经济形态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考古学报 2011年第4期 汤惠生

2758 北京大学 论文奖 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台北“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

2013年第1期 孙庆伟

2759 吉林大学 论文奖
錣策、钉齿镳与镝衔——公元前二千纪至前

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考古学报 2013年第3期 井中伟

2760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考古学报 2012年第1期 张礼艳

2761 武汉大学 论文奖 论商周时期青铜簋的铸型技术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考古 2012年第10期 张昌平

2762 郑州大学 著作奖 商系墓葬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郜向平

2763 北京大学 论文奖
文化变迁中的器形与质地--关于江东地区战

国秦汉之际墓葬所见陶瓷器组合的初步考察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文物 2012年第4期 杨哲峰

2764 南开大学 著作奖 汉代诸侯王墓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刘尊志

2765 郑州大学 著作奖 东周秦汉时期车马埋葬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赵海洲

2766 西北大学 著作奖 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段清波

276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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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8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六朝文明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4月 李梅田

2769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霍巍

277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蒙古山水地图——在日本新发现的一幅16世

纪丝绸之路地图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文物出版社 2011年9月 林梅村

2771 南开大学 论文奖 清代后妃陵园分类、分期研究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故宫学刊 2013年第1期 刘毅

2772 山东大学 论文奖 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研究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文史哲 2013年第2期 靳桂云

2773 四川大学 著作奖
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

廊石棺葬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罗二虎

2774 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奖 塔里木盆地考古学文化的起源问题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4期 肖小勇

2775 郑州大学 著作奖 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中华书局 2012年12月 孙危

2776 西北大学 著作奖
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

部文化交流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马健

2777 景德镇陶瓷学院 论文奖
元青花瓷器早期类型的新发现——从实证角

度论元青花瓷器的起源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文物 2011年第11期 黄薇

2778 常熟理工学院 著作奖 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文物出版社 2011年9月 孙彦

2779 西安工业大学 著作奖 隋唐墓志盖题铭艺术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南方出版社 2011年11月 刘天琪

278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区段与组合——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考古学

探索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3月 魏正中

2781 四川大学 论文奖 新疆史前考古所出角觿考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文物 2013年第1期 王鹏辉

2782 北京大学 论文奖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China
论文 英语 考古学 Science

Science 29

June 2012
Vol.336
No.6089

吴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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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3 山东大学 论文奖
即墨北阡遗址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沿海先

民的食物结构
论文 汉语 考古学 科学通报 2012年第12期 王芬

2784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文化遗产展示体系研究 著作 汉语 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卜琳

2785 南开大学 著作奖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0月 乔治忠

2786 吉林大学 论文奖 传统史学与价值认同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史学集刊 2013年第6期 许兆昌

2787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现代化潮流中的国学思潮及其走向再省思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天津社会科学 2012年第5期 胡逢祥

2788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实录研究(《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宋实

录研究》、《明实录研究》、《清实录研究
》)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10月 谢贵安

2789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

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7月 江湄

2790 扬州大学 著作奖 清前《史通》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8月 王嘉川

279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西方史学通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张广智

2792 云南大学 著作奖 历史观念——实践历史哲学的建构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李杰

2793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瞿林东

2794 河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尚书》历史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王灿

2795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概说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3年第5期 彭刚

2796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从“专业”到“通业”：当前文明探源的理

论、方法与实践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3期 陈淳

279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韩巍

2798 清华大学 著作奖 秦西汉印章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赵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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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9 清华大学 著作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西书局 2013年12月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

研究与保护中心

2800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初识清华简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西书局 2013年6月 李学勤

2801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四库全书馆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张升

2802 吉林大学 论文奖 甲骨钻凿形态研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考古学报 2013年第2期 周忠兵

2803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崎川隆

2804 吉林大学 著作奖 新见北朝墓志集释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7月 王连龙

2805 复旦大学 论文奖 放马滩简所见式占古佚书的初步研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八十三
本第二分）

2012年第2期 程少轩

2806 武汉大学 论文奖 秦汉时分纪时制综论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考古学报 2012年第3期 李天虹

2807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楚丧葬简牍集释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刘国胜

2808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竟陵八友”考辨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2月 柏俊才

2809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清水江文书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张应强

2810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儒学文献通论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 舒大刚

2811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宋代诏令全集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智勇

2812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二十五史干支通检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三秦出版社 2011年9月 王双怀

2813 兰州大学 著作奖 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年12月 冯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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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4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献通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1年9月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

研究所

2815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宋史礼志辨证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三联书店出

版社
2011年12月 汤勤福

2816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3年9月 赵生群

2817 浙江工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学术编年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梅新林

2818 浙江科技学院 著作奖 舒同传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2012年11月 王建华

2819 安徽大学 著作奖 “皖派”学术与传承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黄山书社 2012年3月 徐道彬

2820 安徽大学 著作奖 楚系简帛释例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刘信芳

2821 淮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唐会要校证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三秦出版社 2012年5月 牛继清

2822 南昌大学 论文奖 陈寅恪未刊信札整理笺释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文史 2012年第2辑 刘经富

2823 郑州大学 著作奖 明代宋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吴漫

2824 广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桂林石刻总集辑校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3年5月 杜海军

2825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朱子《尚书》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陈良中

2826 贵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治国策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4月 蓝琪

2827 天水师范学院 著作奖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10月 陈于柱

2828 暨南大学 著作奖
内联外接的商贸经济：岭南港口与腹地、海

外交通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7月 王元林

282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上博简《诗论》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0月 晁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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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0 吉林大学 著作奖 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8月 何景成

2831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金文所见商周时期的臣辰史官世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考古 2013年第11期 王进锋

2832 山东大学 著作奖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0月 张富祥

2833 山东大学 著作奖 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曾振宇

2834 河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鲜虞中山国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何艳杰

2835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论文奖 从红山文化看社会管理的起源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光明日报（光明

讲坛）

2012年12月3

日第5版
雷广臻

2836 通化师范学院 论文奖 金文所见周代的赐服制度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求索 2013年第12期 李岩

2837 吉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墨子讲读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薛柏成

283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

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1年9月 陈苏镇

2839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王子今

2840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5月 张忠炜

2841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儒生与汉代的文化交流和传播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
2011年第5期 禹平

2842 武汉大学 论文奖
《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

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1年第5期 杨华

2843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汉代监狱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3年3月 宋杰

2844 渤海大学 著作奖 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2年12月 崔向东

2845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桑弘羊评传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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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6 洛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术”、“学”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

学——以《谷梁传》与《公羊传》的4个降
为例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吴涛

2847 吉林大学 著作奖
文化融合与政治升进——北魏政权中的汉族

士人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花木兰文化出版

社
2012年9月 杨龙

2848 复旦大学 著作奖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6月 仇鹿鸣

2849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的财政意义--兼论所谓

唐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南朝化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1年第2期 杨际平

2850 山东大学 著作奖 青州龙兴寺历史与窖藏佛教造像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李森

2851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魏斌

2852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唐长孺文集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1年4月 唐长孺

2853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诸葛亮治蜀与蜀汉政治生态演变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白杨

2854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著作奖 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新世界出版社 2013年9月 饶胜文

2855 山西大学 著作奖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

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7月 范兆飞

2856 东北大学 著作奖 唐代吏部尚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董劭伟

2857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

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 唐雯

2858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3月 余欣

2859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2月 刘安志

2860 中山大学 论文奖
论唐宋岭南南部沿海雷神崇拜及其影响：以

唐人房千里《投荒杂录》为起点的考察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八十四
本，第三分）

2013年第3期 王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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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1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民族研究 2011年第6期 李宗俊

2862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于赓哲

2863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五代十国经济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学苑出版社 2011年6月 杜文玉

2864 辽宁大学 论文奖
唐代均田制再研究——实存制度还是研究体

系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1年第11期 耿元骊

2865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李鸿宾

2866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

疆出土文献为中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1年3月 陆离

2867 许昌学院 著作奖
隋唐地方行政与军防制度研究——以府兵制

时期为中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乔凤岐

2868 云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空间及其过程：唐长安住宅的分布特征及其

形成机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史林 2012年第1期 张永帅

2869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2年10月 包伟民

2870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宋代永嘉学派的建构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陆敏珍

2871 山东大学 著作奖
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

》学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葛焕礼

2872 聊城大学 著作奖 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郭学信

2873 云南大学 著作奖 唐宋社会变革论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林文勋

2874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4月 何玉红

2875 天水师范学院 著作奖 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杨小敏

2876 北京大学 论文奖 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文史 2013年第2辑 刘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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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7 辽宁师范大学 论文奖 金代宗室教育与历史文化认同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2年第8期 李玉君

2878 闽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财政通史（第五卷）宋辽西夏金元财政

史（下）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刘云

287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元典章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天津

古籍出版社
2011年3月 张帆

2880 复旦大学 著作奖 画境中州——金元之际华北行政建置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6月 温海清

2881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

会综合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2年12月 申万里

288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明清北京休闲空间格局研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地理学报 2012年第6期 吴承忠

2883 吉林大学 论文奖 明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考论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1年第6期 王剑

2884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虔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

共有记忆”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3年第1期 刘晓东

2885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改革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八十四
本，第一分）

2013年第3期 张佳佳

2886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十五、十六世纪江南赋役改革与荒地问题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八十三
本，第二分）

2012年第2期 谢湜

2887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梁志胜

2888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吴德义

2889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1年第6期 郭培贵

2890 长江师范学院 论文奖 试论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学习与探索 2013年第5期 张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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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1 贵阳学院 著作奖 黔记大事记考释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赵平略

2892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田澍

289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

解读与运用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3年第6期 余新忠

2894 吉林大学 著作奖 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1月 赵英兰

2895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以阿拉

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齐光

2896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地方政府的行政实践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冲突

及重塑——以晚清吉林将军双城堡民界的出
现为例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八十二
本，第三分）

2011年第3期 任玉雪

2897 山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姚春敏

2898 渤海大学 著作奖
制度、粮价与决策：清代山东“雨雪粮价”

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穆崟臣

289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著作奖 清代诸城刘氏家族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2月 张其凤

2900 宁波大学 著作奖 黄宗羲长传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方祖猷

2901 曲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治吏与“和平”——论康熙的“中正和平”

之道对吏治的影响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史学集刊 2011年第4期 成积春

2902 河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清代流放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王云红

2903 云南民族大学 论文奖 继承与发展:元明清时期的南海经略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刘俊珂

2904 天水师范学院 著作奖 清代前期钱币制度形态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王德泰

2905 复旦大学 著作奖
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

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王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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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6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中古契劵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3年3月 乜小红

2907 西北民族大学 著作奖 甘州回鹘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朱悦梅

2908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从淮夷族群到编户齐民——周代淮水流域族

群冲突的地理学观察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朱继平

2909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著作奖 中国古代消费市场与贸易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武汉出版社 2011年6月 吴顺发

2910 宁波大学 著作奖 晚清的基点——1840-1843年的汉奸恐慌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王瑞成

2911 河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中英火炮与鸦片战争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刘鸿亮

2912 广西民族大学 论文奖
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

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近代史研究 2011年第3期 唐晓涛

2913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1年12月 茅海建

2914 东北大学 著作奖 张荫桓与晚清外交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5月 王莲英

291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

变化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1月 尤淑君

2916 浙江大学 著作奖
看东方：1905年美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之行揭

秘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沈弘

2917 中山大学 著作奖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3月 关晓红

2918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清末预备立宪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迟云飞

2919 河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王宏斌

2920 东华大学 论文奖
归国与开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心

路行迹释意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史林 2013年第1期 廖大伟

2921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武汉出版社 2011年8月 严昌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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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2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罗福惠

2923 西南交通大学 著作奖 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在四川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鲜于浩

2924 扬州大学 著作奖 江苏辛亥革命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10月 周新国

2925 天津大学 著作奖 民主的追求：1948-1949筹建新中国实录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年6月 秦立海

2926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凤凰出版社 2012年2月 张生

2927 西南大学 著作奖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3月 潘洵

2928 河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年5月 张同乐

2929 宝鸡文理学院 著作奖
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粮政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郝银侠

2930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东固革命根据地研究迟滞的原因探析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2年第8期 唐莲英

2931 南京大学 著作奖
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

党的组织形态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李里峰

293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宋帮强

2933 天津商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禁毒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年1月 齐霁

2934 邯郸学院 著作奖 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鲁书月

2935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东方出版中心 2011年6月 陈挥

2936 赣南师范学院 论文奖 论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史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江西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 邱小云

2937 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财富与剥削在苏维埃革命划分阶级中的演变

及启示——以中央苏区为例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共党史研究 2011年第11期 杨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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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8 广东海洋大学 论文奖 陈潭秋对中央苏区粮食事业的探索与贡献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广西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 窦春芳

2939 广东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从建党

时期到新中国成立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邱若宏

2940 广东工业大学 论文奖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乡村村落的改造与

重建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共党史研究 2012年第8期 谢迪斌

2941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孙中山五权宪法的“中西合璧”文化解读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广东社会科学 2013年第5期 林绪武

2942 东北林业大学 著作奖 中华民国国会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2年6月 谷丽娟

2943 复旦大学 论文奖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

涉为中心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3期 吴景平

2944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民国对外关系史论（1927-1949）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3年1月 陈谦平

294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民国政体与外交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申晓云

2946 东南大学 著作奖 国民政府监察院研究（1931-1949）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12月 刘云虹

2947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年）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田彤

2948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奖 苏区革命后赣闽边区地方公产处置研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近代史研究 2013年第3期 游海华

2949 河南大学 著作奖 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3月 翁有为

2950 武汉科技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的联邦主义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张继才

2951 湖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制度变迁研究（1928-

1937）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刘大禹

2952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抗战时期大后方人口变迁——以重庆为中心

的考察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年10月 常云平

2953 云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7月 段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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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4 西北大学 著作奖 民国西安词典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李云峰

2955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大户加征"：江津县 1950年的征粮运动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近代史研究 2013年第4期 曹树基

2956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移民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共党史研究 2012年第2期 赵入坤

2957 南开大学 论文奖 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李金铮

2958 复旦大学 论文奖 论近代中国民间金融资本的地位和作用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学报 2012年第3期 朱荫贵

2959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The Confusion Merchant Tradition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论文 英语 历史学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ume 34,

No.2, May
2013

马敏

2960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技术演化与中西“大分流”——重工业角度

的重新审视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2年第3期 彭南生

2961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朱英

2962 河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1890—

1935）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9期 戴建兵

2963 浙江理工大学 著作奖
民间金融机构与政府：

上海钱庄研究（1843-1953）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刘梅英

2964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江浙财团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 陶水木

2965 淮南师范学院 著作奖
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

考察中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夏维奇

2966 赣南师范学院 著作奖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贷款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曾耀荣

2967 暨南大学 著作奖 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张晓辉

2968 兰州交通大学 著作奖
社会“自生秩序”的中国经济史镜像：华北

棉布市场变动原因研究（1867-1937）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2年3月 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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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9 宁夏大学 著作奖 高利贷与20世纪西北乡村社会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高石钢

2970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

观念变迁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6月 湛晓白

297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 姜义华

2972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胡成

2973 厦门大学 著作奖 报刊传媒与清末立宪思潮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李卫华

2974 河北大学 著作奖 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范铁权

2975 河南大学 论文奖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

意义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张宝明

2976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曲折反映——袁世凯政

治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廖志坤

2977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朱浒

2978 南开大学 著作奖
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

的历史追索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王先明

2979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

题与社会秩序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何文平

2980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

——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
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9月 梁景和

2981 山西大学 著作奖
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

村社会变迁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张俊峰

2982 山西大学 著作奖 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行龙

2983 山西大学 著作奖 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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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4 太原理工大学 论文奖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

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 渠桂萍

2985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1年第3期 唐力行

2986 上海大学 论文奖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

案”的历史民族志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张佩国

2987 上海大学 论文奖 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1年第5期 陈勇

2988 上海大学 著作奖
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研究：以民国时期耶稣

家庭为例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陶飞亚

2989 齐鲁工业大学 著作奖 近代旅京山东人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齐鲁书社 2013年12月 孙向群

2990 河南大学 著作奖
窝棚中的生命：近代天津城市贫民阶层研究

（1860-1937）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经济出版社
2013年11月 付燕鸿

2991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上中、下册）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年12月 周秋光

2992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6月 郭卫东

2993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9月 冯筱才

2994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南京大屠杀全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张宪文

299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

来源研究（1949-2002）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3年8月 梁晨

2996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吴义雄

2997 中山大学 著作奖 近代中国民间武器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3月 邱捷

2998 天津工业大学 著作奖 日伪殖民统治与战后东北重建 著作 日语 历史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4月 南龙瑞

2999 上海大学 著作奖
危机与应对:1929-1933年上海市民社会生活

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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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青岛科技大学 著作奖 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6月 张运君

3001 湘潭大学 著作奖 晚清人才地理分布研究（1840—1912）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王继平

3002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3年第5期 李育民

3003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刘家和

3004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早期丝绸之路探微》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杨共乐

3005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1期 杨巨平

3006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日知文集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7月 林志纯

3007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4月 郭丹彤

3008 西南大学 著作奖
古巴比伦时期不动产经济活动研究——以西

中句尔地区为考察中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3月 李海峰

3009 首都师范大学 论文奖 内生与杂糅视野下的古埃及文明起源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2期 金寿福

3010 上海大学 著作奖
《犹太古史》所罗门传——希伯来传统与希

腊化双重视野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4月 周平

3011 浙江海洋学院 著作奖 罗马道路与罗马社会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冯定雄

3012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西方古典思想家和谐与和谐社会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杨俊明

301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道路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朱孝远

3014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经济体的兴衰——以呢绒

生产与贸易为视角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朱明

301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主教的书信空间——奥古斯丁的交往范式在

《书信》中的体现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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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6 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奖 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世界历史 2011年第4期 侯建新

3017 哈尔滨师范大学 著作奖
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中世纪盛

期及近代早期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7月 谷延方

3018 南昌大学 著作奖 英国安茹王朝议会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11月 余永和

3019 南京大学 著作奖 1500年以来的英国与世界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3年1月 陈晓律

3020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4期 韩东育

3021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

反应和政策（1950－1962）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共党史研究

2013年第6期

、第7期
戴超武

3022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晏绍祥

3023 海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全球史导论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张一平

3024 西北大学 著作奖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彭树智

3025 吉林大学 著作奖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年11月 郭永虎

3026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冷战与美国核战略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九州出版社 2013年3月 詹欣

3027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威慑”与“禁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韩

国的核部署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2期 陈波

3028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2月 崔丕

3029 外交学院 著作奖
1956：Mao's China and the Hungarian

Crisis
著作 英语 历史学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13年6月 朱丹丹

3030 枣庄学院 著作奖 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体系的视阈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曹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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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战后日本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王新生

3032 南开大学 著作奖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杨栋梁

3033 天津大学 论文奖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

舆论为中心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王美平

3034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朝贡贸易体系的脱出与日本型区域秩序的构

建——江户前期日本的对外交涉政策与贸易
调控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日本学刊 2012年第6期 王来特

3035 北华大学 著作奖 吉田茂的帝国意识与对华政策观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郑毅

3036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思想转型与社会近代化---日本近代早期非

传统政治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10月 许晓光

3037 吉林大学 著作奖 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杨军

3038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高句丽移民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苗威

3039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与美国的国际危机

管理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 梁志

3040 大连大学 著作奖 东北亚近代史探赜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张晓刚

3041 延边大学 著作奖 明朝与朝鲜的诗赋外交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香港亚洲出版社 2011年3月 王克平

3042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梁志明

3043 郑州大学 论文奖 西方入侵前夕越南阮朝的“外洋公务”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于向东

3044 西北大学 著作奖 阿富汗问题的历史嬗变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黄民兴

3045 北京大学 著作奖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

民族主义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1年8月 昝涛

3046 山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车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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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 西北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王铁铮

3048 内蒙古民族大学 论文奖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世界历史 2011年第6期 王泰

3049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奖 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10月 孙红旗

3050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史学理论研究 2012年第4期 张忠祥

3051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The City Natural: 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著作 英语 历史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3年2月 侯深

3052 南开大学 著作奖
自然的边疆：北美西部开发中人与环境关系

的变迁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7月 付成双

3053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代欧美移民与民族多元化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1月 梁茂信

3054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美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与培训政策

（1945-1968）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高嵩

3055 厦门大学 著作奖 美国个人主义的历史变迁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陈奔

3056 武汉大学 论文奖
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妇女阻止私刑协会的

活动及其影响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世界历史 2012年第1期 谢国荣

3057 四川大学 论文奖
从上帝选民到社区公民：新英格兰殖民地早

期公民意识的形成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 原祖杰

3058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

动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白建才

3059 北京联合大学 论文奖 时代的影像：20世纪初美国“弗兰克案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史学月刊 2012年第9期 石竞琳

3060 上海大学 论文奖
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土耳其的毒品外交

（1965-1975）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5期 张勇安

3061 南京审计学院 著作奖
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持枪权与美国宪法

第二修正案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江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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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2 浙江师范大学 论文奖 美国郊区化进程中的黑人种族隔离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6期 孙群郎

3063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王晓德

3064 暨南大学 论文奖 论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及其影响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世界历史 2011年第06期 邵笑

3065 吉林大学 论文奖 1894--1914年俄国酒销售垄断的初衷及效果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世界历史 2012年第1期 张广翔

3066 苏州科技学院 著作奖 俄国革命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姚海

3067 温州大学 著作奖 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月 马龙闪

3068 吉林大学 著作奖 俄国文官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许金秋

306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分化与突破——14-16世纪英国农民经济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黄春高

3070 清华大学 论文奖
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

鱼的消失及其教训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南京大学学报(哲

学·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梅雪芹

3071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国家与市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历史解

读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7月 李新宽

3072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英帝国向英联邦转型探析——基于二战后丘

吉尔政府非殖民化政策的历史考察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史学月刊 2011年第2期 潘兴明

3073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刘金源

3074 厦门大学 论文奖
转型时期欧洲的海外从军现象-以詹姆斯六

世及查理一世在位期间的苏格兰为例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世界历史 2013年第3期 许二斌

3075 武汉大学 论文奖

Women Post Office Workers in

Britain:The long struggl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论文 英语 历史学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Business
Historic
Society

2012年总第45

卷

Mark James

Crow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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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6 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东盎格利亚道路：英国传统农业区的曲折转

型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3期 刘景华

307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近现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衰——农业与

农民现代化的再探讨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8月 文礼朋

3078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卢梭的病：医学与史学的综合解读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3年第5期 徐前进

3079 中山大学 论文奖
时代的“酵母”——普雷沃与18世纪法国“

饥荒阴谋”说的建构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清华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周立红

3080 暨南大学 论文奖
自愿委身与十一世纪法国底层社会的依附关

系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0期 李云飞

3081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如何培育健康的历史意识——试论德国历史

教科书中的二战历史叙述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世界历史 2013年第3期 孟钟捷

3082 中南大学 著作奖 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罗春梅

3083 华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1月 陈文海

3084 厦门大学 论文奖
迁台后国民党当局在琉球问题上的政策演变

——兼论琉球对中日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影响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台湾研究集刊 2013年第1期 黄俊凌

3085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北魏政治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1年11月 张金龙

3086 曲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儒家政治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1年9月 傅永聚

3087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

学院
著作奖 水西简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1年12月 王明贵

3088 清华大学 著作奖 阮元《儒林传稿》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1年12月 戚学民

3089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学术月刊 2012年第10期 李宪堂

3090 浙江大学 论文奖
苦难与真相：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

修辞技艺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4期 白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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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1 湖南大学 论文奖
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与中国古代民本思

想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载《清明·弘扬

民族文化与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学术交流会
论文选集》

2013年11月 陈谷嘉

3092 西北政法大学 著作奖 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学说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陈春会

309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汉画总录》（南阳卷十一－三十卷）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朱青生

3094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文化发展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3年6月 龚书铎

3095 山东大学 论文奖
“安乐窝”的文化阐释——对于邵雍话语及

其语境的学术考察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孔子研究 2012年第3期 邵明华

3096 湖南大学 著作奖
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

书院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0月 肖永明

3097 呼伦贝尔学院 著作奖 呼伦贝尔萨满教与喇嘛教史略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12月
常海（孛·蒙赫达

赉）

3098 济南大学 著作奖 孟府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2月 朱松美

3099 吉首大学 著作奖 民初“文化遗民”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罗惠缙

3100 海南大学 著作奖 明代海南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张朔人

3101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著作奖 《春秋》《左传》谥号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董常保

3102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华夏文明在甘肃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刘基

310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陈明

3104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著作奖 楚国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贾兵强

第 212 页，共 420 页



310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论文奖 西汉夏侯灶墓出土天文仪器新探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石云里

3106 咸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日食与视差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唐泉

3107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博扬文化事业有

限公司（台湾）
2013年9月 曹新宇

3108 南开大学 著作奖 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故宫出版社 2012年10月 常建华

3109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

氏族谱》研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学术月刊 2012年第4期 郑振满

3110 厦门大学 著作奖

Confucian Rituals and Chinese

Villagers: Pitu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Southeastern
Chinese Community,1368-1949

著作 英语 历史学 Brill 2013年9月 刘永华

3111 山西大学 著作奖
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

社会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胡英泽

3112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宗族的世系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钱杭

3113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徐茂明

3114 泉州师范学院 著作奖 台湾地名溯源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海风出版社 2013年2月 陈名实

3115 井冈山大学 著作奖 中央苏区社会保障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7月 黄惠运

3116 聊城大学 论文奖
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

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文史哲 2012年第3期 吴欣

3117 嘉应学院 著作奖
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

构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
2011年7月 肖文评

3118 广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风水、宗族与地域社会的构建——以清代黄

姚社会变迁为中心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3期 麦思杰

3119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1年4月 田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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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中国城市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何一民

3121 北京大学 论文奖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

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1年第3期 欧阳哲生

3122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澳门纪事 ：18、19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

观察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3月 许平

3123 复旦大学 著作奖 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朱莉丽

3124 复旦大学 著作奖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

响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邹振环

312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9月 董海樱

3126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8月 陈丹

3127 四川大学 著作奖 郑和下西洋研究论稿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花木兰文化出版

社（台湾）
2013年3月 张箭

3128 四川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孔子在美国：1849年以来孔子在美国报纸上

的形象变迁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张涛

3129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2年4月 张绪山

3130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

（1945-1959）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月 沈志华

3131 浙江大学 著作奖 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年1月 杨雨蕾

3132 厦门大学 论文奖 中国茶叶与近代荷兰饮茶习俗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3年第1期 刘勇

3133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丁卯之役”中金鲜间“纳质”、“岁币”

问题由来考辨——兼论后金首次征朝期间的
外交策略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史研究 2013年第4期 石少颖

3134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论文奖
从抗战时期滇缅公路运输的三个阶段看中英

美日等国际关系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广西社会科学 2012年第5期 韩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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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韩茂莉

3136 复旦大学 论文奖 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新考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地理 2013年第27辑 朱海滨

3137 复旦大学 论文奖
近代城市地图与开埠早期上海英租界区域城

市空间研究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地理 2013年第28辑 张晓虹

3138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邹逸麟

3139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2月 周振鹤

3140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

结构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1年1月 鲁西奇

3141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关山迢递——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李智君

3142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吴起变法前后楚国封君领地构成的变化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郑威

314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

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吴滔

3144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区域史视角与边疆研究——以”天山史“为

例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学术月刊 2013年第6期 黄达远

3145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西汉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化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8月 肖爱玲

3146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公元7-9世纪鄂尔多斯高原人类经济活动与

自然环境演变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艾冲

3147 淮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晚明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以《

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为数据来
源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地理研究 2011年第6期 任唤麟

3148 郑州大学 著作奖 郑州历史地理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陈隆文

3149 湘潭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食盐产地分布和变迁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7月 吉成名

3150 暨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郭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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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1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基于人地关系演

进的视角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郑维宽

3152 西北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年12月 席会东

3153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 李凭

3154 贵阳中医学院 著作奖 服务 信用 创新：爱国银行家陈光甫之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3年6月 黄江华

3155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臧健

3156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李锐

3157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1年7月 程妮娜

3158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1年2月 葛兆光

3159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

(1368~1958)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李玉尚

3160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江苏农业文化遗产调查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农业科学技

术出版社
2011年10月 王思明

3161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日常生活中的国际联系（1950—1990)——

安溪湖头李氏书信解析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华人研究国际学

报（新加坡）
2012年第2期 郑莉

3162 厦门大学 论文奖 中华海洋文明论发凡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高校社会科

学
2013年第4期 杨国桢

3163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深化环境史研究刍议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历史研究 2013年第3期 钞晓鸿

3164 厦门大学 著作奖 菲律宾华人通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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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 厦门大学 著作奖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1930s-1950s

著作 英语 历史学

Singapore: NUS

Pres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年8月 沈惠芬

3166 内蒙古大学 著作奖 内蒙古通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郝维民

3167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土司制度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龚荫

3168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闽文化新论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汪征鲁

3169 广州大学 研究报告奖 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历史学
中共广州市荔湾区

委宣传部等采纳
2012年12月 冷东

3170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重庆移民史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李禹阶

3171 西华师范大学 著作奖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中华书局 2012年4月 蔡东洲

3172 贵州大学 论文奖
论清前期漠西蒙古入藏与西南边疆“改土归

流”的关系——以康区的“改土归流”为视
野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思想战线 2011年第2期 马国君

3173 云南大学 著作奖 云南民族史讲义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方国瑜

3174 新疆大学 论文奖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哈萨克人东迁 论文 汉语 历史学
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
2013年第1期 万雪玉

3175 河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家产继承史论（修订本）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邢铁

3176 云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腾冲商帮 著作 汉语 历史学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董晓京

3177 南开大学 著作奖 集合论含有原子的自然模型和布尔值模型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李娜

3178 湖南科技学院 论文奖
基于互模拟的模态逻辑与非良基集合论之间

的关系
论文 汉语 逻辑学 毕节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姚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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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9 东南大学 著作奖 论联合演算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马雷

3180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鞠实儿

3181 天津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刘明明

3182 燕山大学 著作奖 三支、三物与证成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燕山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张忠义

318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How Critical is the Dialectical Tier?

- Exploring the Critical Dimension in
the Dialectical Tier

论文 英语 逻辑学 Argumentation
May

2011,Volume
25,Issue 2

梁庆寅

3184 广东培正学院 论文奖
探索悬疑问题的思维工具——或然推理向或

效推测的扩张
论文 汉语 逻辑学 江汉论坛 2013年第9期 王仁法

3185 北京大学 著作奖 逻辑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陈波

3186 清华大学 著作奖 Reasoning about Preference Dynamics 著作 英语 逻辑学
Springer（施普

林格）
2011年5月 刘奋荣

3187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概称句推理研究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1月 张立英

3188 中山大学 论文奖
Semantic Games with Chance Moves

Revisited: From IF Logic to Partial
Logic

论文 英语 逻辑学 Synthese
June

2013,Volume
190,Issue 9

文学锋

3189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自由摹状词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 冯艳

3190 燕山大学 论文奖 现代本质主义的逻辑基础与哲学意蕴 论文 汉语 逻辑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2期 刘叶涛

3191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汉语句子的逻辑分析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金立

3192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归纳悖论研究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顿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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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On Solving Some Paradoxes Using the

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Operator
Based Decision Model

论文 英语 逻辑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ystems

Volume 29,

Issue 1
熊卫

3194 南开大学 著作奖
非经典逻辑系统发生学研究——兼论逻辑哲

学的中心问题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任晓明

3195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佛教逻辑研究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4月 沈剑英

3196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普特南实用多元主义本体论思想探析——从

逻辑哲学的视角看
论文 汉语 逻辑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6期 吴玉平

3197 中国计量学院 著作奖 图尔敏论证逻辑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逻辑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杨宁芳

319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文化与生命——中国变迁的人文诉求与马克

思主义的回应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魏波

3199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和发展形态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 郝立新

3200 清华大学 论文奖
《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一个史实的争议及革

命领袖评价问题——兼答《用历史档案戳穿
谎言》的作者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年第1期 刘书林

3201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侯廷智

3202 东北大学 论文奖 社会工程视域下“社会关系生产”的新形态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0期 田鹏颖

3203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7月 胡海波

3204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学林出版社 2012年9月 杜玉华

320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拜物教批判理论与整体马克思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刘召峰

3206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兼容的三重辩护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6期 李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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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7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直面生活本身：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陈曙光

3208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一个被深度歪曲与误释的概念与理论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1期 林剑

3209 西南大学 论文奖
从“概念思辨”到“资本批判——论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对传统辩证法的改造及其实质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胡刘

3210 西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理论与现实的

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马克思主义

西南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等采纳
2011年9月 陈跃

3211 辽宁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房广顺

321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论文奖 早期马克思政治立场转变中的赫斯因素研究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
2012年第2期 王代月

321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论文奖 消费异化：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维度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赵义良

3214 苏州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恩格斯弱者权益保护思想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3月 方世南

3215 江苏理工学院 著作奖 列宁全球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2年2月 张晓忠

3216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马克思社会关系视

域中的“和谐社会”解读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1月 周志山

3217 安徽理工大学 著作奖 基于马克思《数学手稿》的方法论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年2月 许菁菁

3218 巢湖学院 论文奖 历史唯物主义之辩证批判立场及其当代启示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9期 余京华

3219 山东理工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的复杂性原则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年第12期 宋超

3220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论文奖 论马克思恩格斯“人”之诠释中的人权意蕴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齐鲁学刊 2012年第5期 车华

3221 湖北大学 论文奖 论马克思的需要动力思想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 2011年第5期 杨鲜兰

3222 湘南学院 论文奖 以对话机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湘潭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期 曾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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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南华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0月 黄秋生

3224 华侨大学 论文奖
分工与自由：马克思分工理论的逻辑进路初

探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 2013年第4期 薛秀军

3225 华侨大学 著作奖
个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个人——马克思个人理

论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周世兴

3226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及实现方式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8期 刘同舫

3227 海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的幸福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11期 种海峰

3228 凯里学院 论文奖
《巴黎手稿》的辩证法运用和政治经济学方

法原型——“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循
环论证问题新解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哲学动态 2013年第9期 刘宗碧

3229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致性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金建萍

3230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儒

学运动的学术批判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共党史研究 2013年第3期 李方祥

3231 吉林大学 论文奖
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的实现路

径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政治学研究 2011年第3期 宋连胜

3232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论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田克勤

3233 山东大学 论文奖 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年第4期 张士海

3234 武汉理工大学 论文奖 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创新的几点思考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研究 2011年第4期 郭国祥

3235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恽代英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李良明

323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覃采萍

3237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论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阎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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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国际战略思想及其实践效

应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李久林

3239 河北联合大学 论文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光明日报（理论

版）
2011年12月 吴继轩

3240 上海政法学院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以延安

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为研究视角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张远新

3241 盐城工学院 著作奖 周恩来思想与实践探微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韩同友

3242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

学院
论文奖

曲折发展过程中的艰辛探索——庐山会议前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理论探索 2013年第1期 冯鑫永

3243 武汉纺织大学 论文奖 试析现代新儒学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解读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江汉论坛 2011年第10期 朱丽霞

3244 湘潭大学 论文奖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同构性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湖南社会科学 2013年第2期 王文兵

3245 湖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毛泽东研究报告(2012年)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吴怀友

3246 广东工业大学 论文奖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共党史研究 2012年第3期 周兵

3247 西安理工大学 著作奖
变迁与转型——以张闻天经济思想为考察中

心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刘玲

3248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构与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张雷声

3249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从MEGA1到MEGA2的历程——《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赵玉兰

3250 清华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学解读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李成旺

325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

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陈学明

3252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陈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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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论文奖 马克思与功利主义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
2012年第4期 白春雨

3254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三个代表”思想源流和理论创新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丁俊萍

3255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论

纲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刘力波

3256 河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生成与当代价值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杨文圣

3257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论文奖
生活的生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遮蔽

的现代性维度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年第1期 徐奉臻

3258 南京林业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史研究（1899-

1940）——兼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12月 孙建华

3259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经典作家东方学说的当代发展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俞良早

3260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1年12月 詹真荣

3261 中国计量学院 论文奖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教学与研究 2011年第6期 胡建成

3262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

的思想与实践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学习出版社 2012年3月 李爱华

3263 湖北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

1922）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学习出版社 2012年3月 田子渝

3264 广州大学 论文奖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普

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6期 涂成林

3265 广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代化后发展难题的破

解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
2012年第3期 靳书君

3266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1月 钟枢

3267 西南石油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史若干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徐纪律

第 223 页，共 420 页



3268 贵阳中医学院 研究报告奖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与经验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马克思主义

贵州师范大学、贵

阳学院采纳使用
2013年8月 杨近平

3269 西北大学 著作奖 变与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陈国庆

3270 南开大学 论文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

级的数量增长与构成变动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6期 孙寿涛

3271 南开大学 研究报告奖 科学发展观对执政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研究报告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全国党的建设研

究会
2011年12月 张健

3272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郑德荣

3273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评析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年第7期 李亚洲

3274 山东大学 著作奖
从“被动全球化”到“主动全球化”——全

球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徐艳玲

3275 华中农业大学 论文奖
民主与效率：冲突抑或协调——基于湘西乾

村村庄治理实践的实证分析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农村观察 2011年第3期 吴春梅

3276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的群众观及其哲学变革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2期 牟成文

3277 中山大学 著作奖 美国的收入分配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胡莹

3278 山西大学 著作奖 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合作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邸敏学

3279 山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进

程和实践创新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年第5期 赵笑蕾

3280 苏州大学 论文奖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7期 陆树程

3281 江苏科技大学 研究报告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体现与呼唤—

—以江苏省两代农民工价值观发展为例
研究报告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江苏省
委员会等采纳

2011年2月 黄进

3282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

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王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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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3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实践—

—以武义下山脱贫为例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华正学

3284 宁波大学 研究报告奖
构建城乡统筹基层党建新格局的基本模式与

创新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湖北省委
党建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等采纳

2011年10月 操家齐

3285 阜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研究--全球化视

野下的意义与战略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9月 朱宗友

3286 济南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包心鉴

3287 齐鲁师范学院 著作奖 全球化视域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学习出版社 2013年3月 陈海燕

3288 河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强国战略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秦剑军

3289 信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李俊

3290 湖南科技学院 著作奖 群众监督与反腐倡廉机制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杨军

3291 湖南科技学院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东方农民问题的理论及其在中国

的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谢双明

3292 惠州学院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罗恢远

3293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著作奖 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以珠三角为例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0月 翁礼成

329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王家芳

3295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著作奖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当代社会矛盾问题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龚秀勇

3296 西北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划界”史论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许门友

3297 甘肃中医学院 著作奖
冲突与和谐——透视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冲

突问题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云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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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8 北京大学 论文奖 把对民主的期望由“空想”转向“科学”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 2013年第12期 张光明

3299 南开大学 论文奖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实践和基本经验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南开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 刘景泉

3300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奖 社会主义源流述评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天津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12年5月 丁戎

3301 山东大学 著作奖 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崔桂田

3302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当代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性质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当代世界 2013年第9期 聂运麟

3303 西南交通大学 著作奖 世界托派运动--组织、理论与国别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曾淼

3304 北方工业大学 论文奖
论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

特质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学报
2013年第2期 林建华

3305 辽宁大学 著作奖
希腊共产党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与实践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王喜满

3306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历史研究 2011年第3期 苏智良

3307 扬州大学 著作奖
播火者的使命——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4月 张陟遥

3308 华东交通大学 著作奖
生态危机的困境与消解——当代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表达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余维海

3309 山东理工大学 著作奖
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

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张祥云

3310 江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9月 马社香

3311 华侨大学 论文奖 世界共产党的当前态势及发展趋势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研究 2012年第4期 林怀艺

3312 云南大学 著作奖
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袁群

3313 清华大学 著作奖 越南政治革新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9月 陈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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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奖 后马克思主义中的齐泽克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清华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 韩振江

3315 东北大学 著作奖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周立斌

3316 复旦大学 论文奖
重解历史的必然性——论齐泽克对《历史与

阶级意识》的重新解读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 2013年第3期 张双利

3317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陈炳辉

3318 武汉大学 论文奖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5期 袁银传

3319 武汉理工大学 著作奖
种族主义制度废除后南非共产党对社会主义

的新探索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程光德

33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三个争论及其价值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哲学动态 2012年第8期 王雨辰

3321 上海大学 论文奖
技术：全球生态的灾星抑或救星？——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与局限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 2013年第6期 徐琴

3322 嘉兴学院 著作奖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逻辑与

现实意义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彭冰冰

3323 安徽大学 著作奖 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李明

3324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政治解读”马克思——阿伦特对马克思理

论的评析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南昌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曾祥耿

3325 武汉轻工大学 著作奖 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阳海音

3326 华侨大学 著作奖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沃勒斯坦

的学说为切入点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重庆出版社 2011年5月 吴苑华

332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陈占安

3328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周良书

332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当代社会史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张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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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0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胡乔木论中共党史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6月 朱家梅

3331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张世飞

3332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北京出版社 2011年7月 张秀华

3333 东北大学 论文奖
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治经济

学分析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河北经贸大学学

报
2013年第5期 张志元

3334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公有制观念的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与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比较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年第8期 邵彦敏

3335 吉林大学 论文奖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及其中国经验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刊 2013年第7期 韩喜平

3336 华东理工大学 论文奖
文明城市：一种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城市化新

模式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年第3期 鲍宗豪

3337 江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刘焕明

3338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余林媛

3339 山东大学 论文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第一软实

力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刊 2012年第5期 周向军

3340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当前中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观念与

路径——基于全国50所高校的调查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8期 沈壮海

3341 武汉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石云霞

3342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新中国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理论与实践——马

克思主义的视角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0月 胡建兰

3343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共享式增长与消除权利贫困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 2012年第11期 龙静云

3344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梅萍

334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1期 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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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6 湖南大学 著作奖 廉洁文化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培育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5月 尹世尤

3347 中山大学 论文奖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9期 詹小美

3348 华南理工大学 论文奖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的历史演进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7期 莫岳云

3349 四川大学 论文奖 欧债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一体化异化噩梦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2年第2期 蒋永穆

3350 西南大学 论文奖
论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的变革——科学发展

观统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的方法论
阈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年第3期 邹绍清

3351 西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重庆市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重庆市教育委员

会等
2013年12月 崔延强

3352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发展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刘儒

3353 兰州大学 论文奖 西方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透析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国外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 李曦珍

3354 兰州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基础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刘先春

3355 河北大学 著作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纲要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田海舰

3356 河北医科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学苑出版社 2011年1月 刘云章

3357 山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自由、平等与社会公正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张二芳

3358 渤海大学 著作奖
科学发展观与以和谐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

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赵成

3359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的三维建构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汪青松

3360 苏州大学 论文奖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及其核心要素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年第11期 夏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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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1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近年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介评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燕山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蔡瑞艳

3362 淮海工学院 著作奖
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

发展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尹德树

3363 浙江理工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经验与启示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周光迅

3364 浙江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

发展路径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 叶险明

3365 宁波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郭宝宏

3366 安徽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资本运行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安徽皖维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3年12月 曹大文

3367 阜阳师范学院 论文奖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执政能力建设思路

与经验分析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河南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闫成俭

3368 阜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保障农民利益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钱守云

3369 南昌大学 论文奖 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话语转换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年第4期 胡伯项

3370 南昌工程学院 著作奖 当代中国公共意识生长论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陈付龙

3371 河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论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张国臣

3372 河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人的发展悖论及其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人的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王霞

3373 河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轨迹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中国化

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11月 孟轲

3374 吉首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9月 陈德祥

3375 湖南工业大学 著作奖 科学发展观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陈若松

3376 广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哲学解读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8期 邓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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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7 重庆三峡学院 研究报告奖 三峡库区农村群众宗教信仰状况调查 研究报告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重庆市社会思想

研究中心、中共
重庆市委宣传部
研究室等

2013年6月
重庆三峡学院课题

组

3378 云南艺术学院 著作奖 新时期权力监督制度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赵彦飞

3379 西北大学 著作奖 陕甘宁边区史纲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 梁星亮

3380 西安理工大学 著作奖 网络虚拟社会建设论略—法治与德育之思 著作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3年6月 鲁宽民

3381 延安大学 论文奖 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人民日报（理论

版）

2013年第

23676期
惠晓峰

3382 新疆大学 论文奖 党的正确领导与祖国的崛起 论文 维吾尔语 马克思主义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维吾尔文版）

2013年第1期 阿布里克木·艾山

3383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奖 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论文 汉语 马克思主义 政治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徐成芳

3384 宁夏医科大学 论文奖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方“芍药柏皮丸”考释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敦煌研究 2012年第2期 惠宏

3385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基于民族

因素与制度因素比较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
2012年第2期 高向东

3386 四川大学 研究报告奖 新疆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

书局《观点摘编》
2012年11月 周伟

3387 燕山大学 论文奖
列宁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三个层次——基于

列宁世界革命思想演变的分析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2年第6期 张三南

3388 内蒙古民族大学 著作奖 中国高校少数民族招生考试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刘额尔敦吐

3389 中南民族大学 论文奖 关于建立健全民族政策评估制度的思考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3年第5期 雷振扬

3390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散杂居民族概论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许宪隆

3391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藏北牧业社会变迁：达村和宗村牧民权利享

有的人类学考察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7月 郎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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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2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

醒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3年第3期 郑大华

3393 云南民族大学 论文奖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实证研

究——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2年第2期 王德强

3394 西藏民族学院 论文奖 族群社会化：族群身份生成的社会机制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3年第3期 刘红旭

3395 宁夏大学 著作奖 少数民族人口散、杂居现状与发展态势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王锋

3396 石河子大学 论文奖
超验主体与后危机时代的慈善公益——以美

国中镇为案例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西北民族研究 2013年第1期 高卉

3397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宗教问题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曹兴

3398 云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藏区治理策略管窥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
2013年第4期 周智生

3399 内蒙古工业大学 著作奖 公共政策变迁对牧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马军

3400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腹地与软肋：土家苗瑶走廊经济协同发展研

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李俊杰

3401 西昌学院 论文奖 民营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成长互动机制构建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云南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6期 徐成波

3402 许昌学院 论文奖
国家安全场域中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

探析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云南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马洪伟

3403 兰州大学 论文奖
民族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以长

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为例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思想战线 2012年第4期 徐黎丽

340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著作奖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2月 张淑娟

3405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圣书与圣民：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

构建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年6月 游斌

3406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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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7 西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蒙古族“美尔根特门传说”与藏族“禄东赞

传说”之比较研究
著作 蒙古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9月 萨仁托雅

3408 北方民族大学 论文奖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学术界 2011年第4期 陈茂荣

3409 大连民族学院 研究报告奖 应当尽快划定草原保护红线 研究报告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成果要报》

2013年6月 马林

3410 贵州民族大学 论文奖
民族地区危房改造与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保护

——以贵州省黎平县侗族为例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贵州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5期 何彪

3411 云南大学 论文奖
“连续统”：云南维西玛丽玛萨人的族群认

同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3年第3期 李志农

3412 吉林大学 论文奖 辽代皇族六院部夷离堇房相关问题考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2年第2期 韩世明

3413 内蒙古大学 论文奖 清代前期布特哈总管沿革探析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3年第4期 金鑫

3414 赤峰学院 著作奖 辽朝史稿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2年8月 任爱君

3415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杨圣敏

3416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杨铭

3417 云南大学 论文奖 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
2013年第2期 方铁

3418 甘肃政法学院 论文奖
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珞巴族塔金人及其社

会变迁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
2012年第1期 李金轲

3419 宁夏医科大学 论文奖 行走在双重之间——蓝煦生平事迹考述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回族研究 2011年第3期 罗彦慧

3420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肃慎与挹娄关系再议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2年第5期 郭孟秀

3421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客家、福佬源流与族群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谢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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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烟台大学 论文奖 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
2012年第1期 马晓丽

3423 湖北民族学院 论文奖 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简论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湖北民族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4期 陈心林

3424 兰州大学 著作奖
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及其问题研

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闫丽娟

3425 三峡大学 论文奖
不被“整合”的向心力——民族走廊“国家

化”研究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青海民族研究 2013年第2期 岳小国

3426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壮族社会生活史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富强

3427 海南大学 论文奖 清代海南黎族教化政策探析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东岳论丛 2013年8月 刘冬梅

3428 长江师范学院 著作奖 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兵制度与军事战争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重庆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良品

3429 内蒙古科技大学 著作奖 近代内蒙古行政建制变迁研究 著作 蒙古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3年6月 孟和宝音

3430 内蒙古师范大学 著作奖 蒙古族全史【教育卷】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内蒙古大学出版

社
2013年11月 王风雷

3431 赤峰学院 著作奖 元代追封蓟国公张应瑞墓碑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远方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李俊义

3432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百年蒙古学综目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苏日娜

3433 西北民族大学 著作奖
青海蒙古族蒙藏佛教口述史-阿旺却德尔口

述
著作 蒙古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9月 巴图

3434 四川大学 论文奖
1919年前早期入藏的北美人士与中西文化交

流--以其有关康藏论著在西方的影响为中心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赵艾东

3435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

》校勘影印全本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姚乐野

3436 四川大学 著作奖 青藏高原碉楼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石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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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7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藏学史(1950-2005)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王启龙

3438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国民政府西藏政策的实践与检讨（1927-

1949）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7月 徐百永

3439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藏传佛教对藏族传统习惯法的影响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6月 索南才让

3440 青海民族大学 著作奖 无名的造神者——热贡唐卡艺人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3年2月 陈乃华

3441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本解读与田野实践——新疆历史与民族研

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王欣

3442 中南民族大学 论文奖
知识与生态:本土知识价值的再认识——以

哈萨克游牧知识为例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开放时代 2012年第7期 陈祥军

3443 青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分化、调适与整合——新疆多民族杂居区东

乡族移民文化变迁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8月 陈文祥

3444 塔里木大学 论文奖 新疆多元语言文化互动下的民族认同研究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甘肃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 江承凤

3445 新疆师范大学 论文奖 乌鲁木齐市多民族混合社区建设研究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
2013年第4期 王平

3446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1年5月 岳永逸

3447 吉林大学 著作奖
主体人类学原理：“主体人类学”概念提出

及知识体系建构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陈秉公

3448 江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最美云肩情思回味之文化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年10月 梁惠娥

3449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1年第3期 朱炳祥

3450 中山大学 论文奖
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

凡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2年第2期 麻国庆

3451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传承与变迁——旅游中的族群与文化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 孙九霞

3452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

历史变迁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0月 段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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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3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华南两大族群文化人类学建构——重绘广府

文化与客家文化地图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谭元亨

3454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回坊内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西安伊斯兰

教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马强

3455 北京联合大学 著作奖 唐代节日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张勃

3456 河北科技大学 著作奖 人性缺陷与文化控制——现代危机根源探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2月 付吉元

3457 石家庄铁道大学 论文奖 节庆能否“盘活”民间艺术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人民日报

2013年2月15

日
范振刚

3458 山西大学 著作奖 走西口移民运动中的蒙汉民族民俗融合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5月 段友文

3459 呼伦贝尔学院 著作奖 哈穆尼堪鄂温克研究 著作 蒙古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内蒙古大学出版

社
2011年10月 森德玛

3460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乌裕尔河畔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研究：一个

有别于新疆柳尔克孜的族群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于学斌

3461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邢莉

3462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现代表述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林继富

3463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赛特阿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罗曲

3464 西北民族大学 著作奖
神圣、世俗与性别关系：中国甘肃省东乡族

的民族志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满珂

3465 大连民族学院 著作奖 北方森林-草原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变迁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10月 南文渊

3466 上海大学 论文奖
分担与参与：白马藏族民俗医疗实践的文化

逻辑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研究 2013年第6期 汪丹

3467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著作奖 传统文化视域中的歌俚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学林出版社 2013年9月 吴超

3468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浙江民间丧俗信仰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5月 陈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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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9 温州大学 论文奖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角色

的定位偏误与矫正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文化遗产 2013年第3期 黄涛

3470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遂昌祠堂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1年9月 徐文平

3471 青岛大学 著作奖 九族与乡土——一个汉人世界里的喷泉社会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5月 杜靖

3472 三峡大学 著作奖 苗年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1年12月 吴正彪

3473 暨南大学 著作奖
多元视阈中的河湟：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

地缘关系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5月 马建春

3474 深圳大学 著作奖 漂移的时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6月 王琛

3475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著作奖
云南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译注与研

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伍文义

3476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再论“生活即民俗”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艺术 2013年1月 顾春军

3477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乡村人类学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徐杰舜

3478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多学科视野下的壮族女性民俗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11月 陈丽琴

3479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

学院
论文奖

“资本——策略”视角下居民参与民族旅游

的路径：以龙脊景区为个案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3期 赵巧艳

3480 重庆文理学院 研究报告奖
后移民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和建

议
研究报告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重庆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1年4月 谭宏

3481 重庆三峡学院 著作奖 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黄道婆文化解读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谭晓静

3482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奖 没有历史的民族志——从马凌诺斯基出发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2期 张丽梅

3483 西昌学院 著作奖 凉山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概论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袁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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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4 贵州大学 著作奖 鼓藏节：苗族祭祖大典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10月 刘锋

3485 凯里学院 论文奖
苗族村落社区消防预警教育机制的文化诠释

——以黔东南苗族“洗寨”习俗为例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麻勇恒

3486 大理学院 著作奖 白族甲马——艺术化的祭祀符号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3年8月 杨翠微

3487 云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滇西北怒江流域巴尼人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变

迁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张曙晖

3488 云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云南诸葛亮南征传说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3月 姜南

3489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著作奖

留存的佤族婚恋传统——耿马勐简大寨佤族

婚恋习俗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3年11月 周家瑜

3490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著作奖 佤族木鼓文化的源起与传承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梅英

3491 青海民族大学 著作奖 原生文化与青藏民间戏曲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4月 王志强

3492 青海民族大学 著作奖 出门人与守望者之歌——“花儿”艺术简论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阿进录

3493 宁夏大学 著作奖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Multifaceted

Narratives of the NAJIAHU VILLAGE
著作 英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姜克银

3494 石河子大学 论文奖
家庭教育传承对于“非遗”保护的价值和意

义——以新疆烧书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为例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俗研究 2013年第1期 薛洁

3495 新疆师范大学 著作奖 族群的演进博弈：中国图瓦人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6月 关丙胜

3496 山东大学 著作奖
解读西欧后民族主义：传统与后现代语境下

的多维视角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翟金秀

3497 郑州大学 著作奖 犹太文化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张倩红

3498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6月 刘志强

3499 云南大学 著作奖 民族的渴望——缅北“怒人”的族群重构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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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甘肃政法学院 论文奖 试析印度的米佐人问题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世界民族 2011年第5期 马得汶

3501 中国海洋大学 著作奖 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海洋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曲金良

3502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2月 王志民

3503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黄永林

3504 铜仁学院 著作奖 传统知识的传承与权力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4月 梁正海

3505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文化资本论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香港成报出版社 2012年12月 皇甫晓涛

3506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德国特征——德国人如何走到今天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常晅

3507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奖 民间童鞋文化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皮革 2013年第20期 刘虹秀

3508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大连发展文化产业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大连市社会科学

院
2013年4月 石竹青

3509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高等中医药院校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理论探讨 2013年第6期 左军

3510 南京中医药大学 著作奖 中医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南京出版社 2013年1月 任殿雷

3511 泉州师范学院 著作奖 闽南文化：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林华东

3512 江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文化的两重性及其时代意蕴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江汉论坛 2011年第10期 张艳国

3513 平顶山学院 著作奖 伏牛山文化圈概论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3年9月 张清廉

3514 武汉科技大学 论文奖
论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以制度、

历史和现实为视角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黎精明

3515 广东医学院 著作奖 生命文化概论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8月 江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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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 凯里学院 论文奖 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凯里学院学报 2013年第5期 张雪梅

3517 青海大学 论文奖 新青海建设中的文化自觉自信自强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青海民族研究 2012年第3期 邱翊

3518 清华大学 研究报告奖
完善我国内地大城市少数民族语言公共服务

的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光明日报专报信

息
2012年12月 王天玉

3519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媒介事件化的中国民族问题：对《纽约时报

》2000 年以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研究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外交评论 2013年第5期 严怡宁

3520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小儿锦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刘迎胜

3521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国际移民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李明欢

3522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跨国民族文化适应与传承研究--以中亚东干

人为例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王超

3523 中南民族大学 研究报告奖
湖北武陵山片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区”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
2012年9月 段超

3524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人口较少民族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湖北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2年11月 李忠斌

3525 三明学院 著作奖
原生态文化：资源价值与旅游开发——以黔

东南为例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4月 余达忠

3526 三峡大学 著作奖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教育保护与传承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12月 谭志松

3527 广东理工学院 论文奖 岭南瑶汉互市与瑶族生计模式转型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广西民族研究 2011年地1期 严雪晴

3528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

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3年8月 万辅彬

3529 重庆三峡学院 著作奖
发展中的藏北牧区——西藏那曲县罗玛镇14

村调查报告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11月 范远江

3530 贵州大学 论文奖
山地环境与灾害承受的人类学研究---以近

年贵州省自然灾害为例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6期 何茂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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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1 遵义师范学院 著作奖 远山信仰的魔力：仡佬族崇拜与祭祀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8月 袁礼辉

3532 贵阳学院 著作奖 布依族文化大观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2年10月 周国茂

3533 云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边民生活政治：滇越跨境民族的记忆、心境

与行动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7月 谷家荣

3534 红河学院 著作奖 云南哈尼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黄绍文

3535 西藏民族学院 论文奖
中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实践程度评价及

思考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广西民族研究 2011年第4期 朱玉福

3536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入境旅游者跨文化行为研究——基于甘

南藏族自治州等地的考察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梁旺兵

3537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青藏地区义务教育公平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7月 刘旭东

3538 甘肃政法学院 著作奖 西北世居少数民族日常交往心态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7月 马进

3539 青海民族大学 论文奖
青藏高原藏族游牧区教育的现代性变迁与适

应
论文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青海民族研究 2011年第3期 贾荣敏

3540 青海民族大学 著作奖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民族人口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7月 贾伟

3541 青海民族大学 著作奖
贡本与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

施关系演变研究
著作 汉语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2月 张海云

3542 郑州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人幸福婚姻结构探微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王宇中

3543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5期 张杰

3544 南京大学 论文奖 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 周晓虹

354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

社会表征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翟学伟

3546 新疆大学 著作奖 手机短信消费对大学生的心理影响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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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7 宁夏大学 论文奖
农村群体性事件缘何发生——正式权力的非

正式运作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二十一世纪

2011年8月号

第一二六期
罗强强

3548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

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3月 应星

3549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利益分化与居民参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

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其理论转向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2期 王星

3550 复旦大学 论文奖

State-Society Interdependence Model

in Market Transition:a case Study of
the "Famers' City' in Wenzhou during
the early reform ear

论文 英语 社会学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22

Number 81
May 2013

周怡

3551 同济大学 论文奖 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王甫勤

3552 浙江大学 研究报告奖 温州市社区组织及其职能设置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温州市委市政府 2013年8月 毛丹

3553 厦门大学 论文奖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

任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1期 胡荣

3554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

再分析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 2012年第3期 吕德文

3555 中山大学 论文奖
社区运动的“社区性”——对现行社区运动

理论的回应与补充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1期 黄晓星

3556 重庆大学 论文奖
网络环境下行政“公共性”意义建构的符号

学思考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行政管理 2013年第2期 贺芒

355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著作奖 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6月 赵晓峰

3558 上海大学 论文奖
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基于上海

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4期 金桥

3559 上海政法学院 著作奖
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

理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8月 石发勇

3560 南昌航空大学 著作奖
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1995-

2009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5月 田先红

3561 江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9月 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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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2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欧阳静

3563 广西大学 论文奖
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参与角色的变迁及其社

会意义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江汉论坛 2012年第8期 谢舜

3564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论文奖
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

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吴建平

3565 上海大学 论文奖 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4期 孙秀林

3566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以人为本”安全观的一种社会学探索——

个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杨敏

3567 同济大学 著作奖 社会根理论：知识行动论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郭强

3568 南京大学 论文奖
“门户私计”的社会逻辑——从孙本文有关

门阀的论述讲起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 成伯清

3569 青岛大学 著作奖 先秦社会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孟天运

3570 广州大学 著作奖 面向生活世界的社会批判理论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夏宏

357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Social Suffering and Political

Confession: Suku in Modern China
著作 英语 社会学

新加坡世界科技

出版公司
2013年1月 孙飞宇

3572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一种开放

性实践空间的建构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2期 文军

3573 沈阳师范大学 论文奖
底层视角及其知识谱系——印度底层研究的

基本进路检讨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1期 王庆明

3574 苏州大学 论文奖 韦伯的理性“进步”及其意义问题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王俊敏

3575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与统计应用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年11月 张凤荣

3576 辽宁师范大学 论文奖
城市社区居民满意度评价研究—以高档商品

房社区和旧居住社区为例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赵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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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7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论文奖 网络结构与权力分配:要素论的解释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刘军

3578 广州大学 著作奖
失地农民职业转换及其扶助机制——基于调

研数据与风险预估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2月 谢俊贵

3579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美与健康：一种美学探讨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医学与哲学 2013年第12期 范占平

3580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

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7月 李强

3581 中山大学 著作奖
社区的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再

整合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1月 黎熙元

3582 西南大学 著作奖 知识城市：中国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王志章

3583 中国农业大学 著作奖 生存的基础:农业的社会学特性与政府责任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6月 朱启臻

3584 中国农业大学 著作奖
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

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0月 潘璐

3585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上海郊区农民生活状况调查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3年9月 张文明

3586 武汉大学 研究报告奖 我国农村自杀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湖北省妇女联合

会等
2013年12月 刘燕舞

3587 华中农业大学 论文奖
动员效力与经济理性：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

为逻辑研究——基于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的
调查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3期 钟涨宝

3588 四川大学 著作奖 战旗村变迁纪实录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屈锡华

3589 南昌航空大学 论文奖
村落的终结、纠结与未来：经验反思及价值

追寻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学术界 2012年第6期 龚春明

3590 重庆医科大学 研究报告奖
重庆市农村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现状与对策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重庆市政府 2011年11月 翁淳光

3591 兰州理工大学 著作奖 农户经济论——基于西北乔村的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饶旭鹏

359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市民环境关心

与行为的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洪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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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3 中南大学 著作奖 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7月 彭远春

359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Earning More and Being Less Happy 著作 英语 社会学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2年10月 张会平

3595 山东大学 论文奖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CGSS2006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 2013年第3期 王鹏

3596 延边大学 论文奖
延边朝鲜族婚姻家庭边缘化对家庭养老的影

响及其对策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金香兰

3597 上海商学院 著作奖 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曹锐

3598 南京医科大学 论文奖
“不分家现象”：农村流动家庭的分家实践

与结构再生产——基于结构二重性的分析视
角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农村观察 2013年第5期 姚俊

3599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社会网络与女性职业性别隔离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第4

期期
童梅

3600 东南大学 著作奖 华人族群及与德国社会的整合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何志宁

3601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果机制——累

计因果视野下的移民行为研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3年第1期 梁玉成

3602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走出社会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国重大社会

性突发事件及其管理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7月 朱力

3603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风笑天

3604 山东大学 著作奖
风险的社会动力机制：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

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6月 张乐

3605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著作奖 社会转型期农民工制度性保障的实践逻辑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苗瑞凤

3606 安徽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公共服务的阶层差异化认同研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行政管理 2013年第2期 吴翠萍

3607 贵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自杀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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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8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论文奖
解构官僚制：我国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路径

选择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共天津市委党

校学报
2013年第3期 李静

3609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阶层分化与阶层封闭——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封闭性专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徐晓军

3610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的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张大维

3611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曹艳春

3612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

规模测算——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筹资
优化方案设计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软科学 2012年第1期 封铁英

3613 西安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模式与推进

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2013年4月 张思锋

3614 浙江理工大学 著作奖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老龄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郅玉玲

3615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艾滋病防治的社会工作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刘斌志

3616 北京大学 论文奖 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概念、方法及其应用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
2011年第3期 熊跃根

361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社会建设：一种基于社会学分析框架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学海 2013年第1期 谭明方

3618 中南大学 著作奖 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潘泽泉

3619 北京工业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7月 陆学艺

3620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著作奖 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宝梁

3621 山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新市民的社会管理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7月 吕世辰

3622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3月 吴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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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3 扬州大学 著作奖 合法性与民营企业主的社会责任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6月 王晓燕

3624 南京大学 论文奖
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

2008)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3年第4期 吴愈晓

3625 北京大学 论文奖
Impact of the jobs-housing balance on

urban commuting in Beij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era

论文 英语 社会学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Volume

19,Issue
1,January

2011

赵鹏军

3626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日本における新聞連載子ども漫画の戦前史 著作 日语 社会学 日本侨报社 2013年3月 徐园

3627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3月 刘少杰

3628 吉林大学 论文奖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形象与文化符号——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思考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3年第3期 邴正

3629 辽宁大学 著作奖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的挑

战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周洁

3630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文化社会学视阈——经典、传统、现实的审

视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袁阳

3631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社会性别多样性研究——基于凉山彝族性别

关系变迁考察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11月 马林英

3632 河南大学 著作奖 跨文化视野：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探索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9月 李申申

3633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通往民族和谐之路——当代中国民族地区和

谐社会构建模式的创新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黄骏

3634 华北电力大学 著作奖 霾城——北京PM2.5解析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樊良树

3635 华东理工大学 著作奖
慈惠与规控：近代上海的社会保障与官民互

动（1927-1937）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年9月 汪华

3636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

反思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吴毅

363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2月 周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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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8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博弈—结构功能主义：对和谐社会基本功能

机制的探讨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王水雄

3639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后危机时代——制度与结构的反思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5月 董伟

3640 吉林大学 著作奖
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研究：基

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社会调查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王文彬

3641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自我行动的逻辑：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汪和建

3642 河海大学 著作奖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张长征

3643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社会和谐决定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

理论探讨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1月 龙斧

3644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福利依赖:事实抑或建构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慈勤英

3645 华中科技大学 研究报告奖 国土资源领域利益冲突和社会风险管理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国土资源部 2012年5月 谭术魁

3646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市场的社会逻辑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2月 符平

3647 西南交通大学 著作奖 中国盐业中的国家与社会：自贡盐业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王思琦

3648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高等教育与社会信任:基于中英调查数据的

研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1期 黄健

3649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跨体制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回报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2期 边燕杰

3650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张顺

3651 天津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天津市保障房后续管理问题分析与政策建议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天津市国土资源

和房地产管理局
2013年12月 罗鸿铭

3652 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奖
社会资本、融资结网与企业间风险传染——

浙江案例研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3期 吴宝

3653 湖北民族学院 著作奖
社会资本视角下集体林权制度变迁与演化机

理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谭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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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4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东莞市技能型人才培养开发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广东省人民出版

社
2012年5月 苏江

3655 贵州大学 著作奖
从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经济社会关系视域

中的范式论战与反思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2月 马良灿

3656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著作奖
打开大学生就业之门的钥匙——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与大学生就业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薛在兴

3657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类学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思想战线（双月

刊）
2013年第3期 黄剑波

3658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柔性的风格：女性参与建构社会的实践逻辑

——双龙村性别关系的百年变迁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崔应令

3659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仪式容量：当代宗族裂变的新模式——以云

南大理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为例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民族研究 2013年第2期 何菊

3660 中山大学 论文奖 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山大学学报 2013年第3期 周大鸣

3661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我看与他观：在镜像自我与他性间的探问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邓启耀

3662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1月 黄志辉

3663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乡土变迁与重塑：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

乡村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6月 秦红增

3664 河西学院 论文奖
变迁与互动：移民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和民族

关系——基于一个多民族移民村落的个案考
察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广西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05期 韩杰

3665 吉林大学 论文奖 转型期社会组织的价值诉求与迷思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南开学报 2013年第3期 崔月琴

3666 河海大学 论文奖
体制转型背景下的本土组织领导模式变迁—

—以某国有改制企业的组织“关系”实践为
例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12期 沈毅

3667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

运作的社会学考察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2期 陈家建

3668 上海大学 论文奖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4期 李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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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9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著作奖 草根公益组织成长模式变迁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9月 孙莉莉

3670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社会地位、组织能力与技术红利的分配——

以近代缫丝女工为例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7期 张茂元

367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社会性别与生态文明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2月 胡玉坤

3672 吉林大学 著作奖
知识、思想、权力—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

”形成之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田毅鹏

3673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西藏城镇社区发展与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李雪萍

3674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

问卷调查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2期 刘祖云

3675 河南大学 著作奖 贫困村灾害风险应对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田丰韶

3676 重庆工商大学 著作奖
中国西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与实施人才培养

工程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徐宪

3677 伊犁师范学院 著作奖 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6月 刘鑫渝

3678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欧债危机是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的吗？——基

于福利模式与福利增长动因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
2012年第3期 鲁全

3679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农村"土地换保障"的实践反思与理性建

构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上海三联书书店 2012年3月 郑雄飞

3680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丁建定

3681 长春工业大学 著作奖
社会福利与文化--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

展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1月 高春兰

3682 通化师范学院 著作奖
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基于农村土地流

转的分析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王如鹏

3683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戴卫东

3684 深圳大学 论文奖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

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口科学 2011年第2期 周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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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5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老年人居住模式之变迁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沈可

3686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人口、消费与碳排放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朱勤

3687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基于转移概率模型的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预

测分析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经济研究

2012年第增2

期
黄枫

3688 西南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西藏人口就业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西藏自治区人民

政府
2013年5月

西藏人口就业问题

研究课题组

3689 太原理工大学 论文奖
基于多重计量偏误的农村代际收入流动分位

回归研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口科学 2011年第5期 韩军辉

3690 青岛大学 论文奖
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实

证分析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2013年第9期 逯进

3691 暨南大学 论文奖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外出、回流还

是再迁移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管理世界 2013年第1期 王子成

3692 北京大学 论文奖 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代际传承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口科学 2012年第1期 周皓

3693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

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人口研究 2011年第5期 杨菊华

3694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其父母的代际互动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人口研究 2011年第3期 宋健

3695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步入低生育率（1980-2000）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巫锡炜

3696 中国农业大学 论文奖
Internal Migration and Left-behind

Populations in China
论文 英语 社会学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ume

40,Issue
6,2013

叶敬忠

3697 南京大学 论文奖
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风险——一种

代价论视角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3年第4期 郭未

3698 南京大学 论文奖 关于人口老龄化几点认识的反思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国际经济评论 2012年第6期 陈友华

3699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奖 中国渔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口科学 2013年第4期 同春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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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农民工流动方式与子女社会分化——对中国

人口流动制度设计的反思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口科学 2013年第4期 刘成斌

3701 四川大学 论文奖
包容性发展:中国城市化的导向选择——基

于社会系统进化原理的解析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 2011年第1期 何景熙

3702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Bare Branches”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in Rural China: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a Village-level Survey

论文 英语 社会学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ume 46,

Issue 1,2013
靳小怡

3703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

后果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4月 悦中山

3704 淮南师范学院 论文奖
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失独老人的社会生活重

建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国家行政学院学

报
2013年第04期 方曙光

3705 山东财经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农村农民素质调查（1996--2011

年）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2年10月 潘寄青

3706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在业人口区域分布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科出版社 2012年9月 张祥晶

3707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的就地城镇化：理论与实证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朱宇

3708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小人口”原理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3年5月 原华荣

3709 湖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基于湖

南省的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3年7月 高志强

3710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未来上海人口发展的总体战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上海市委办公厅 2013年11月 吴瑞君

3711 复旦大学 论文奖
Economic migration and urban

citizenship in China: ｔｈｅ　ｒｏｌ
ｅ　ｏｆ　ｐｏｉ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论文 英语 社会学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38,Issue 3,
September

2012

张力

3712 浙江大学 论文奖
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基于中国

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6期 尹文耀

371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论文奖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金融研究 2011年第10期 周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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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4 武汉大学 论文奖

Sexual knowledge,attitudes and

practices of femal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Wuhan,China: The only-
child versus students with siblings

论文 英语 社会学 PloS One
September

2013,Volume
8,Issue 9

李十月

3715 南京邮电大学 研究报告奖 无锡市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管理创新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无锡市人口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
2013年12月

无锡市计划生育药

局公共服务管理创
新研究课题组

3716 苏州大学 论文奖 照料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2013年第6期 宋璐

3717 福建江夏学院 论文奖 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人口研究 2012年第2期 叶文振

3718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六普人口数据的漏报与重报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人口研究 2013年第1期 陶涛

3719 华东理工大学 论文奖
工会建设与外来工劳动权益保护——兼论一

种“稻草人机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管理世界 2012年第12期 孙中伟

3720 河南农业大学 论文奖
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

份转换为切入点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宋丽娜

3721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著作奖
博弈.制衡.和谐：中国工会的博弈制衡与和

谐劳动关系建构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曹荣

3722 北京大学 著作奖
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
著作 英语 社会学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年1月 马戎

3723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需求约束——市场经济中

大学生毕业就业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孙凤

3724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林建成

3725 中国农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教育精神的现代转型——民初教育民主

主义思想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熊春文

3726 吉林大学 著作奖 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林兵

3727 华东理工大学 著作奖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研究与实务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华东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2年2月 曾守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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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8 河海大学 研究报告奖
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对苏锡常地区社会影响

计量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江苏省水利厅 2012年5月 沈菊琴

3729 厦门大学 论文奖
约制与建构: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　基于A市

市民反建L垃圾焚烧厂的省思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社会 2013年第1期 龚文娟

3730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与重构——关于集体林权

纠纷的一个分析框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1期 朱冬亮

3731 厦门大学 著作奖 Mobiles China 著作 德语 社会学 Zambon Verlag 2013年8月 王凡柯

373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著作奖 制度理性与社会秩序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11月 司汉武

3733 天津工业大学 著作奖
社会预测学研究一至三卷：社会预测学基本

原理、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社会管理的前
馈控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6月 阎耀军

3734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Shifting Health Care Regimes in Urban

China and the Impact on the Urban
Poor

著作 英语 社会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杨慧

3735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11月 王虹

3736 上海大学 论文奖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

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 仇立平

3737 江西农业大学 著作奖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黄建伟

3738 山东财经大学 研究报告奖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改革与创新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社会学 烟台市财政局 2013年11月 朱德云

3739 华北科技学院 著作奖 安全社会学（第二版）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颜烨

3740 广西财经学院 著作奖 信息与数据--广西科技工作者状况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12年2月 赵录贵

3741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精神救助.社工介入.系统构建——专业社会

工作介入社会突发事件精神救助系统构建研
究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柯佳敏

3742 贵州民族大学 著作奖
重拾精神的家园——贵州乡土教育的探索与

实践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谢治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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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3 中华女子学院 著作奖 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 著作 汉语 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

科化的知识建构课
题组

3744 北京大学 著作奖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论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宇文利

3745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全面理解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理论战线 2011年第10期 吴潜涛

3746 清华大学 论文奖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

的实践与思考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教育技术 2013年第8期 刘震

3747 清华大学 著作奖
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林泰

3748 北京语言大学 论文奖
高校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公民意识的理论

与实践途径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教育研究 2013年第7期 石桂霞

3749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高校网络舆论领袖的影响力传播研究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视听 2012年第1期 武超群

3750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学校党建与思想

教育
2011年第12期 胡树祥

3751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邢国忠

3752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大学生道德价值观调查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冯秀军

3753 南开大学 著作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论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宋成剑

3754 天津大学 论文奖
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创新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
2012年第2期 孙兰英

3755 天津大学 著作奖 思想政治教育柔性化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2月 孙颖

3756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正义与关怀：美国高校学科课程中的道德教

育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科学战线 2013年第5期 蒋菲

3757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由来和创新发

展——以宪法及其修正案为分析视角的思考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年第8期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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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德育资源论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月 张艳红

3759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导论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占仁

3760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的问题域和方法论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倪娜

3761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高地

3762 东北林业大学 论文奖 关于加强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的思考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学校党建与思想

教育
2011年第5期 刘伟杰

3763 南京大学 论文奖 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反思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2期 张谊浩

3764 河海大学 论文奖 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
2013年第1期 戴锐

3765 河海大学 著作奖 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出版社 2013年2月 孙其昂

3766 河海大学 著作奖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金林南

3767 合肥工业大学 著作奖
和谐教育与协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新视野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合肥工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朱浩

3768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全球资本主义的民主神话：新自由主义的政

治伦理批判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理论战线 2013年第2期 宋建丽

3769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著作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以文化多样

化视角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12月 张红霞

3770 武汉大学 论文奖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思想掌握群众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9期 骆郁廷

3771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论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熊建生

3772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黄钊

3773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美国学校公民教育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唐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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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4 中南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湖南省政府 2011年10月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

质提升研究团队

3775 中南大学 论文奖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属性新论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学术论坛 2013年第4期 刘新庚

3776 中南大学 著作奖
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

人学视角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曹清燕

3777 中南大学 著作奖 网络德育学（第二版）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曾长秋

3778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返本归真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5期 李萍

3779 中山大学 论文奖
论“以理服人”与“以学养人”的辩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维转换的新视
角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6期 李辉

3780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当代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认同

状况研究--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实证分析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教学与研究 2011年第10期 万欣荣

3781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文化视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王仕民

3782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大学德育课程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彭小兰

3783 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校园网络博客管理专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吴满意

3784 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理念、价值、精神：汶川地震灾后思想建设

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戴钢书

3785 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基于网络舆论引导的高校网络舆论环境建设

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吕红胤

3786 西南大学 论文奖
全球化境遇下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选

择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哲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周琪

3787 西南大学 论文奖
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应着力把握好的几个

问题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
2012年第4期 杨阳

3788 西南大学 著作奖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白显良

3789 西南大学 著作奖 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演变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罗洪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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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0 西南大学 著作奖
当代大学生诚信制度建设及加强大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黄蓉生

3791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成长规律与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卢黎歌

3792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3月 燕连福

3793 兰州大学 论文奖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再探讨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教学与研究 2012年第12期 王学俭

3794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诚信伦理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淑芹

3795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论文奖
新时期北京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成果述

评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载《人文社科教

育教学课程研究
与实践》

2012年9月 董术

3796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著作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赵爱玲

3797 首钢工学院 论文奖 隐性课程视阈下的高职《概论》课教学探讨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市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学报
2013年第4期 胡茜

3798 河北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幸福观教育论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柴素芳

3799 河北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机理、测度评价与

提高策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河北省委、

省政府
2013年4月 魏进平

3800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著作奖
推开希望的窗——漫谈当代大学生理想与追

求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2011年5月 唐代清

3801 太原理工大学 论文奖 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路径探析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研究
2011年第4期 林雪原

3802 太原理工大学 著作奖 亚当·斯密的美德理论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5月 侯红霞

3803 山西大同大学 论文奖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发展的思考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广西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 王霞娟

3804 山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文化安全视域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2年12月 张晓

第 258 页，共 420 页



3805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著作奖 思想教育与社会基础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石阔

3806 大连艺术学院 著作奖 民办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王晶

3807 辽宁财贸学院 研究报告奖
围绕立德树人创建“六位一体”育人模式，

走出特色育人之路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辽宁财贸学院 2010年7月 郭立新

3808 辽宁传媒学院 论文奖
构建符合高职院校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育人模式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校外教育 2013年第4期 裴宇星

3809 哈尔滨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高校学生生活园区文化建设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黑龙江省青少年

研究总会
2013年10月

高校学生生活园区

文化建设研究课题
组

3810 哈尔滨师范大学 论文奖 后危机时代的文化矛盾与价值重构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哲学研究 2013年第11期 于冰

3811 绥化学院 研究报告奖 大学生实践教育模式构建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黑龙江教育厅高

教处
2013年6月 刘晓霞

3812 哈尔滨工程大学 研究报告奖 美国传统主流媒体与中国西藏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央统战部 2012年3月 程早霞

3813 西北工业大学 著作奖 诚信教育论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肖周录

3814 北方民族大学 著作奖 现代性的信仰困境与信仰塑造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张琳

3815 上海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志愿精神的培养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陶倩

3816 南通大学 著作奖
身边人身边事的力量——以大学生先进典型

为视角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彭怀祖

3817 南京医科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心理危机--家庭视角探寻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郑爱明

3818 盐城师范学院 著作奖 新形势下爱国主义教育对策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2年12月 王志国

3819 南京财经大学 著作奖 集体主义的嬗变与重构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耿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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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奖 大学文化生存与发展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杨建新

3821 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奖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内涵——基

于党意识形态九十年发展史视角的分析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年第12期 程刚

3822 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奖
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31

个省区市普通高校的调查分析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高教研究 2013年第11期 杜兰晓

3823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公民意识评价与培育机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章秀英

3824 台州学院 著作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个基本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沈卫星

3825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奖
政府推动型创业教育:中国大学生创业教育

的历程及成因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高教研究 2011年第3期 严毛新

3826 安徽工业大学 论文奖
试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对高校德育的几

点启示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
2011年第5期 刘新跃

3827 安徽师范大学 论文奖
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对“淡化意识形态”思

潮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3期 王习胜

3828 安庆师范学院 著作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有效性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闵永新

3829 大连海事大学 著作奖 建构高校辅导员工作长效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大连海事大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曲建武

3830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梦”的发展是继承与超越的统一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福建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6期 郑又贤

3831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
2012年第4期 苏振芳

3832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

分校
著作奖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潘玉腾

3833 闽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几点思考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西南科技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4期 林建辉

3834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著作奖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维度——基于人的存在

与发展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8月 段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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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5 滨州医学院 著作奖
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与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研

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卜建华

3836 济宁医学院 著作奖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赵敏

3837 聊城大学 论文奖 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础与关键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年第2期 李合亮

3838 河南中医学院 论文奖
大学生职业规划设计对大学生就业现状的影

响研究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前沿 2012年第08期 郭婧

3839 河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魏雷东

3840 郑州科技学院 研究报告奖 民办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部；河南省

党建研究会
2013年11月 岳修峰

3841 武汉工程大学 论文奖 论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传播载体的创新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
2011年第2期 彭颜红

3842 湖北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奖
当代大学生网络生活及其对校园文化建设影

响的调查与思考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湖北省社科联 2011年12月

湖北工业大学课题

组

3843 湖北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杨业华

3844 湖南科技大学 论文奖 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从传统到网络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 赵惜群

3845 湖南理工学院 论文奖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校园文化

建设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理论战线 2011年第2期 李大健

3846 汕头大学 著作奖 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培养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林岳新

3847 广州商学院 论文奖
美国和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性分析及

启示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理论教育 2011年2月 权麟春

3848 广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和规律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5月 韦冬雪

3849 广西师范学院 著作奖 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邓艳葵

3850 海南大学 著作奖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研究

（1978—2012）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李辽宁

第 261 页，共 420 页



3851 重庆邮电大学 著作奖 网络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郑洁

3852 重庆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心理接受机

制的构建与运行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重庆市科委、共

青团重庆市委
2013年2月 廖桂芳

3853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社会思潮专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邓卓明

3854 长江师范学院 论文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开展研讨式教学要

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
2012年第10期 易彪

3855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奖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

化论析——以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三化”

教学改革为例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学校党建与思想

教育
2013年第3期 杨高

385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基于危机管理理论视角的党的廉政建设研究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管理学家 2011年第07期 郭祖全

3857 西藏大学 论文奖 习近平的民生观研究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前沿 2013年第6期 刘开法

3858 西安科技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赖雄麟

3859 青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婚恋观教育读本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王大钊

3860 新疆农业大学 著作奖 新疆高校班主任工作百问百答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新疆教育出版社 2013年7月 张杰

3861 石河子大学 研究报告奖 兵团精神与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兰州军区 2013年12月 苏宗义

3862 新疆艺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新疆教育厅 2013年12月

《新疆少数民族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长效机制研究》编

委会

3863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立足高职教育新特点创新学生党建新模式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 2013年第6期 李玉鸿

3864 昌吉学院 论文奖
以社区公民文化发展为表征的民族团结教育

模式初探
论文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新疆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 刘刚

3865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著作奖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研究——以“社会

互构论”为理论视角
著作 汉语 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2月 吴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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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6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体魄与人格并重——清华大学百年体育纪略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叶宏开

3867 厦门大学 著作奖 福建武术史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林建华

3868 哈尔滨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东铁路建设与“白俄”体育文化的渗透与

融合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与科学 2012年第6期 王韶峰

3869 安庆师范学院 论文奖 旧石器文化与体育起源的考古学推论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3年第6期 吕利平

3870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一个村落舞龙活

动变迁的启示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1年2月 涂传飞

3871 鲁东大学 论文奖
中国近代体育发展阶段的历史审视——一种

身体社会学的视角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1年第3期 程卫波

3872 吉林大学 著作奖 体育政治价值论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袁雷

3873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2008北京奥运会精神遗产的时代价值与传承

机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陈作松

3874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大学生体质健康变化趋势的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2年第9期 尹小俭

387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我国大学体育文化演变的解释性模型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周丽君

3876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体育学科体系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鲁长芬

3877 山西大同大学 论文奖
社会转型视域下城市休闲体育生活空间的重

构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1年第12期 常乃军

3878 辽宁师范大学 论文奖
体育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传承与未来发展的

初步探索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1年第5期 刘仁盛

3879 上海体育学院 著作奖
教育柔性化之社会学忧思——基于学生体质

与健康视角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1年12月 黄聚云

3880 江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后奥运时期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3年1月 戴永冠

3881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体育类民间组织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张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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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2 曲阜师范大学 著作奖
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概念模型建构与量表研

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房蕊

3883 山东财经大学 著作奖 我国民俗体育现代功能及社会文化价值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刘旻航

3884 北京体育大学 论文奖
转变体育发展方式由“赶超型”走向“可持

续发展型”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3年第1期 杨桦

3885 成都体育学院 著作奖 当代中国体育利益格局演化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学习出版社 2011年3月 程林林

3886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著作奖 新兴体育运动理论体系与实践内容的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年6月 谭达顺

3887 聊城大学 论文奖
跑台上走、跑能量消耗与运动速度的相关关

系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2年第9期 孙泊

3888 喀什师范学院 论文奖
课内外一体化运动干预改善帕米尔高原中学

生体质状况的观察性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中国体育科技 2013年第1期 王志锋

3889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体育彩民购彩心理与行为特征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王斌

3890 安徽医科大学 论文奖
应用注意网络测验研究乒乓球运动对注意的

改善作用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天津体育学院学

报
2012年第3期 余千春

3891 郑州大学 著作奖
抚慰现代文明之殇—现代人身心健康与运动

健心健身之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林克明

3892 上海戏剧学院 论文奖
Chinese City Children and Youth's

Walking Behavior
论文 英语 体育学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Volume 84,

Supplement
2,2013

全明辉

3893 北京警察学院 论文奖
功能性动作筛查在特警队员身体训练中的应

用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3年第9期 朱海明

3894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竞技游泳赛前立体训练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以青少年游泳运动员为例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3年6月 严蓓

3895 曲靖师范学院 著作奖 中国优秀竞走运动员训练内容体系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敬龙军

3896 北京大学 著作奖
跳跃项目全书 跳远·三级跳远·跳高·撑

杆跳高技术、战术与训练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3年3月 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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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7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学校竞技体育教练员培训及认证系统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吉林出版集团/吉

林文史出版社
2012年8月 张守伟

3898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面向学生的中国体育与健康新课程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3年第11期 季浏

3899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体育课程模式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1年8月 朱伟强

3900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SPARK体育课程教师用书 学前/过渡阶段至

小学二年级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汪晓赞

3901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学校体育与学生人格发展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长春出版社 2013年9月 李琳

3902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体育课程实施主体论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胡庆山

3903 石家庄学院 著作奖
社会学视角下青少年体质动态变迁的实证研

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河北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3年1月 及化娟

3904 辽宁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美日大学生休闲体育现状对比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学刊 2011年第2期 于英

3905 辽宁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艺术体操个人成套动作艺术价值提升的

路径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学刊 2012年第4期 汪敏

3906 沈阳体育学院 研究报告奖
50年来“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内涵的演变及

其对体育教育发展的影响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体育学

辽宁省学生体育

发展中心
2013年5月 程文广

3907 上海体育学院 著作奖 体育教育基础理论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1年12月 杨烨

3908 安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体育自主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5月 吴本连

3909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学化之路——基于互

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方千华

3910 江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校园足球”若干问题再探讨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3年第11期 贺新奇

3911 济南大学 著作奖 中学生羞耻感与身体锻炼的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亓圣华

3912 山东工商学院 论文奖
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的现状与发展

对策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2年第9期 吴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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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3 三峡大学 论文奖 体育教育专业创业教育实践平台模式构建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武汉体育学院学

报
2011年第11期 陈启湖

3914 湘潭大学 著作奖 社区体育服务绩效评价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陈旸

3915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论文奖 论全纳教育视野下的融合体育教学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2年第7期 陈曙

3916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学生体质与健康促进的理论和实践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许良

3917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论文奖 论布依族体育文化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承传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黔南民族师范学

院学报
2012年第2期 罗玲

3918
新疆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研究报告奖

体育与艺术结合传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研

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体育学 克拉玛依教育局 2011年11月

“体育与艺术结合

传承少数民族体育
文化的研究”课题

组

3919 太原师范学院 著作奖 中国武术技法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三晋出版社、山西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年8月 张泽正

3920 上海体育学院 论文奖 武术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3年第9期 郭玉成

3921 上海体育学院 著作奖 武术：身体的文化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1年6月 戴国斌

3922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德国体育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2年2月 刘波

3923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耦合及其实现路径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2年第4期 何元春

3924 中山大学 著作奖 职业体育联盟的特性与治理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3年9月 张保华

3925 首都体育学院 著作奖
中国幼儿体育政策研究：权利保障与权利救

济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郝晓岑

3926 山西大学 著作奖 球场观众暴力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石岩

3927 沈阳体育学院 论文奖
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合作：理论逻辑与模

式转变——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天津体育学院学

报
2012年第4期 冯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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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8 沈阳体育学院 研究报告奖 运动员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形成与规避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体育学 辽宁省体育局 2013年6月 刘建

3929 上海体育学院 论文奖
Major sports events, destination

image and intention to
raist:perspective of foreign tourists

论文 英语 体育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arketing &
Sponsorship

April 2013

Volume
Fourteen

Number Three

刘东锋

3930 上海体育学院 论文奖

Assess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s Sports
Lottery Administ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Behavior

论文 英语 体育学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September

2012,Volume
28, Issue3

李海

3931 曲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基于E-science模式的我国体育科研协作平

台的设计与开发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2年第02期 马运超

3932 曲阜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儒家人文精神与我国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体育学

山东省体育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
2013年12月 曹莉

3933 湖南文理学院 论文奖
赛事举办城市居民民生举措的社会知觉与居

民凝聚力：居民民生举措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2年第1期 张现成

3934 北京体育大学 论文奖
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分

类改革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3年第10期 李艳丽

3935 北京体育大学 研究报告奖 体育大国迈进体育强国的战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体育学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12月 池建

3936 北京体育大学 研究报告奖
基于区域创新要素聚集的体育制造产业科技

创新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 2013年1月 周学政

3937 重庆师范大学 论文奖
农村体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趋势的社会学

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2年第11期 梁建平

3938 重庆文理学院 论文奖
基于供求理论反思公共体育场地建设的合理

规划与布局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西安体育学院学

报
2012年第1期 孔庆波

3939 西北大学 论文奖 西咸一体化都市体育圈的构建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西安体育学院学

报
2011年第4期 王全昌

3940 西安体育学院 论文奖
体育健身休闲市场服务质量及测量的理论与

方法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西安体育学院学

报
2012年第4期 黄谦

3941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体育赛事产业区域核心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丛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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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2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税负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2年第6期 陈元欣

3943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理论与实务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王健

3944 上海体育学院 论文奖 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综合定量与优化分析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1年第11期 黄海燕

3945 上海体育学院 著作奖 区域体育产业竞争力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1年3月 刘兵

39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结构问题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1年5月 许玲

3947 重庆师范大学 论文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

贸易结构的影响——基于2006.1-2010.5月
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2年第7期 陈颇

3948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体育传播学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李强（卢威人）

3949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运动参与与个体社会化进程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5月 高强

3950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大学体育文化中的审美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西南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杜文

3951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体育消费心理研究：认知决策与体育锻炼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陈善平

3952 太原理工大学 著作奖
山西省青少儿二十年生长发育变化趋势及体

质评价的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1年11月 任晋军

3953 辽宁师范大学 论文奖
外源风险认知对幼儿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及

解决策略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浙江体育科学 2011年第6期 全海英

3954 吉林体育学院 著作奖 建设体育强国战略选择与实施重点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孙玮

3955 哈尔滨师范大学 论文奖 数字融合视角下的体育文化创新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学刊 2013年第2期 高俊

3956 上海体育学院 论文奖
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结构现状模式研究——以

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2年第7期 蔡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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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7 上海体育学院 著作奖 小康社会中的村落体育—山东三村的调查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郭修金

3958 上海政法学院 论文奖
反垄断法视野下职业体育联盟的性质考察—

—基于《谢尔曼法》的司法实践
论文 汉语 体育学 体育科学 2011年第6期 姜熙

3959 苏州大学 著作奖
深层断裂与视域融合：中国传统武术进入现

代视域的文化阐释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李龙

3960 南通大学 著作奖 中国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年6月 常生

3961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汗血宝马——我国优势项目运动队“近亲繁

殖”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6月 何俊

3962 宁波大学 著作奖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1年6月 郑国华

3963 集美大学 著作奖 海峡两岸体育事务理论与实务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陈少坚

3964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城市家庭体育模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郑祥荣

3965 山东理工大学 著作奖 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王京龙

3966 鲁东大学 著作奖 全民健身服务实践体系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4月 于军

3967 湖南城市学院 著作奖
健身健美体育：女性身体美的理性回归——

湖南长、株、潭职业女性的调查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月 杨斌

3968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著作奖 2010海南省国民体质监测研究报告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海南省国民体质监

测中心

3969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性多元化全民健身服

务体系的构建
著作 汉语 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芦平生

3970 北京大学 论文奖
Maximum-likelihood Estimation for

Diffusion Processes via Closed-form
Density Expansions

论文 英语 统计学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Volume

41,Number
3(2013)

李辰旭

3971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Robust estimation in inverse problems

via quantile coupling
论文 英语 统计学

Science China

Mathematics

Volume

55,Issue
5,2012

田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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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奖

Generalized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 process capability indices in
general random effect model with
balanced data

论文 英语 统计学
Statistical

Papers

Volume

52,Issue
1,2011

叶仁道

3973 清华大学 论文奖
Multiple Imputation with Diagnostics

(mi) in R: Opening Windows into the
Black Box

论文 英语 统计学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Volume

45,Issue
2,2011

苏毓淞

3974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Model selection and estimation in the

matrix normal graphical model
论文 英语 统计学

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Volume

107,2011
尹建鑫

3975 云南财经大学 论文奖
Separable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论文 英语 统计学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Volume

56,Issue
12,2011

赵建华

3976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一类指数速度迭代压缩的非线性自回归序列

的矩的存在性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应用数学学报 2011年第1期 金阳

3977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Fractional mortality rate based on

rational interpolating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ctuarial science

论文 英语 统计学
Quality &

Quantity

Volume

47,Issue
2,2013

李世龙

397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Stratified Normalization LogitBoost

for Two-Class Unbalanced Data
Classification

论文 英语 统计学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Volume

40,Issue
10,2013

宋捷

3979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拓展基尼系数及其居民消费应用研究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2年第6期 戴平生

3980 厦门大学 著作奖 随机森林组合预测理论及其在金融中的应用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方匡南

3981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国民经济核算更新方案:潜在影响及其应对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财贸经济 2013年第12期 宋旭光

3982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2008SNA对金融核算的发展及尚存议题分析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财贸经济 2011年第11期 陈梦根

3983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经济系统物质流核算与中国经济增长若干问

题研究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王亚菲

3984 厦门大学 论文奖 真实储蓄率的改进研究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3年第8期 许永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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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地区与国家GDP核算总量数据衔接方法比较

研究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1年第12期 向书坚

3986 山东工商学院 论文奖 论FISIM的核算主体、客体与载体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3年第8期 贾小爱

3987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中国专利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实证研究：

1988~2008年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2011年第4期 赵彦云

3988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创新支持政策能否改变高科技产业融资难问

题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3年第2期 吴翌琳

3989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中国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2年第7期 王琪延

3990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技术进步对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影响机制研究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3年第4期 赵楠

3991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研究:1993-2008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1年第12期 吕光明

3992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全

球生产链中的增加值贸易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 李昕

3993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信息不对称与企业债券信用风险估价--基于

2008-2011年中国企业债券数据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会计研究 2012年第12期 周宏

3994 湖南大学 论文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

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中国软科学 2011年第2期 胡荣才

3995 湖南大学 著作奖 现代服务业集聚统计模型及其应用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任英华

3996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建模研究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史代敏

3997 北京工商大学 著作奖
“十二五”前期价格上涨趋势和主要影响因

素研究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李朝鲜

399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研究报告奖
收入分布视角下的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

成果的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统计学

北京市统计应用

研究所等
2013年12月 阮敬

3999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世界经济统计研究新动向及对中国的启示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3月 张迎春

4000 东北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金融市场统计与评估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蒋萍

第 271 页，共 420 页



4001 济南大学 论文奖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1年第9期 朱孔来

4002 山东工商学院 著作奖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李丽

4003 暨南大学 论文奖 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测算与分析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3年第4期 雷钦礼

4004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统计指数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徐国祥

4005 内蒙古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行为选择与风险防范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年4月 孙春花

4006 怀化学院 著作奖 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方法与可视化研究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1月 舒晓惠

4007 江苏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知识产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及应用 研究报告 汉语 统计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

厅、江苏省统计
局

2013年6月 赵喜仓

4008 山东女子学院 论文奖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程度微观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2年第1期 张务伟

4009 集美大学 著作奖
教育投资效率及高等教育综合评价的统计研

究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庄赟

4010 首都医科大学 研究报告奖 农村居民医疗保障水平提高的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统计学
北京市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服务管
理中心

2013年12月 张柠

4011 江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A New Framework of Happiness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Wellbeing
论文 英语 统计学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ume 108,

Issue 3,2012
周海欧

4012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研究报告奖
北京智慧城市发展指数(SCDI指数)统计评价

研究报告（2013）
研究报告 汉语 统计学

北京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2013年12月

北京智慧城市发展

指数统计评价研究
课题组

4013 辽宁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提升老龄人口生存质量的措施探究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

学报
2012年第8期 闫海军

4014 重庆工商大学 论文奖 人口普查净误差构成部分的估计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011年第3期 胡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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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5 江西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统计测度研究 著作 汉语 统计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邹艳芬

4016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Composite quantile regression fo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论文 英语 统计学 Biometrika
Volume 100,

Issue 4,2013
段小刚

4017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基于Q矩阵和广义距离的认知诊断方法 论文 汉语 统计学 心理学报 2011年第9期 张淑梅

401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
2011年12月 范凡

4019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制度与范式：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考察

（1909-2009）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李刚

4020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南宋藏书史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方建新

4021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清代藏书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王蕾

4022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图书馆员去职业化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年第1期 陈传夫

4023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图书馆权利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学习出版社 2011年3月 程焕文

4024 西安科技大学 论文奖 基于CVM的图书馆社会价值评估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馆学研究 2012年第3期 沈思

4025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开放获取的发展态势及大学图书馆的作用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情报工作 2013年第10期 孙博阳

4026 南开大学 著作奖 图书馆战略规划：理论、模型与实证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
2013年2月 柯平

4027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绩效评估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学习出版社 2013年3月 肖希明

4028 湘潭大学 著作奖 图书馆知识管理范式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10月 龚蛟腾

4029 西安文理学院 论文奖
治理哲学视角下的参与治理——公共图书馆

治理模式研究论文之一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馆杂志 2012年第5期 段小虎

4030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著作奖 图书馆社会价值评估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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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戴龙基

4032 深圳大学 论文奖
中文知识组织系统形式化语义描述标准体系

研究(一) ——扩展SKOS实现传统受控词表
的全描述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年第3期 曾新红

4033 温州医科大学 著作奖 中国医籍续考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年7月 刘时觉

4034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A user
survey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论文 英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
Library Review

September

2013,
Vol.45(1)

刘佳

4035 南开大学 论文奖
高校图书馆为中小企业提供协同创新的现状

分析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馆工作与研

究
2012年第6期 庞佳

4036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面向用户需求的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4月 茆意宏

4037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基于用户需求的图书馆用户满意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年第5期 曹树金

4038 四川大学 论文奖
论馆藏资源建设是学科馆员制度的核心——

学科馆员制度反思之一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情报工作 2011年第5期 胡琳

4039 四川大学 著作奖 民国时期四川图书馆业概况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任家乐

4040 山西财经大学 论文奖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云图书馆”架构与思考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1年第11期 王红

4041 哈尔滨师范大学 论文奖 高校结构化学科服务模式探析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2年第6期 董颖

4042 海南医学院 论文奖
海南本科高校图书馆大学生文献资源利用状

况调研报告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馆理论与实

践
2012年第11期 周天旻

4043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网络信息资源组织研究的新视角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情报工作 2013年第7期 索传军

4044 北京邮电大学 论文奖
图书馆联机目录(OPAC)的注意力危机及其重

构策略——基于供需不对称视角的分析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情报工作 2013年第17期 于国辉

4045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开放存取的两种实现途径研究——OA期刊和

OA知识库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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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6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图书馆资源公平利用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
2011年10月 范并思

4047 南京大学 论文奖 图书馆学期刊质量“全评价”探讨及启示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年第4期 叶继元

4048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全民阅读推广手册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海天出版社 2011年11月 徐雁

4049 南京农业大学 著作奖 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管理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黄水清

4050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开放存取期刊学术质量评价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出版科学 2011年第6期 方卿

4051 贵州大学 论文奖
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图书馆学研究

——对中国图书馆学反本质主义批判的理性
思考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年第5期 刘君

4052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ructure of

Research on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A Co-Citation Network Analysis Study

论文 英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Scientometrics

July 2013,

Volume 96,
Issue 1

迟若冰

4053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图书出版营销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学习出版社 2013年7月 李鹏

4054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8月 李明杰

4055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天禄琳琅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刘蔷

4056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铁网珊瑚校证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广陵书社 2012年11月 韩进

4057 南京大学 著作奖 玉海艺文校证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凤凰出版社 2013年12月 武秀成

4058 绍兴文理学院 著作奖 全浙诗话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华书局 2013年4月 俞志慧

4059 吉首大学 著作奖 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岳麓书社 2012年9月 王湘华

4060 西北大学 著作奖 《长安志·长安志图》校点本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三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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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12月 胡海帆

4062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顾炎武全集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12月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

研究所

4063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黄仕忠

4064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5月 石祥

4065 山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仝建平

4066 北华大学 论文奖 《毛诗传笺通释》与《毛诗解谊》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文献 2013年第3期 任树民

4067 北方民族大学 著作奖 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3月 束锡红

4068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真德秀《大学衍义》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
2011年10月 钟文荣

4069 聊城大学 著作奖 海源阁藏书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3月 丁延峰

4070 云南中医学院 著作奖 脉诀汇辨校释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
2012年1月 汪剑

4071 宁夏大学 著作奖 宁夏地方志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胡玉冰

4072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奖
Exploring Scientists' Working

Timetable: Do Scientists Often Work
Overtime?

论文 英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Volume:95

Issue:3
王贤文

4073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技术科学前沿图谱与强国战略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刘则渊

4074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苏新宁

407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h指数与h型指数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叶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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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6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上、下册)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邱均平

4077 山西大学 论文奖
作者耦合分析：一种新学科知识结构发
现方法的探索性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年第2期 马瑞敏

4078 山西医科大学 论文奖
Research groups of oncology Co-

authorship network in Chian
论文 英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Scientometrics

November

2011, Volume
89, Issue 2

于琦

4079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中国情报学知

识图谱分析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情报学报 2012年第5期 马海群

4080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论文奖
C-index: A weighted network node

centrality measure for collaboration
competence

论文 英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January

2013,
Vol.7(1)

闫相斌

4081 宁波大学 著作奖
科技评价方法基本理论研究：多属性评价面

面观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学习出版社 2011年9月 俞立平

4082 新乡医学院 论文奖 全球性SCI现象和影响因子崇拜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科技期刊研

究
2012年第2期 刘雪立

4083 北京大学 论文奖
A quantitative model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team cooperation
论文 英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Knowledge-

Baseed Systems

June 2013,

Vol.45
徐扬

4084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A Multilevel Model for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Knowledge-intensive Work Teams

论文 英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ctober

2013,
Vol.33(5)

余艳

4085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企业知识管理模式的构成要素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情报资料工作 2012年第6期 张斌

4086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信息分析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卢小宾

4087 南京大学 论文奖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e-government

service capab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论文 英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October

2012,
Vol.29(4)

胡广伟

4088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基于TAM与TTF模型的网络信息资源利用效率

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孙建军

4089 南京大学 著作奖 网络信息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测定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3月 朱庆华

第 277 页，共 420 页



4090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数字信息资源配置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查先进

4091 长安大学 论文奖 欧盟地理信息再利用的有效实践与启示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情报资料工作 2011年第6期 陈雅芝

4092 燕山大学 论文奖 西方信息行为认知方法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年第2期 迪莉娅

4093 山西大学 著作奖 我国区域知识竞争力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北京邮电大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相丽玲

4094 武汉纺织大学 论文奖
停用词表对基于SVM 的中文文本情感分类的

影响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情报学报 2011年第4期 夏火松

4095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创新型国家的知识信息服务体系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胡昌平

4096 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奖 基于用户体验的信息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情报工作 2011年第22期 刘冰

4097 西华大学 著作奖 政府信息资源的图书馆开发利用模式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彭国莉

4098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论文奖 个性化搜索中用户兴趣模型匿名化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西安交通大学学

报
2013年第4期 康海燕

4099 四川旅游学院 论文奖 机会发现对推荐服务的改进探讨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情报工作 2012年第8期 裴倩

4100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竞争情报学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赵蓉英

4101 南京大学 论文奖 大数据环境下面向知识服务的数据清洗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与情报 2013年第5期 蒋勋

4102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XML 文档全文检索的理论与方法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夏立新

4103 北京农学院 著作奖 面向未来技术分析的技术主题演化方法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北京出版社 2013年12月 叶春蕾

4104 中国药科大学 论文奖 中国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宏观战略情报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情报杂志 2013年第11期 顾东蕾

4105 北京大学 论文奖 大数据视角下的情报研究与情报研究技术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与情报 2012年第6期 李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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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6 天津科技大学 著作奖 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8月 姚伟

4107 山东大学 论文奖
如何拉近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解读西方

公共档案馆公众教育职能的演变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图书情报知识 2013年第4期 谭必勇

4108 辽宁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赵彦昌

4109 上海大学 著作奖 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1年7月 丁华东

4110 湖北大学 论文奖 档案起源：人类记忆的一次嬗变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湖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任汉中

4111 三明学院 论文奖
正确理解全宗理论把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工

作做好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档案学研究 2012年第5期 林苾芾

4112 辽宁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研

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丁海斌

4113 重庆交通大学 论文奖 高校人物档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育人作用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山西档案 2012年第4期 谢鹏

4114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实时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新尝试——清华大学

图书馆智能聊天机器人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现代图书情报技

术
2011年第4期 姚飞

4115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五维图书评价体系及分析模型的建构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情报科学 2013年第8期 李雁翎

4116 南京大学 论文奖
转企改制背景下我国科技期刊信息增值服务

问题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出版 2012年第2期 杨海平

4117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新千年来的中国出

版业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张志强

4118 中山大学 论文奖
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的重要议题:定密异议

权及定密异议机制研究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档案学研究 2013年第2期 韦景竹

4119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国内外数字图书馆可用性评价研究历史与流

派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年第2期 马翠嫦

4120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电子资源流量控制需求分析及其解决方案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2年第4期 邵晶

4121
淮北师范大学信息

学院
著作奖 书的命名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3月 叶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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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福建江夏学院 著作奖 闽籍学者与索引运动（第二版）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陈振文

4123 安阳师范学院 论文奖 高校图书馆档案优化管理新思路 论文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侯爱花

4124 武汉科技大学 著作奖 基于认知地图的隐性知识表达与共享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张凌

4125 湖北科技学院 著作奖 网络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7月 梁平

4126 成都理工大学 著作奖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图书馆发展模式研究—

—以成都地区图书馆为例
著作 汉语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李勇

4127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中外文论史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四川出版集团巴

蜀书社
2012年12月 曹顺庆

4128 武汉大学 论文奖
感受“他者之痛”——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

视野中的创伤话语分析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涂险峰

4129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西方文学主题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蒋承勇

4130 苏州大学 论文奖 “文学世界体系”观念评骘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吴雨平

4131 北京科技大学 著作奖 芥川龍之介における中国の古典と近代 著作 日语 外国文学 新世界出版社 2013年9月 王书玮

4132 北京邮电大学 著作奖 日本能乐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1年2月 左汉卿

4133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张哲俊

4134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王志松

4135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中的创伤记忆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学报
2013年第2期 刘研

4136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近代”的明暗与同情的国界——近代日本

文化人笔下的北京人力车夫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4期 王升远

4137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村上春树小说艺术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7月 尚一鸥

第 280 页，共 420 页



4138 同济大学 著作奖 岛崎藤村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刘晓芳

4139 上海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日本汉文学史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1年5月 陈福康

4140 天津财经大学 著作奖 谐趣三味：日本江户时代滑稽本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张海萌

4141 宁波大学 著作奖 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郭勇

4142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昆仑出版社 2011年1月 林丰民

4143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凤凰出版社 2011年8月 张伯伟

4144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黎跃进

4145 延边大学 论文奖 朝鲜古代梦游录小说探源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2年7月 孙惠欣

4146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著作奖 圣经叙事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7月 刘洪一

414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学苑出版社 2011年5月 李明滨

4148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20世纪80年代苏联戏剧的主要类型及特征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戏剧（中央戏剧

学院学报）
2011年第3期 潘月琴

4149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理论篇）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2年10月 张建华

4150 南开大学 著作奖 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王志耕

415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文化思潮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李新梅

4152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出版社
2011年10月 陈建华

4153 南京大学 论文奖 论契诃夫戏剧的静态性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1年第5期 董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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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4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另一个高尔基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译林出版社 2012年7月 王加兴

415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布尔加科夫魔幻叙事传统探析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许志强

4156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词句转换”：一种先锋戏剧理念的兴起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王树福

4157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诗筑的远离——中俄象征主义诗歌语言比较

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刘永红

4158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叛逆的激情：20世纪前30年俄罗斯小说中的

表现主义倾向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1年2月 王宗琥

4159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当代俄罗斯文学视野下的乌利茨卡娅小说创

作：主题与诗学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孙超

4160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走向真理的探索——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

化批评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张杰

4161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 2011年第1期 张剑

4162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情感小说与伦理建构——1771至1817年间的

英国小说
著作 英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耿力平

4163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不断延伸的思想图像：塞缪尔·贝克特的美

学思想与创作实践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王雅华

4164 国际关系学院 著作奖
叙述者的元小说操控：《法国中尉的女人》

的认知诗学研究
著作 英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梁晓晖

4165 南开大学 著作奖 英国文学通史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常耀信

4166 华东理工大学 论文奖
My Lady's a Cataian: Cataian in

Twelfth Night
论文 英语 外国文学

Notes and

Queries
2013年第3期 张之燕

4167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塞缪尔·贝克特的文艺美学思想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语 2012年第1期 张和龙

4168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王权与表演——论《哈姆莱特》中的君主政

体焦虑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23年第4期 刘思远

4169 上海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英国文学思想史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2年1月 李维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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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0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英国文学批评史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王守仁

4171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哈代研究史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译林出版社 2011年12月 何宁

4172 南京大学 著作奖 鲁德亚德·吉卜林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陈兵

4173 浙江大学 著作奖 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吴笛

4174 浙江大学 著作奖 郭建中讲笛福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郭建中

4175 厦门大学 著作奖
自我与他者：C.S.路易斯的“他者性”美学

思想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苏欲晓

4176 山东大学 著作奖 伍尔夫生态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申富英

4177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聂珍钊

4178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朱卫红

4179 四川大学 论文奖
《远大前程》对《简·爱》的借鉴与反冲及

其对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男性气质的建构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1年第4期 龚静

4180 西南大学 论文奖
三分天下的地图舞台和国家身份的空间推演

——《李尔王》和《亨利四世》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2期 郭方云

4181 上海海事大学 著作奖
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

话及其影响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6月 容新芳

4182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3年1月 殷企平

4183 安庆师范学院 著作奖 贝克特戏剧文本中隐喻的认知研究 著作 英语 外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黄立华

4184 福建工程学院 著作奖 中国英诗汉译史论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张旭

418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著作奖 中西文化文学十论 著作 英语 外国文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12月 张平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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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6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Entre tradition poetique chinoise et

poesie symboliste francaise
著作 法语 外国文学

L'Harmattan（法

国）
2011年9月 车琳

4187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是另一个”——论兰波的通灵说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 李建英

418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徐真华

4189 海南大学 著作奖 暗流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凤凰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译林
出版社

2013年11月 邹小燕

419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德语修养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谷裕

4191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德国耶拿浪漫派的印度情结：从诺瓦利斯到

弗·施莱格尔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山东社会科学 2011年第10期 杨俊杰

4192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1900年前后德语诗歌中的城市与感知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 2011年第4期 王炳钧

4193 同济大学 论文奖 德意志浪漫精神与哲学诠释学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9期 吴建广

4194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卫礼贤之名——对一个边际文化符码的考察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范劲

4195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谢拉皮翁原则与《堂兄的角窗》——德国文

学的一段问题史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1年1月 梁锡江

4196 浙江大学 著作奖 罗伯特·瓦尔泽与主体话语批评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范捷平

4197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歌德席勒笔下的“中国公主”与“中国女诗

人”——1800年前后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德影
响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谭渊

419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著作奖

Komik Pantomime und Spiel im

Kulturellen Kontext Clemens Brentanos
Lustspiel im Lichte chinesischer
Theatertraditioner

著作 德语 外国文学
ERICH SCHMIOT

VERLAG
2012年1月 吴晓樵

4199 兰州大学 论文奖 卡尔维诺小说的空间实验及其空间观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国外文学 2011年第1期 周小莉

4200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流言”的政治功能——波特的“故事”与

“诗”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1年第2期 周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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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哥伦布后裔》中的阈限空间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3年第3期 王建平

4202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刘晓晖

4203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历史解读与文学话语: 菲利普·罗思后期小

说研究
著作 英语 外国文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林莉

4204 复旦大学 著作奖 Pluralist Universalism 著作 英语 外国文学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年4月 金雯

4205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尚必武

4206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索尔·贝娄、托洛茨基与犹太性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2年4月 乔国强

4207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欧茨小说《奇境》中的身体政治与身体美学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当代外国文学 2013年第4期 王弋璇

4208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从“真女性”到“新女性”：《树之果》主

题新解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2年第3期 程心

4209 南京大学 著作奖
To realizetheuniversal： allegorical

narrative in Thornton Wilder's plays
and novels

著作 英语 外国文学 Peter Lang 2012年2月 但汉松

4210 河海大学 著作奖 厄普顿·辛克莱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3月 胡碧媛

4211 浙江大学 论文奖 施美美的《绘画之道》与摩尔诗歌新突破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1年第3期 卢巧丹

4212 厦门大学 著作奖 海明威：美国文学批评八十年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2年9月 杨仁敬

4213 厦门大学 著作奖 透视美国华裔文学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张龙海

4214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黑色幽默与美国小说的幽默传统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苏晖

42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超越生态印第安——露易丝·厄德里克小说

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蔡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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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王欣

4217 四川大学 著作奖 空间叙事理论视阈中的纳博科夫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王安

4218 吉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福克纳小说的基督教时间观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2年第2期 王钢

4219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隐喻构造世界的实践诗学---论理查德·罗

蒂的文学伦理学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北方论丛 2013年第2期 张智宏

4220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所罗门之歌》的文本图像特征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语学刊 2011年第5期 包威

4221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论文奖
论《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中

的后印第安武士形象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刘克东

4222 上海大学 著作奖 爱伦·坡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朱振武

4223 上海大学 著作奖 非裔美国文学史（1619-2010）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12月 庞好农

422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著作奖 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张军

4225 绍兴文理学院 著作奖
诗的复活：诗意现实的现代构成与新诗学—

—美国现当代诗歌论衡及引申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李佩仑（晏榕）

4226 皖西学院 著作奖 艾萨克·辛格短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李乃刚

4227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2年7月 郑燕虹

4228 暨南大学 论文奖 “亚裔美国感”溯源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3年第04期 蒲若茜

4229 四川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超越后现代——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罗小云

4230 西安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薛小惠

4231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重新想象过去——田纳西·威廉斯剧作中的

南方淑女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3月 蒋贤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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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新疆大学 著作奖
美国文化视野中的乔伊斯·卡洛尔·欧茨作

品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单雪梅

4233 武汉大学 论文奖 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3年第3期 汪余礼

4234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The reception of East-European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论文 英语 外国文学 Neohelicon

June

2011,Volume
38,Issue 1

宋炳辉

4235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5月 郑书九

4236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彼得·凯里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1年7月 彭青龙

4237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海伦·加纳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3年10月 朱晓映

4238 苏州大学 论文奖 “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当代外国文学 2013年第3期 王腊宝

4239 清华大学 论文奖 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年第5期 罗选民

4240 北京林业大学 著作奖
圣经中的女性——《创世记》的文本与潜文

本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6月 南宫梅芳

4241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 2011年第4期 陶家俊

424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后奥运时代北京文化资本与城市形象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2年7月 许德金

4243 上海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Active Audience: A New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a Key Concept of
Cultural Studies

著作 英语 外国文学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2年11月 金惠敏

4244 南京大学 论文奖
当代西方文学研究中的身体视角：回顾与反

思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2012年第1期 徐蕾

4245 山东大学 著作奖 索绪尔手稿初检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世纪出版集团 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屠友祥

4246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否定性辩证法”视域中的“女性”主体性

重构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9月 李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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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7 兰州大学 论文奖
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思

潮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3年第2期 司俊琴

424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著作奖 哈桑·哈乃斐——阿拉伯当代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3年3月 肖凌

4249 天津工业大学 论文奖
西方乌托邦文学溯源之阿里斯托芬喜剧《鸟

》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2年第3期 牛红英

4250 宁波大学 著作奖 法则——现代危机和克服之途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葛体标

4251 湘潭大学 著作奖
越界与融通——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跨学科

研究
著作 汉语 外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何云波

4252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基于职业笔译员胜任特征的翻译人才培养 论文 汉语 外国文学 中国翻译 2013年第6期 周亚莉

4253 河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抗战时期周先庚的军事心理学实践与思想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2年第11期 阎书昌

4254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客体关系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克莱因和拜昂

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5月 王国芳

4255 广州大学 论文奖 认知与身体: 理论心理学的视角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3年第45卷

4期
叶浩生

4256 浙江大学 论文奖
Perceived Causalities of Physical

Events Are Influenced by Social Cues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Vol 38(6),

Dec 2012
周吉帆

4257 西南大学 论文奖
地震经历对插入空白间隔的汉字知觉干扰效

应的影响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3年第5期 王权红

4258 中山大学 论文奖
Using Reinforcemen Learning to

Examine Dynamic Attention Allocation
During Reading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Cognitive

Science
2013年第37期 高定国

4259 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奖
词边界信息在中文阅读眼跳目标选择中的作

用：来自中文二语学习者的证据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2年第44卷

第7期
白学军

4260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眼动研究心理学导论——揭开心灵之窗奥秘

的神奇科学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闫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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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 河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工作记忆与语篇认知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鲁忠义

4262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Empathic neural responses to

others'pain depend on monetary reward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Volume 7

Number 5
June 2012

郭秀艳

4263 浙江大学 论文奖
Building Blocks of Visual Working

Memory:Objects or Boolean Maps?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Vol.25

:Issue.5
沈模卫

4264 浙江大学 论文奖
A Magnetoencephalographic Study of

Face Processing: M170, Gamma-Band
Oscillations and Source Localization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Human Brain

Mapping

Vol 34 Issue

8
高在峰

426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奖

Altere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in Resting-State
Amnestic Type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
ical Society

2013年 19卷

第4期
燕浩

4266 首都师范大学 论文奖
Neural correlates of binding features

within- or cross-dimensions in visual
conjunction search: An fMRI study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NeuroImage
1 July 2011,

Vol.57(1)
魏萍

4267 苏州大学 论文奖
视觉搜索中基于工作记忆内容的注意捕获与

抑制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科学进展 2012年第12期 张明

4268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Vision Dominates at the Preresponse

Level and Audition Dominates at the
Response Level in Cross-modal
Interaction: Behavioral and Neural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3年第33卷

17期
陈骐

4269 重庆文理学院 论文奖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of

facial inversion with 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Elsevier 2013年第2期 罗文波

4270 南京大学 论文奖 工作记忆刷新训练对儿童流体智力的影响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科学通报
2011年第56卷

第17期
周仁来

4271 广州医科大学 论文奖

Unitary or non-unitary nature of

working memory ? Evidence from its
relation to general fluid and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Intelligence
2012年第40卷

第5期
党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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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2 中华女子学院 著作奖 心理旋转的整体优先效应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邱香

4273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女性择偶决策的线索偏好及信息加工方式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1年第1期 刘永芳

4274 宁夏大学 论文奖 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线索效应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1年第12期 何晓丽

4275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任务类型和性别属性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2年第5期 康廷虎

4276 山西大学 论文奖
道德推脱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2年第8期 杨继平

4277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Implicit Trust Between the Uyghur and

the Han in Xinjiang,China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PLOS ONE

2013, Volume

8, Issue 8
刘嘉

4278 中山大学 论文奖
Control Deprivation and Styles of

Thinking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2,

Vol.102,
No.3

周欣悦

4279 中山大学 著作奖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机制——基于相对剥

夺与群际威胁的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2013年12月 张书维

4280 西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行为适应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史慧颖

4281 天津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作用：群体情绪与效

能路径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3年第45卷

第8期
薛婷

4282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群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年12月 贺雯

4283 赣南师范学院 著作奖 网络利他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郑显亮

4284 河南大学 著作奖 理解·沟通·控制：公众的风险认知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刘金平

4285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社会认知心理学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钟毅平

4286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论文奖

民办高校大学生网络成瘾与成人依恋社会支

持的关系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中国学校卫生 2013年第10期 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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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7 贵州师范大学 论文奖 少数民族压力应对研究的文化视角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科学进展 2012年第8期 植凤英

4288 遵义师范学院 论文奖 矛盾态度心理机制的理论模型述评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科学 2011年第5期 杨青松

4289 云南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青少年民族团结心理与教育 研究报告 汉语 心理学
德宏州教育局等共

23个单位（学校）
2013年9月 尹可丽

4290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西北民族地区青少年文化认同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11月 万明钢

4291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林崇德心理学文选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年9月 林崇德

4292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2年第5期 辛自强

4293 东南大学 论文奖
早期气质对焦虑退缩行为的影响：社会适应

的背景性作用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3年第1期 张光珍

4294 辽宁师范大学 著作奖 儿童自我控制的发展与促进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年2月 杨丽珠

4295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

为之关系：班级氛围的调节效应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3年第9期 李丹

4296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儿童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发展与教育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11月 刘国雄

4297 盐城师范学院 著作奖 儿童青少年分类发展实验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戴斌荣

4298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Stressful Events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itigating
Role of Protective Factors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3年34卷第

5期
张文新

4299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著作奖
家庭处境不利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的影

响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范兴华

4300 广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3岁幼儿抑制和工作记忆的可分离性研究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3年第3期 张乾一

4301 中华女子学院 著作奖 亲子沟通与儿童学业成就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池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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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青少年网络心理解析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开明出版社 2012年10月 雷雳

4303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综合施策遏制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趋势 研究报告 汉语 心理学
中央办公厅秘书

局《观点采编》
2012年12月 方晓义

4304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3年34卷第

6期
周宗奎

4305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社会创造心理学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谷传华

4306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当代青少年情感素质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卢家楣

4307 西南大学 论文奖

Risk Factors for Disordered Eating

During earlyand Middle
Adolescence:Prospective Evidence From
Mainland Chinese Boys and Girls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11年120卷

第2期
陈红

4308 华中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道家人格：结构、测量及其在和谐社会建设

中的应用
研究报告 汉语 心理学

湖北省民族宗教

事务委员会
2011年12月 郭永玉

4309 西南大学 论文奖
The relation of self-supporting

personality, enacted social suppport,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2年52卷第

2期
夏凌翔

4310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研究：CPAI

及其跨文化应用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1年第12期 范为桥

4311 武汉大学 论文奖

Chinese My Trauma Recovery, A Web-

Based Intervention for Traumatized
Persons in Two Parallel Sample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3年第

Vol.15
Issue9期

王志云

4312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示范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江光荣

4313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心理韧性儿童的社会能力自我觉知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1年第9期 席居哲

4314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著作奖 荣格心理健康思想解析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3年1月 项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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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南京中医药大学 著作奖 临床心理治疗与行为干预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年12月 李荐中

4316 华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症状：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1年第12期 范方

4317 南方医科大学 论文奖
National Survey of Ethical Practices

Among Chinese Psychotherapists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1年42卷第

5期
赵静波

4318 贵州师范大学 论文奖
Rasch模型在研究生入学考试质量分析中的

应用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教育研究 2012年第6期 赵守盈

4319 华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温忠麟

4320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 is

Associated with Trait Positive Affect
and Positive Emotional Expressivity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Biological

Psychology

2013年93卷第

1期
王振宏

4321 江南大学 著作奖
戴着镣铐跳舞-民营企业家的压力与倦怠研

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韦雪艳

4322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工作场所的社会损害：一个整合性的研究框

架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科学进展 2013年第10期 夏福斌

4323 聊城大学 著作奖 社会公平判断：决策科学视角的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赵立军

4324 绵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的心理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谭小宏

4325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小学教师胜任特征研究及应用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马红宇

4326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自杀与干预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年7月 王明旭

4327 首都医科大学 著作奖 幸福“心”帮助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中华书局 2011年3月 杨凤池

4328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积极心理学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

探析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教育学文摘 2013年第7期 王丽红

4329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学业情绪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马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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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0 北华大学 论文奖 大学教师发展的制度规约与心理契约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现代教育科学 2012年第1期 杨凤云

4331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奖 重大突发事件与公众心理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徐鸿

4332 云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网络社会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舆情心理分析－

－以“躲猫猫”事件为例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云南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4期 冯江平

4333 红河学院 论文奖 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及争议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科学进展
2011年19卷第

12期
赵永乐

4334 厦门大学 论文奖
Learning from comparing multiple

examples: On the dilemma of “similar
” or “different”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June 2012,

Volume 24,
Issue 2

郭建鹏

4335 河北大学 著作奖 有意遗忘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2年11月 宋耀武

4336 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Temperament, personality and

achievement goal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 students

论文 英语 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ume 31,

Number 3 May
2011

陈陈

4337 华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学习过程与机制研究——我国学习双机制理

论与实验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莫雷

4338 广州大学 论文奖
字谜顿悟任务中限制解除和组块分解的机制

及其原型启发效应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3年第10期 邢强

4339 西南大学 著作奖
Methods and Implementary Strategi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uzhi

著作 英语 心理学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1年4月 张大均

4340 延边大学 论文奖
论理想与现实自我的落差及学业自我效能感

的关系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2年第8期 严秀英

4341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论文奖

民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

析及对策探讨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贵州民族研究 2013年第4期 曹显明

4342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理论模型的建构与

验证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罗良

4343 西南大学 著作奖 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吴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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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4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学术交流 2011年第10期 谢念湘

4345 楚雄师范学院 论文奖 人格、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论文 汉语 心理学
中国健康心理学

杂志
2011年第6期 赵云龙

4346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文化心理学（增订本）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汪凤炎

4347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乐商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任俊

4348 温州大学 著作奖 弈的魅力：弈棋风格的心理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胡瑜

4349 信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情绪心理学的理论与应用 著作 汉语 心理学
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1年8月 许远理

4350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大数据与新闻理念创新——以全球首届“数

据新闻奖”为例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编辑之友 2013年第6期 王斌

4351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断裂与共识：网络时代的中国主流媒体与主

流价值观构建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林晖

4352 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后工业社会与新闻形态的嬗变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谢梅

4353 内蒙古科技大学 论文奖 “网络暴民”与网络虚拟伦理的失范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爱好者

2011年第3期

（下半月）
袁丽媛

4354 延边大学 著作奖 中国朝鲜族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李逢雨

4355 安徽大学 论文奖
新闻专业主义:一种职业权力的意识形态—

—再论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国际新闻界 2011年第12期 芮必峰

4356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群众办报”的逻辑起点与未来归宿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年第3期 朱清河

4357 贵州财经大学 著作奖
从虚拟幻象到现实图景：网络舆论与公共领

域的构建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罗坤瑾

4358 中山大学 论文奖
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审查研究——以“毒

奶粉”事件的报道为个案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年第5期 张志安

4359 湖北经济学院 著作奖 这些年的那些网事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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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 暨南大学 著作奖 消费文化传播与媒体社会责任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蒋建国

4361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中西新闻比较的问题与方法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年第9期 单波

4362 河南大学 著作奖 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6月 张举玺

436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广告学术史论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祝帅

436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藏稀见新闻史料汇编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
2012年9月 方汉奇

4365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变迁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华书局 2013年3月 武志勇

4366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奖
试论新记《大公报》与蒋政府之关系——以

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的
考察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年第5期 俞凡

4367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民国出版史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吴永贵

4368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建设"宣传网"的历史考

察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共党史研究 2011年4月 唐海江

4369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旗报——《深圳特区报》史稿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张昆

4370 北京联合大学 著作奖 近代中国的租界与新闻传播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7月 陈冠兰

4371 华东政法大学 著作奖
重构新闻社群：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

业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郭恩强

4372 安徽大学 著作奖 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黄山书社 2011年10月 王天根

4373 南昌大学 著作奖 江西苏区报刊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陈信凌

4374 暨南大学 论文奖
论民国新闻界对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响应及

其影响和结局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年第9期 邓绍根

4375 深圳大学 论文奖 汉代军事信息的传播——檄文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年第3期 黄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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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6 西北大学 论文奖
建国初期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探析

——以《解放日报》为例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年第5期 王晓梅

4377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大众传媒与政治变迁——聚焦独联体国家“

颜色革命”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5月 赵永华

4378 苏州大学 著作奖 自由的逻辑：进步时代美国新闻业的转型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张健

4379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韩丛耀

4380 暨南大学 论文奖
论中国传媒价值认同——以马克思公共性思

想为视角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 2011年第9期 薛国林

4381 厦门大学 研究报告奖 台岛新闻媒体的舆情走势与引导策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共中央台湾工

作办公室
2012年7月 赵振祥

4382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系统论视野下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框架构想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 2012年第10期 赵振宇

4383 武汉大学 论文奖
理论阐释、实践拓展与机制保障 ——推进

“走转改”常态化的三个向度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年第2期 强月新

4384 河北经贸大学 著作奖 网络水军揭秘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燕山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张波

4385 暨南大学 著作奖
全媒体融合模式研究：中国报业转型的理论

逻辑与现实选择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麦尚文

4386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期待版权担保融资模式中投资方的风险及控

制分析——以中国电影产业为例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大学 2011年第4期 张辉锋

4387 清华大学 著作奖 2013年中国传媒发展报告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4月 崔保国

4388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媒介消费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苏林森

4389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新媒体产业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基

于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分析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当代传播 2012年第2期 鲍枫

4390 浙江大学 著作奖 电视数字内容资产的价值评估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学习出版社 2011年9月 吴丰军

4391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传媒产业市场结构演变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陶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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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2 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奖
新媒体引发的通货革命——注意力货币化与

媒体职能的银行化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年第4期 张雷

4393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数字电视产业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国际广播出

版社
2012年2月 陈积银

4394 清华大学 著作奖 美国传媒规制体系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陈昌凤

4395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基于钻石模型视角的区域动漫产业扶持政策

比较研究——以长沙、杭州为例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年第10期 朱春阳

4396 同济大学 著作奖 网络文化产业公共治理论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解学芳

4397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触媒”时代受众自治的“纸媒”社会化媒

体特征——以城市生活类周报iphone形态为
中心的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年第5期 童清艳

4398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新媒体管理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姜进章

4399 武汉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指标体系及绩效考核办法

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湖北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发行处等
2013年11月 尹章池

4400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传媒竞争力：中国特色的路径选择——一种

基于市场的观念、假设与方法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包国强

4401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传媒改革启示录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世界图书出版广

东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 朱剑飞

4402 北京印刷学院 著作奖 中国出版业发展若干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2年8月 王关义

4403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媒体的品牌战略管理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传媒 2013年第4期 丁钊

4404 长沙理工大学 著作奖 中国动漫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耿蕊

4405 西北大学 论文奖 媒介信息融合与产业规制制度改革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当代经济科学 2011年第2期 岳芃

4406 清华大学 著作奖 电视修辞学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张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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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7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从“讲话”、“说话”到“对话”——中国

电视新闻的范式转换与语态变迁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 2012年第3期 崔林

4408 四川大学 论文奖 对西部电视理论研究现象的观察与辨析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年第2期 朱天

4409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当前我国电视新闻发展的现实困境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中国

传媒大学学报）
2013年第7期 张丽

4410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试析传播新格局下电视与新媒体的相互借力

与共赢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国际新闻界 2013年第2期 高晓虹

4411 中国传媒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1) 研究报告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三局
2012年6月 何苏六

4412 长江大学 著作奖 三棱镜下的俄罗斯电视传播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李静

4413 广州大学 论文奖 粤港两地电视剧生产体制发展异同比较研究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 2013年第7期 戴剑平

4414 中国传媒大学 研究报告奖 电视新闻主播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新华新闻电

视网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 翁佳

4415 清华大学 研究报告奖
“走出去的第一阵地——中国电视与东南亚

”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国家广播电影电

视总局培训中心
2012年10月 郭镇之

4416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都是节目惹的祸--国外广播电视节目纠纷案

例评析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月 麻争旗

4417 西南交通大学 著作奖 权力分光镜：电视新闻中的社会分层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蒋宁平

4418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媒体奇观视域下的中国电视娱乐文化转型研

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赖黎捷

4419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记忆的政治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年11月 周海燕

442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

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王维佳

442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程曼丽

442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2013年1月 刘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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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 清华大学 著作奖
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

主义传统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曹书乐

4424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大众传播符号：幻象与巫术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
2012年9月 曾庆香

4425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动画艺术的构建与传播对儿童心理的影响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戏剧文学 2013年第5期 周大勇

4426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媒介使用、媒介评价、社会交往与中国社会

思潮的三种意见趋势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大学 2012年第6期 陆晔

4427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

2012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大学 2013年第6期 廖圣清

4428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2012年3月 胡翼青

4429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奖
印刷出版物文字信息传递的可读性与易读性

研究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中国

传媒大学学报）
2011年第9期 洪缨

4430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居间政治：中国媒体反腐的社会学考察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李东晓

4431 厦门大学 论文奖
信仰传播效果的3M模式--以《青春之歌》的

传播学解读为个案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1年第1期 陈嬿如

4432 山东大学 著作奖 反思与重构：西方传播理论的人学解读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11月 李欣人

4433 暨南大学 论文奖
传播逻辑中的人类自省——马克思对西方传

播学理论的贡献与影响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年第03期 支庭荣

4434 浙江大学 论文奖

Does the Digital Divide Matter More?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New Media
and Old Media Use on the Education-
Based Knowledge Gap

论文 英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14,

Issue 2,2011
韦路

4435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吴靖

4436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对话与改革: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公共

传播与社会认同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
2012年第6期 胡百精

4437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3）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年6月 喻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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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8 清华大学 著作奖 表达的力量:当中国公益组织遇上媒体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11月 曾繁旭

4439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从形象到认同——社会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龙小农

4440 复旦大学 论文奖

Self-construal and natural disaster

coverage: how self perception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intrusion
and concern for others

论文 英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3,

No.1, 2013
孙少晶

444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良荣

4442 厦门大学 著作奖
传播公地的重建——西方另类媒体与传播民

主化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4月 罗慧

444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网络舆论：起因、流变与引导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余秀才

4444 四川大学 著作奖
舆擎中国——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力提升方略

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蒋晓丽

4445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传递与接收——汶川地震重灾区信息传播系

统的恢复重建与发展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吴建

4446 兰州大学 论文奖
论大众传媒语境下我国藏区“信息场”的重

建与话语权的转移——以甘南藏区五村庄调
查为例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青海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 王晓红

4447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33年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基于广告传

播的视角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林升梁

4448 河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媒介融合时代的国际传媒业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年8月 郜书锴

4449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华出版社 2013年4月 燕道成

4450 怀化学院 著作奖
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对湘

黔桂毗邻边区三个民族村寨的民族志调查与
阐释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张斌

4451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奖
信息文明的哲学启示——一种传播哲学的反

思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文化与传播

2013年第5、6

期
柯泽

4452 云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传递与共享：文化遗产数字传承者——以云

南为例的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4月 阮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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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3 新疆大学 论文奖
电视实践与维吾尔族村民日常生活研究-基

于托台村民族志调查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年第1期 金玉萍

4454 西北大学 论文奖 我国文学传播学学科体系研究刍议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人文杂志 2013年第11期 杨立川

4455 北京外国语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电视传媒国际传播效果分析及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外文局对外

传播研究中心
2011年5月 刘琛

445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外国驻华使馆“微博外交”及其启示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国际关系 2013年第8期 赵鸿燕

445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汉语国际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哈嘉莹

4458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媒介接触下的国家形象构建——基于美国人

对华态度的实证调研分析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年第6期 徐剑

4459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Television refor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New trerds and patterns
in post-WTO China

论文 英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Volume 30,

Issue 4,
2013

徐明华

4460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纽约时报》对华舆论研究——话语分析视

角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九州出版社 2013年1月 刘立华

4461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互联网信息传播制度建构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华出版社 2012年5月 吕宇翔

4462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

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何威

4463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网络舆情“引爆点”解析——以两起重大事

故网络舆情对比分析为例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 2013年第5期 张树庭

4464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论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 隋岩

4465 北京大学 论文奖 大数据的风险和现存问题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广告大观 2013年第3期 刘德寰

4466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微博 VS.茶馆：对人际传播的回归与延伸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 2011年第6期 薛可

4467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微博舆论传播的复杂网络拓扑结构模型及其

演化机制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年第11期 李卫东

第 302 页，共 420 页



4468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传播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工具、方法

与应用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年9月 李彪

4469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政治传播：历史、发展与外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段鹏

4470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中国广告产业制度的回顾、反思与优化路径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国际新闻界 2013年第7期 廖秉宜

4471 河北大学 论文奖 传世之书的十大特点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出版与发行研究 2011年第7期 杜恩龙

4472 暨南大学 著作奖 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刘涛

4473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论文奖 中国电影创作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电影文学 2012年第22期 罗薇薇

447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陈力丹

4475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框架视野下的食品安全报道——以《人民日

报》近10年的报道为例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 2012年第2期 王宇

4476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大数据”背景下营销体系的解构与重构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 2012年第11期 黄升民

4477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
2013年3月 申金霞

4478 复旦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梦”的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防止

“中国梦”在民间舆论中被误读
研究报告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国家领导人批示 2013年8月 孟建

4479 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报告奖 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3） 研究报告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8月 谢耘耕

4480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微博、政治及其功能限度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年第3期 陈金英

4481 浙江大学 论文奖
Research on the Status and Operating

Model of the Original Net Literary
Websites in China

论文 英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ume

27,Issue 2,
2011

陈洁

4482 浙江大学 论文奖
我国学术期刊英文编辑专业素质现状调查与

对策思考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出版 2013年第3期 陆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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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3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南京大学学报（哲

学·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叶娟丽

4484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网络民意与公共政策的“民间智库”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现代传播 2012年第11期 何志武

4485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牛静

4486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传媒符号学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2年7月 白冰

4487 四川大学 著作奖
现代传媒与中国西部民族——汉藏羌民族混

居区传媒使用与影响的类型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华书局 2012年12月 李苓

4488 重庆大学 著作奖 消费时代与中国传媒文化的嬗变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董天策

4489 长安大学 论文奖 国家利益视域下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思想战线 2011年第4期 赵文义

4490 兰州大学 论文奖
论大众传播语境下甘南藏区社会流动与文化

整合——以甘南藏区五村庄调查为例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年第1期 张硕勋

4491 河北科技大学 论文奖 增强主流媒体在社会舆论中的主导力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人文杂志 2013年第12期 韩利红

4492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奖 大众传媒对大学生就业的心理影响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闻爱好者

2011.7（下半

月）
王诗文

4493 山东理工大学 论文奖 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比较研究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浙江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尹玉吉

4494 河南大学 论文奖 论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之特征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编辑 2013年第5期 姬建敏

449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研究报告奖 突发事件网上舆情的现状分析与管理对策 研究报告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河南省委
员会社会和法治
委员会

2012年12月 李怀强

4496 武汉纺织大学 著作奖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论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荣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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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7 韶关学院 研究报告奖
广东科技期刊的载文变化分析与优化发展研

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广东省新闻出版

局新闻出版管理
处等

2012年12月 颜志森

4498 北京体育大学 著作奖 国家形象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九州出版社 2013年12月 陈世阳

449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著作奖 运营数字媒体 著作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周荣庭

4500 昆明理工大学 论文奖 试论学术期刊编辑的文化使命 论文 汉语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编辑 2012年第4期 徐绍华

4501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 陈岸瑛

4502 中央美术学院 著作奖 穿越后现代：当代西方视觉艺术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邵亦杨

4503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绘画艺术空间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王帆

4504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徐强

4505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当水墨成为当代艺术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美术观察 2013年第12期 王远

4506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艺术终结的现代性反思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5月 周计武

4507 中国矿业大学 论文奖
Effects of Visual Indicators on

Landscape Preferences
论文 英语 艺术学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Volume 139,

Number
1,2013

赵警卫

4508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抽象绘画与解构理念演绎的一种空间形式—

—以丹佛艺术博物馆建筑内部展示设计为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新建筑 2012年第6期 任康丽

4509 武汉理工大学 著作奖 造物艺术与意识形态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喻仲文

4510 西南大学 论文奖 从本土视角重塑当代艺术的国家形象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
2011年第6期 邱正伦

4511 兰州大学 著作奖 敦煌壁画艺术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李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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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 天津美术学院 论文奖
设计艺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途径——基于设

计学科的基础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载《跨界·综合

》
2012年5月 王立德

4513 内蒙古民族大学 著作奖 根植于地域文化的美术教育研究 著作 日语 艺术学
内蒙古教育出版

社
2013年11月 包格日乐吐

4514 上海音乐学院 论文奖 艺术创新：界定·类型·路径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学术月刊 2012年第8期 奚爱民

4515 浙江农林大学 著作奖 汉画学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杨絮飞

4516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异位规训与异位解构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1年第2期 刘宁

4517 暨南大学 论文奖 太极图蕴含的审美思想与中国书法艺术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理论研究 2013年第6期 危磊

4518 广西艺术学院 著作奖 漓江画派中国人物画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3年1月 郑军里

4519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析论西部电视剧的审美价值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电视 2011年第8期 黄怀璞

4520 宁夏师范学院 著作奖 须弥山石窟艺术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阳光出版社 2013年1月 宋永忠

4521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丁峻

4522 中国美术学院 著作奖 中华竹韵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美术学院出

版社
2011年1月 范景中

4523 重庆师范大学 论文奖
感知与思维是否分裂——有关“视觉与思维

”的思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载《第三届艺术

与科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2012年11月 丁月华

4524 曲靖师范学院 论文奖
民族地区普通高中音乐特长生音乐学习动机

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人民音乐 2013年第11期 任红军

4525 北京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普通高校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探索与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教育与职业
2011年8月

（下）
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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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6 中央音乐学院 论文奖
错觉图——游走于形式与形式之外的凝思游

戏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乐府新声（沈阳

音乐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姚亚平

4527 中央音乐学院 研究报告奖 "艺术学科门类增设研究"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艺术学
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
2013年3月

“艺术学科门类增

设研究”课题组

4528 中央音乐学院 著作奖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以西南地区或经

典案例为中心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央音乐学院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和云峰

4529 中央音乐学院 著作奖 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央音乐学院出

版社
2012年11月 杨民康

4530 中央音乐学院 著作奖
变革社会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河北省白洋淀

圈头村“音乐会”的调查研究与音乐收集
（增订版）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央音乐学院出

版社
2012年6月 张伯瑜

4531 中央音乐学院 著作奖 宋代古琴音乐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华书局 2013年3月 章华英

4532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历史视野下的美国黑人布鲁斯音乐(1890-

1929)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张阔

4533 同济大学 著作奖 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音乐学院出

版社
2013年10月 曾美月

4534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奖 元代仪凤司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音乐学 2011年第3期 张咏春

4535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音声中的集体记忆——湘中冷水江地区唱太

公仪式音乐调查报告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载《中国民间仪

式音乐研究·华
中卷》

2012年6月 吴凡

4536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当代合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年12月 田晓宝

4537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音乐史学之近代转型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陈永

4538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音乐教育价值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张业茂

4539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中唐代箜篌图像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1年第8期 贾嫚

4540 兰州大学 论文奖
民族民间音乐在高校传承的趋势——以花儿

为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甘肃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 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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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1 中国音乐学院 论文奖
声音与历史——以声音感为中心的蒙古族乐

器“潮尔”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音乐学 2011年第4期 徐欣

4542 河北大学 著作奖 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黄山书社 2013年6月 刘崇德

4543 山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山西民歌的文化地理透视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年11月 陈甜

4544 运城学院 著作奖
思索死亡的精神之旅——勃拉姆斯音乐创作

“死亡情结”之解析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年5月 李晶

4545 内蒙古大学 著作奖 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杨玉成（博特乐

图）

4546 内蒙古科技大学 论文奖 "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声的考察与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音乐 2013年第2期 李红梅

4547 沈阳音乐学院 论文奖 延安鲁艺时期秧歌剧的创作与启示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沈阳音乐学院学

报
2012年第4期 计晓华

4548 延边大学 论文奖
民族学视野下的朝鲜族原生态音乐-以亭岩

村《清州阿里郎》为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民族艺术 2013年第1期 金成姬

4549 吉林艺术学院 论文奖 贺绿汀音乐美学思想初探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东北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2年2月 徐科锐

4550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The effects of sedative and

stimulative music on stress reduction
depend on music preference

论文 英语 艺术学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Volume 40

,Issue 2,
2013

蒋存梅

4551 上海音乐学院 论文奖 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解读:方法论范式再议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艺术（上海

音乐学院学报）
2011年第1期 杨燕迪

4552 上海音乐学院 论文奖
“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

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艺术（上海

音乐学院学报）
2011年第1期 洛秦

4553 上海音乐学院 论文奖 论秦乐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艺术（上海

音乐学院学报）
2013年第4期 杨赛

4554 上海音乐学院 论文奖
古谣、古典民谣、新民谣、民谣朋克：冲绳

八重山民谣《安里屋协作谣》音乐变迁中的
历史文化叙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艺术（上海

音乐学院学报）
2013年第2期 黄婉

4555 上海音乐学院 论文奖
“转换网络理论”中的主题构成与发展路径

——以德彪西《焰火》为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艺术（上海

音乐学院学报）
2012年第2期 甘芳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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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6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备览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年11月 徐元勇

4557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奖
20世纪西方器乐演奏风格的结构特征及其形

成原因——基于计算机可视化音响参数分析
的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音乐学院出

版社
2011年3月 杨健

4558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奖 中国民族乐队建制研究（1950-2005）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3年8月 钱建明

4559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奖 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央音乐学院出

版社
2012年4月 居其宏

4560 南京晓庄学院 著作奖 中国古代民间俗曲曲牌、曲词及曲谱考释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板俊荣

4561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2年2月 杨和平

4562 杭州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嵇康的“声无哀乐”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音乐学 2013年第4期 田耀农

4563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礼复乐兴：两汉钟鼓之乐与礼乐文化图考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李荣有

4564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

人类学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年9月 孟凡玉

4565 温州大学 论文奖 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7期 王小盾

4566 丽水学院 论文奖 二都戏的音乐形态及其演变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音乐学 2013年第4期 田中娟

4567 安徽师范大学 论文奖 20世纪二胡音乐主题思想之嬗变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研究 2011年第3期 汪海元

4568 阜阳师范学院 论文奖 沿淮花鼓灯歌舞艺术的群落生态景观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
2013年第4期 戎龚停

4569 淮南师范学院 论文奖 陈田鹤与刘雪庵音乐创作之比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音乐 2011年第04期 李世军

4570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著作奖 当涂民歌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合肥工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王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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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1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社会实践是检验我国现代音乐创作成功与否

的惟一标准——从审美实践范畴的角度探索
建构我国现代音乐创作的评价标准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人民音乐 2011年第4期 叶松荣

4572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1年7月 王州

4573 泉州师范学院 论文奖 明清南音文献指谱衍进探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研究 2012年第5期 李寄萍

4574 泉州师范学院 论文奖 泉州南音传承现状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东南学术 2011年第6期 王珊

4575 济南大学 论文奖
译著《节奏、色彩和鸟类学的论著——德彪

西的音乐》所引发的思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版)
2013年第2期 郑中

4576 曲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正乐”、“乐悬”、“乐正”辨析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研究 2013年第01期 陈瑞泉

4577 聊城大学 著作奖 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何丽丽

4578 山东艺术学院 论文奖 明清时期中国俗曲的发展与传播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山东社会科学 2013年第4期 刘晓静

4579 洛阳师范学院 论文奖
口头传统艺术——河洛大鼓的程式化特征探

析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音乐学 2012年第1期 马春莲

4580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著作奖 青城小调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郇芳

4581 湖北文理学院 著作奖 荆山楚韵音声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4月 李素娥

4582 武汉音乐学院 著作奖 曼妙和谐——佛教音乐观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年10月 周耘

4583 广州大学 著作奖 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地图——乐象大埔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年9月 马达

4584 海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区域音乐文化理论及其发展前景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交响（西安音乐

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王晓平

4585 四川音乐学院 著作奖 中外音乐教育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年10月 雍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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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6 云南大学 著作奖 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舞蹈图像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王玲

4587 曲靖师范学院 著作奖 20世纪中国合唱创作思维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任秀蕾

4588 西安音乐学院 论文奖 论语音在鄂伦春人歌唱建构中的作用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音乐学 2011年第1期 高贺杰

4589 西安音乐学院 著作奖
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

成与承认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8月 夏滟洲

4590 青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锣鼓音乐艺术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青海师范大学学

报
2012年第4期 商文娇

4591 宁夏大学 论文奖
宁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创

新思维——宁夏花儿课程开发研究与教学实
践初探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吉林省教育学院

学报2013年11期
2013年第11期 赵文硕

4592 伊犁师范学院 论文奖 论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形态特征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人民音乐 2012年第11期 王建

4593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音乐中的中国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2年5月 王耀华

459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贝里奥音乐戏剧《迷宫Ⅱ》及其相关音乐分

析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团结出版社 2012年6月 刘洁

4595 上海音乐学院 论文奖
音色的结构作用——论卢托斯拉夫斯基《第

二交响曲》音色对比与配器布局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艺术（上海

音乐学院学报）
2011年第2期 尹明五

4596 上海音乐学院 论文奖
基于功能和声与调性思维的1/4音作曲技法

——以艾夫斯《1/4音钢琴曲三首》为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央音乐学院学

报
2012年第1期 钱仁平

4597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曲式的概念、分类依据与谱系——杨儒怀先

生曲式结构理论的系统化及再拓展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研究 2013年第6期 王桂升

4598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当代民族声乐的美学复归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东北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1年第4期 徐敦广

4599 中国音乐学院 论文奖 宋国生学术思想初探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音乐 2012年第1期 宋飞

4600 中国音乐学院 著作奖 中国歌剧演唱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新华社出版 2011年10月 杨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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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1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钢琴精品艺术鉴赏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
2012年5月 许晓薇

4602 黄山学院 论文奖
回顾与思考 解蔽与探索——新时期竹笛作

品创作述评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人民音乐 2012年第7期 胡亮

4603 集美大学 论文奖
方言语流音变对汉语歌曲演唱的负迁移——

以闽南方言普通话为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研究 2013年第6期 陈立红

4604 武汉音乐学院 论文奖
奥涅格《音乐会练声曲》的音乐特征及其演

唱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黄钟（中国·武汉

音乐学院学报）
2013年第7期 龚叶

4605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民族唱法音色的声学阐释—以女声为例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3月 吴静

4606 山东大学 论文奖
美国高校声乐教学体系现状研究——以科蒂

斯音乐学院和乔治梅森大学视觉与表演艺术
学院音乐学院为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探索（四川

音乐学院学报）
2013年第2期 刘书妤

4607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二十世纪中国民族管弦乐配器中的音色观念

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8月 匡君

4608 成都文理学院 著作奖 羌山采风录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1年5月 万光治

4609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著作奖 云南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人类学导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
2013年1月 钟小勇

4610 石河子大学 论文奖 达玛沟三弦琵琶考略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音乐研究 2011年第6期 张寅

461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她的舞台——中国戏剧女导演创作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年5月 顾春芳

4612 中央戏剧学院 论文奖 莎士比亚时代的男旦和帕米农的猪猡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戏剧艺术（上海

戏剧学院学报）
2011年第2期 沈林

461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奖 中国“十一五”期间英国戏剧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1年第1期 刘红卫

4614 上海戏剧学院 著作奖 上海滑稽史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6月 刘庆

4615 厦门大学 著作奖 戏剧人类学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11月 陈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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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6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民族戏剧文化大视野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3年9月 李强

4617 上海体育学院 著作奖 论中国现代改译剧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11月 刘欣

4618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著作奖 绝对信号：转型期中国戏剧艺术思潮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叶志良

4619 中央戏剧学院 论文奖 当代傀儡的观察和思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戏剧（中央戏剧

学院学报）
2012年第2期 章抗美

4620 中央戏剧学院 著作奖 戏剧制作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2年6月 肖玫钰

4621 中央戏剧学院 著作奖 汉英剧场术语 著作 汉英 艺术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年4月 冯德仲

4622 吉林艺术学院 论文奖 “泛娱乐化”语境下中国戏剧的两难境地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戏剧 2012年第5期 邹毅

4623 上海戏剧学院 著作奖 论创造自由的照明空间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年6月 金长烈

4624 上海戏剧学院 著作奖 角色文化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3年7月 张生泉

462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凤凰出版社 2011年3月 傅谨

4626 东南大学 著作奖 明杂剧通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年7月 徐子方

4627 山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华书局 2011年11月 车文明

4628 山西大同大学 著作奖 山西北路梆子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年12月 刘兴利

4629 湖北大学 著作奖 汉剧研究资料汇编（1822-1949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武汉出版社 2012年6月 朱伟明

4630 华侨大学 著作奖 弋阳腔传奇演出史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马华祥

4631 中央戏剧学院 论文奖 戏曲程式文化之精神层次分析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戏曲艺术（中国

戏曲学院学报）
2013年第4期 郭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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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2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对梅兰芳京剧演技现代性的反思 论文 日语 艺术学 演剧研究 2012年3月 邹元江

4633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山西四大梆子唱腔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张燕丽

4634 上海戏剧学院 论文奖 风格与宗派——京剧表演流派属性批判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戏曲艺术（中国

戏曲学院学报）
2011年第4期 张伟品

4635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

业学院
著作奖 独具魅力的中国乡村音乐——黄梅戏评说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黄山书社 2012年10月 李光南

4636 河南大学 论文奖 中原文化与民族戏曲的形成和发展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2年第8期 张大新

4637 华南农业大学 论文奖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戏曲文体批评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徐燕琳

4638 中国音乐学院 著作奖
悲情嘛簧 灯影人生——以敬家班为个案的

环县道情皮影戏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黄虎

4639 天津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天津曲艺说唱现状与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艺术学
天津艺术职业学

院；天津市曲艺
家协会

2012年11月 曹宏凯

4640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 著作奖 晋剧唱腔旋律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三晋出版社 2013年12月 宋立功

4641 上海戏剧学院 著作奖 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年12月 厉震林

4642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著作奖
梨园拉魂第一腔——拉魂腔区域文化特质考

察与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薛雷

4643 广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广西彩调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阙真

4644 云南艺术学院 论文奖
儒家文化及其乐舞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及其

邻国的传播与影响探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载《中日韩传统

雅乐舞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2013年8月 石裕祖

4645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袖舞之来源与历史嬗变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3年第2期 梁宇

第 314 页，共 420 页



4646 河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秧歌文化产业生存空间调查--对河北地区考

察结果的分析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舞蹈 2013年第11期 田丽萍

4647 北京舞蹈学院 著作奖 当代编舞理论与技法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肖苏华

4648 北京舞蹈学院 著作奖 坚守与跨越——舞蹈编导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年12月 吕艺生

4649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散点透视”与研究型大学舞蹈教育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艺术教育 2013年第3期 王熙

4650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国际传播语境下的中国电影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范志忠

4651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东亚电影导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1年2月 黄献文

4652 重庆大学 论文奖
建构中国电影史学史——论历史学视野下的

中国电影史学格局的拓建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当代电影

2012年总第

197期
黄鹏

4653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论文奖
乡土中国创造文化想象的世界奇观——百部

黄飞鸿电影吉尼斯纪录的启示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学术研究 2013年第3期 姚朝文

4654 海南大学 论文奖
权力与市场的博弈：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

陆的电影审查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新闻大学 2012年第4期 张硕果

4655 重庆工商大学 著作奖 联华公司：企业与影片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璠玎

4656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中国电影民俗学导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史博公

4657 同济大学 著作奖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黎小锋

4658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电影的语言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聂欣如

4659 西南大学 论文奖
“介入性”与新世纪以来中国主流电影的嬗

变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1年第10期 段运冬

4660 北京电影学院 论文奖 时代呼唤“文化大片”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北京电影学院学

报
2013年第2期 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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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1 北京电影学院 著作奖
经典电影声音理论中的声音观点辨析——简

析爱因汉姆有关电影声音艺术的理论观点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载《电影声音艺

术与录音技术：
历史、创作与理
论》第2辑

2012年5月 姚国强

4662 天津美术学院 论文奖
巧安排、兴波澜 —— 动画电影中的悬念设

计与运用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电影文学 2012年第15期 王丽莎

4663 渤海大学 著作奖 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民族品性的构成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尹晓丽

4664 上海大学 论文奖
一个概念的熵变：“第六代”电影的生成、

转型与耗散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2年第2期 聂伟

4665 上海大学 著作奖 电影论——对电影学的总体思考（上下册）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学林出版社 2013年10月 蓝凡

4666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奖 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沈义贞

4667 浙江传媒学院 著作奖 视觉隐喻——拉康主体理论与电影凝视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曾胜

4668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断与连续：电影美学的一对基本范畴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年12月 颜纯钧

4669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奖 70年代“新好莱坞”科幻电影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北京电影学院学

报
2012年第2期 刘苗苗

4670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电影声音设计的减法思路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当代电影 2013年第3期 王珏

4671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小城之子”的乡愁书写 ——当代中国小

城镇电影的一种空间叙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11期 孟君

4672 上海大学 著作奖
海上光影——中国早期电影中的上海影像研

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年7月 王艳云

4673 暨南大学 论文奖
华语电影的国际竞争力及其作为核心的文化

逻辑——以北美电影市场为样本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4期 陈林侠

4674 四川美术学院 论文奖 折射的虚无——电影镜像空间的造型魅力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当代电影 2011年第1期 万子菁

4675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创意为王——解析世界著名电影人的成功创

意案例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
2013年4月 潘桦

第 316 页，共 420 页



4676 南开大学 论文奖 中国电影特效发展的环境、矛盾与对策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当代电影 2012年第8期 陈鹏

4677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新时期语图关系流变研究——以小说与电影

为中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学术月刊 2012年第2期 徐巍

4678 南京大学 论文奖 当代西方动漫发展的若干趋势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社会科学 2012年第12期 周安华

467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电视剧叙事艺术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年4月 张智华

4680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电视剧本体美学研究：连续性视角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张国涛

4681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电视剧照明艺术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月 李兴国

4682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中国电视剧理论批评发展流变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年9月 戴清

468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纪录片的道德困境和伦理风险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电视 2012年第8期 刘忠波

4684 太原师范学院 著作奖 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年3月 薛晋文

4685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奖 新媒体装置艺术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马晓翔

4686 北京大学 著作奖 看懂美术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
2013年11月 丁宁

4687 清华大学 著作奖
黄山图：17世纪下半叶山水画中的黄山形象

与观念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年1月 邱才桢

4688 中央美术学院 论文奖 西汉石椁墓与墓葬美术的转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东方考古 2012年第9集 郑岩

4689 中央美术学院 论文奖 汉画阴阳主神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美术研究 2011年第1期 贺西林

4690 中央美术学院 论文奖
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

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
讨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建筑史论汇

刊
2012年第5辑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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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1 中央美术学院 论文奖
学派与体系——从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院

聘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弟子谈起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1年第2期 曹庆晖

4692 中央美术学院 论文奖
明清同性恋题材绘画初探——从两件中央美

术学院藏画出发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美术研究 2012年第4期 邵彦

4693 中央美术学院 著作奖 道教壁画五岳神祇图像谱系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年4月 赵伟

4694 天津大学 著作奖 义成永画店田野调查报告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年11月 王坤

4695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印佛教造像源流与传播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张同标

4696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佛教美术发展史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阮荣春

4697 江南大学 著作奖 武林古版画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3年7月 周亮

4698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浮玉山居:宋元画史演变脉络中的钱选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月 谈生广

4699 武汉理工大学 著作奖 线形象——中国绘画的起源与形成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罗莹

4700 天津美术学院 著作奖 新中国连环画图史（1949-1999）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
2011年6月 刘永胜

4701 天津美术学院 著作奖 二十世纪天津美术史料整理与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天津人民美术出

版社
2011年9月 付晓霞

4702 内蒙古师范大学 著作奖 视觉草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美术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乌力吉

4703 渤海大学 著作奖 斑斓朴厚——卫天霖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12年7月 冯旭

4704 大连大学 著作奖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6月 张景明

4705 上海海事大学 论文奖 犍陀罗弥勒造像持瓶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美术研究 2013年第5辑 刘慧

4706 上海大学 论文奖
疆域的轮廓——佛兰芒地图学派与晚明舆图

交流初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10期 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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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7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奖 王鑑《梦境图》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美术学院出

版社
2013年3月 李安源

4708 中国美术学院 论文奖
Kunstwissenschaft  in China.Some

Remarks on its Reception
论文 英语 艺术学

载《

Germanischen
Nationalmuseum
s》

2013年1月 张坚

4709 安徽师范大学 论文奖 新安画派名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安徽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1年第1期 高飞

4710 景德镇陶瓷学院 著作奖
台湾书画史上的板桥林家“三先生”——吕

世宜、叶化成、谢琯樵之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世界图书出版广

东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 周明聪

4711 广州美术学院 论文奖
宝山辽墓：契丹墓葬艺术中的“国俗”与身

份建构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艺术史研究 2012年第14辑 李清泉

4712 广州美术学院 著作奖 虎头金粟影——维摩诘变相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邹清泉

4713 四川美术学院 论文奖
民国文艺中的“改写经典”现象——从廖冰

兄《猫国春秋》谈起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1年第6期 邹建林

4714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著作奖
“道”的视觉时空——中国道教美术发展研

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年9月 耿纪朋

4715 陕西科技大学 著作奖 陕西绘画史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年3月 张慨

4716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中国绘画理论史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台湾三民书局股

份有限公司
2013年1月 陈传席

4717 中央美术学院 著作奖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潘公凯

4718 中央美术学院 著作奖 造形本源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毕建勋

4719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黑格尔造型艺术美学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2年5月 徐晓庚

4720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中西艺术本源美学与创作感应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郝文杰

4721 天津美术学院 论文奖
现代地理科学思想对“美术地理学”研究应

有的启示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美术 2013年第8期 赵振宇

第 319 页，共 420 页



4722 山西大学 著作奖 花鸟画和题画诗的意象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7月 史宏云

4723 西北民族大学 著作奖 素壁清晖——临夏砖雕艺术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1年5月 牛乐

4724 上海大学 著作奖 建筑十书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陈平

4725 中国美术学院 著作奖 中国传统人物造像写形法则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美术学院出

版社
2011年3月 王赞

4726 山东艺术学院 著作奖 绘画境界生成论——传统画境与现当代实践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张映辉

4727 广州美术学院 论文奖 从书与画的并置看书法与绘画的关系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美术学报（广州

美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2期 吴慧平

4728 四川美术学院 论文奖
从宋徽宗到清高宗——内府鉴藏款印与古书

画的污损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北方美术 2011年第4期 倪志云

4729 四川美术学院 著作奖 锋刃为谁而雪——王林艺术博客录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1年12月 王林

4730 西华师范大学 著作奖 美术文化概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年9月 刘显成

4731 内江师范学院 著作奖
寻找与守望精神家园——中国写意油画的传

统文化解读和当代价值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3年9月 罗凯

4732 西北大学 论文奖 “长安画派”的“笔墨”观及其价值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2年第7期 屈健

4733 西安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

学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年10月 李杰

4734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南画十六观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朱良志

4735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俄罗斯与中国师范美术教育中的素描比较研

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于安东

4736 中央美术学院 著作奖 洋风姑苏版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文物出版社 2012年7月 张烨

4737 天津美术学院 论文奖
浅析陶瓷浮雕创作中陶艺语言的转换——以

天津美术学院壁画系陶艺普修课程为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北方美术 2013年第3期 邹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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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8 淮南师范学院 论文奖
中国当代油画家的群体意识与油画创作风格

演变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南京艺术学院学

报
2013年第1期 芦甲川

4739 云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浮世绘艺术与明清版画的渊源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高云龙

4740 甘肃政法学院 论文奖 张掖大佛寺唐僧师徒取经壁画艺术考释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美术 2013年第10期 冯硕

4741 新疆大学 论文奖 龟兹石窟绘画艺术的现状 论文 维吾尔语 艺术学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维文版）

2011年第1期
阿不来提.马合苏

提

4742 中央美术学院 著作奖 中国佛寺造像技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陈捷

4743 四川美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绝灭动物数字化复原及开发运用工程 研究报告 汉语 艺术学
重庆两江新区市政

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2013年1月 周宗凯

474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艺术博览会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武洪滨

4745 南开大学 著作奖 龙书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高迎进

4746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论文奖 “漓江画派”批评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艺术生活 2012年第3期 范美俊

4747 天津城建大学 论文奖 《闲情偶寄》的设计思想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北方美术（天津

美术学院学报）
2011年第4期 纪伟

4748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奖 中国设计艺术史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李立新

4749 江苏理工学院 著作奖 与万籁鸣同时代的海上时尚设计圈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7月 施茜

4750 景德镇陶瓷学院 著作奖 中国陶瓷设计思想史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周思中

4751 江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从图案到设计—20世纪中国设计艺术史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卢世主

4752 黄河科技学院 著作奖
德国现代设计教育概述--从20世纪至21世纪

初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3年6月 姚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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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3 广州美术学院 著作奖
集美闻名全国——新时期广州美院产学研结

合的设计教育考察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年11月 张幼云

4754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比较视野下的20世纪西北古代工艺美术交流

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2年第7期 王玉芳

4755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中国现代民间手工蜡染工艺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贾京生

4756 南开大学 著作奖 考工记——工匠·功能·风格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9月 吴立行

4757 吉林大学 著作奖 高句丽艺术设计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张葛

4758 天津科技大学 论文奖 中国民间玩具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载《科学发展·惠

及民生——天津市

社会科学界第八届

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集（上）》

2012年12月 张新沂

4759 河西学院 论文奖 裕固族与维吾尔族的配饰艺术比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艺术与设计 2012年第4期 陈文福

4760 新疆艺术学院 著作奖
基于学科建设的区域设计文化研究—以新疆

为例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新疆美术摄影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周云

4761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1年1月 周浩明

4762 江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设计全集.第1卷，建筑类编.人居篇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商务印书馆、海

天出版社
2012年10月 过伟敏

4763 河北北方学院 研究报告奖 冀蒙交汇区域生土民居景观再生策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艺术学
河北省委领导批

示，张家口市人
民政府采纳

2013年7月 胡青宇

4764 石家庄铁道大学 论文奖 返璞归真的美——德国魏玛ILM公园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园林 2012年第7期 马中军

4765 长沙师范学院 著作奖 延伸与衍生——地域建筑室内设计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年8月 安勇

4766 广东工业大学 著作奖 新说潮汕建筑石雕艺术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李绪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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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研究报告奖
西安地铁2号线“人文景观公共艺术”设计

应用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艺术学

西安市地下铁道

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3月 杨豪中

4768 清华大学 研究报告奖
文化产业背景下手工艺产业转型与发展调研

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工美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3年10月 何洁

4769 江南大学 论文奖 Dragon and Phoenix 论文 英语 艺术学
Ceramics

Technical
No.35, 2012 沈雷

4770 山东大学 著作奖 创意产业：文化、技术和商业模式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昝胜锋

4771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当代高温釉下彩陶瓷壁画的表现特色及审美

内涵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7期 王宏

4772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指尖上的艺术——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手工艺

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7月 周莹

4773 山东艺术学院 著作奖
粗瓷杂器——基于民俗文化的淄博近代民窑

陶瓷艺术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年4月 远宏

4774 河南农业大学 论文奖 开封汴绣的艺术特征及发展保护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民族艺术研究 2012年第4期 陈岩

4775 云南艺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云南特色民间工艺产业化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艺术学
云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1-2013 陈劲松

4776 河西学院 论文奖 论裕固族服饰刺绣的艺术表现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通化师范学院学

报
2013年第6期 王萍

4777 中华女子学院 著作奖 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白地黑花瓷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黑龙江美术出版

社
2013年10月 张璇

4778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感旧: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朱天曙

4779 长安大学 著作奖
北朝关中地区的魏碑书法——造像题记视阈

下的“长安书体”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岳红记

4780 天津美术学院 著作奖
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

（上下册）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美术学院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张小庄

4781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奖 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3年1月 薛龙春

4782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奖 阮元书学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荣宝斋出版社 2012年12月 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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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3 集美大学 著作奖 晚明嘉兴项氏法书鉴藏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叶梅

4784 青岛农业大学 著作奖 宋代制度视阈中的书法史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南方出版社 2011年11月 李慧斌

4785 三峡大学 著作奖
楚书法史——中国先秦区域文字书体的发展

与演变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3年10月 王祖龙

4786 暨南大学 著作奖 宋代论书诗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蔡显良

4787 广州美术学院 著作奖 王羲之《十七帖》汇考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1年12月 祁小春

4788 西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郭沫若的书学贡献与书法艺术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书法 2011年第5期 史忠平

4789 西南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书法观念与书风嬗变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6月 曹建

4790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敦煌南朝写本书法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王菡薇

4791 暨南大学 论文奖 笔中有诗——文学因素对黄庭坚书法的影响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11期 陈志平

4792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海派篆刻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荣宝斋出版社 2012年12月 顾琴

4793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著作奖 签好名字走四方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2年6月 任雪浩

4794 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奖
郎静山“集锦摄影”的中国美学——“六法

”失读,谈艺应从“具体艺理”开始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
2013年第5期 刘金龙

4795 汕头大学 论文奖 谈新媒体混沌下图像话语权的博弈与迁徙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汕头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谢琳

4796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创意领导力——创意经理人胜任力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向勇

4797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世界文化产业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熊澄宇

4798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光环境设计学科建设构想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现代传播（中国

传媒大学学报）
2013年第12期 张林

第 324 页，共 420 页



4799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免费开放：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与

创新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3年第1期 胡智锋

4800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赋予城镇化以文化内涵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光明日报
2013年10月16

日
范周

4801 中国传媒大学 研究报告奖 加快发展我国特色文化产业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艺术学
文化部文化产业

司
2012年3月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

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4802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中国动画电影造型意指及其历史演进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1年9月 张启忠

4803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现代女装之源——1920年代中西方女装比较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2年11月 李楠

4804 中央美术学院 著作奖 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11月 王璜生

4805 天津大学 著作奖
纪念性雕塑的主题选择、表现手段及寿命问

题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3月 王鹤

4806 天津大学 著作奖 文化创意和非遗保护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马知遥

4807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和谐造物”设计审美论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6期 孔德明

4808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佛法与皇权的象征——论唐代帝陵神道石柱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李星明

4809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图像与思想的互动——谈跨学科研究中的图

像艺术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2年第1期 邓菲

4810 东南大学 著作奖 民俗艺术学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南京出版社 2013年8月 陶思炎

4811 东南大学 著作奖 艺术策划学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2年12月 倪进

4812 东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艺术批评史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3年10月 凌继尧

4813 东南大学 著作奖 比较艺术学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李倍雷

4814 东南大学 著作奖 汉画四神图像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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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5 江南大学 著作奖 标志设计文化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代福平

4816 厦门大学 著作奖 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学林出版社 2011年11月 黄鸣奋

4817 武汉大学 著作奖 艺术经济学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4月 傅才武

4818 武汉理工大学 论文奖 设计史中视觉图像的政治力量传播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艺术百家 2013年第4期 杨先艺

4819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陶笛是怎样制作的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乐器 2012年第3期 赵洪啸

4820 中南大学 著作奖 城市品牌形象系统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孙湘明

4821 四川大学 著作奖 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陆正兰

4822 西南大学 著作奖 三峡文化与地域环境艺术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西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金科

4823 北京服装学院 著作奖
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汉族编、少数民族

编)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3年8月 刘瑞璞

4824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

学院
著作奖 悲剧意识与文化传统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年7月 胡明伟

4825 天津美术学院 论文奖
为中国弱势群体进行设计—探求中国无障碍

产品设计之路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北方美术（天津

美术学院学报）
2011年第4期 曹祥哲

4826 内蒙古师范大学 著作奖 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研发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谷彦彬

4827 吉林艺术学院 著作奖 二人转九腔十八调的来龙去脉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吉林出版出版有

限责任公司
2012年5月 那炳晨

4828 吉林艺术学院 著作奖 最后一个皮匠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吉林出版出版有

限责任公司
2011年1月 曹保明

4829 吉林艺术学院 著作奖 读书与写作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田子馥

4830 长春建筑学院 论文奖 伪满建国忠灵庙的保护和再利用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科技与企业
2012年12月

（下）
周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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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1 长春建筑学院 论文奖 剪纸艺术形式对室内空间界面设计的启示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吉林建筑工程学

院学报
2011年第3期 宗彦

4832 南京理工大学 著作奖 环境艺术手绘表现史（中外卷）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3年9月 徐伟

4833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奖 中国美术经济史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李向民

4834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言说的艺术:音乐叙事理论导论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3年8月 王旭青

4835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丰子恺评传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年10月 陈星

4836 合肥师范学院 论文奖
基于矫治服刑人员心理的监狱环境色彩设计

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 吴道义

4837 福州大学 著作奖
乌尔姆设计——造物之道（乌尔姆设计学院

1953-1968）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1年10月 王敏

4838 济南大学 论文奖 西方园林游宴活动的图像表现例析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艺术百家 2013年第4期 韩波

4839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幻象的饕餮盛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

费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李辉

4840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研究报告奖
儒家思想对构建山东居民服饰形象新体系的

作用及影响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艺术学

济宁市爱克森服

装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9月 刘乐

4841 河南工业大学 论文奖 当代古典音乐传播的景观式存在辨析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现代传播 2013年第5期 吴文瀚

4842 安阳工学院 论文奖
河南安阳易园景观植物造景中的季相变化研

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云南艺术学院学

报
2012年第1期 暴丽

4843 武汉纺织大学 论文奖 浅析张仃艺术设计思想的本源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设计艺术研究 2013年第5期 彭茹娜

4844 湘南学院 论文奖
校企合作视角下地方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校内

实训基地建设初探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艺海 2013年第11期 王丽娜

4845 湖南工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传统艺术符号十说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1年2月 吴卫

4846 广西艺术学院 著作奖 广西融水苗族服饰的文化生态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美术学院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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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7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濒临消失的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5月 玉时阶

4848 重庆师范大学 论文奖
试论我国艺术教育的新向度——艺术学成为

门类后的艺术教育路径之思考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大学教学 2013年第5期 朱锦秀

4849 重庆工商大学 著作奖 动漫产业与国家软实力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年1月 殷俊

4850 渭南师范学院 著作奖 隐喻艺术思维研究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王炳社

4851 兰州理工大学 论文奖
基于视知觉形式动力理论的动感产品造型设

计方法研究
论文 汉语 艺术学 中国包装 2013年第2期 周爱民

4852 兰州商学院 著作奖
设计伦理研究-基于实践、价值、原则和方

法的设计伦理思考
著作 汉语 艺术学

合肥工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高兴

4853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现代汉语韵律与语法的互动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0月 周韧

4854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蒙太古语法与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以“的

”为例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王欣

485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论元异构现象新探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3年8月 张翼

4856 湖南大学 论文奖 主观化对句法限制的消解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年第3期 刘正光

485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著作奖 项位语法概论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郭纯洁

4858 苏州大学 著作奖
生成语法框架下关系结构的句法与一语习得

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1月 杨彩梅

4859 南昌大学 论文奖
重度-标志对应律:兼论功能动因的语用性落

实和语法性落实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语文 2011年第4期 陆丙甫

4860 浙江大学 论文奖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pular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Semantic
underspecification and pragmatic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Lingua
Volume 121,

Issue
5,April 2011

吴义诚

4861 兰州城市学院 论文奖 杜诗注释史通说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杨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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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2 北京语言大学 论文奖 词义结构的认知基础及释义原则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语文 2012年第2期 施春宏

4863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多视角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邱冰

4864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藏语安多方言语音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西书局 2012年7月 王双成

4865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韩国现代汉字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7月 王平

4866 西南大学 著作奖 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产生与发展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邓章应

4867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西书局 2013年10月 王子杨

486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缅甸语汉语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汪大年

4869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语言之社会规范说与自然说--索绪尔与海德

格尔语言观对比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叶起昌

4870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A Realization Optimality Theory

approach to blocking and extended
morphological exponence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ume 47,

Issue 03,
november

2011

徐政

4871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上海手语的音节结构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特殊教育 2011年第10期 张吉生

4872 上海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3年4月 束定芳

4873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普通语言学手稿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于秀英

4874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汉语历层研究纲要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郭攀

4875 中山大学 著作奖 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2年12月 黄国文

4876 渤海大学 论文奖 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特色探讨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编辑之友 2012年第5期 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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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7 西安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认知隐喻学多维跨域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孙毅

4878 北京大学 论文奖

On Several Principles in

Reconstructing a Proto-language：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nes and Pre-
initials*h-and*?-of Proto-Yi
Linguistics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Journal of

Chinese

Volume 39,

NUMBER
2,2011

陈保亚

487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汉藏语言比较的方法与实践——汉、白、彝

语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汪锋

4880 南京大学 论文奖
语言识别的语言学标准是什么？——有关“

语言关系”问题的讨论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云南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4期 徐世梁

4881 厦门大学 论文奖 从身体部位名称看客畲的认知模型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JOURA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13年第2期 邓晓华

4882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超级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理论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李艳

4883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论文奖

The Evolution of Basic Color Terms in

China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39,

NUMBER
1,JANUARY

2011

吴建设

4884 安庆师范学院 著作奖 释小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黄山书社 2011年11月 石云孙

4885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论文奖 藏缅语“有/在”类存在动词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民族语文 2011年第3期 余成林

4886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汉日同形词意义用法的对比方法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年第4期 施建军

4887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名词短语的可及性与关系化——一项类型学

视野下的英汉对比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年第5期 许余龙

4888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著作奖 英语和法语语法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外文出版社 2013年2月 孙承荣

4889 延边大学 著作奖 韩国语助词语尾词典（1）韩中双语 著作 韩汉 语言学
黑龙江朝鲜民族

出版社
2013年11月 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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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0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从居住样式角度考察日本文化在语言运用中

的体现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黑龙江教育学院

学报
2012年第4期 高芃

4891 南京邮电大学 著作奖 致使结构的汉英对比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李炯英

4892 安徽新华学院 著作奖 汉日熟语对译词典 著作 汉日 语言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蒋康众

4893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

院
论文奖 俄汉语句逻辑语义内涵凸显的元语言变异 论文 俄语 语言学 外语学刊 2012年第3期 陈国亭

4894 西安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移动与空间——汉日对比研究 著作 日语 语言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徐靖

4895 伊犁师范学院 著作奖 汉哈词汇对比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12月 武金峰

4896 北京语言大学 论文奖 论同声传译研究方法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翻译 2013年第1期 许明

4897 西安工业大学 著作奖 成都客家话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郄远春

4898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中国英语变体的功能研究 著作 英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胡晓丽

4899 南开大学 论文奖 重庆方言单字调的共时变异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ume 14,

Number 5,
2013

梁磊

4900 上海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社会语言学与现代俄语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赵蓉晖

4901 山东大学 著作奖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称谓分期研究

——社会语言学新探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孙剑艺

4902 南阳理工学院 著作奖 汉语熟语的文化认知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大象出版社 2012年8月 王岩

4903 青海民族大学 著作奖 青海方言俗语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语文出版社 2013年8月 谷晓恒

4904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试论Hawkins的领域最小化理论于汉语关系

从句加工之意义及潜在问题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国语 2011年第1期 吴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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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5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Relative clause processing in

Mandarin: Evidence from the maze task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2012年第4期 乔晓妹

490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Brain Networks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Learning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PLOS ONE 31-Aug-12 杨静

490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英语数字素养评价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张薇

490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发展--四年

五校跟踪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8月 高一虹

4909 清华大学 论文奖
通用英语教学转向学术英语教学的探索--清

华大学公外本科生英语教学改革设想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研究 2011年第5期 张为民

4910 北京邮电大学 著作奖 汉语口语问答句衔接语模式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1年6月 孙雁雁

4911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语用规则与跨文化语用失误——汉语第二语

言言语行为语用失误原因及对策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黄晓琴

4912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德语语言大纲》（Profile Deutsch）述

评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年第1期 姚燕

4913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日语精读教材的历时性研究——以建国后北

京大学编写的基础阶段教材为例
著作 日语 语言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10月 李友敏

491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认知心理视域下的英语课堂反馈研究 著作 英语 语言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杨颖莉

4915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认知功能教学法”人称回指教学实验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世界汉语教学 2013年第4期 邵菁

4916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Measuring authorial voice strength in

L2 argumentative wri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nalytic rubric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Language

Testing

April 2013

Vol.30 No.2

赵冠芳（Cecilia

Guanfang Zhao）

4917 上海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我国外语学科研究生学术能力发展：问题与

对策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王雪梅

4918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从预言性语言的产出看“认知假设”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现代外语 2013年第3期 刘东虹

4919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英语教师的教学信念：构成与特征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年12月 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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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0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对外汉语可视化教学方法论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郑世珏

4921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一版多本”与海外教材的本土化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世界汉语教学 2013年第2期 周小兵

4922 西南大学 著作奖

Reflection,Change,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Toward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Centred on
Reflective Teaching Practice for EF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著作 英语 语言学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年8月 蒋宇红

4923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个性化英语视听自我诊断指导模式构建及系

统研发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 2012年第5期 马晓梅

4924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评价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界 2011年第6期 郭继荣

4925 北京物资学院 著作奖
中国学生英语理解能力量表的构建及验证研

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5月 王淑花

4926 河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歧义容忍度研究50年多维回顾与思考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界 2012年第2期 张素敏

4927 渤海大学 论文奖 提升孔子学院汉语国际教育水平的思考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年第3期 刘吉艳

4928 大连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the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for English
Majors in the Chinese Content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Vol.34,No.3,

July 2011
常俊跃

4929 东北石油大学 著作奖 大学外语教学探索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黑龙江大学出版

社
2013年6月 王钢

4930 哈尔滨工程大学 著作奖
THE TEACHING OF CVLTUR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著作 英语 语言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出版社
2011年12月 姜波

4931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外语磨蚀的影响因素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2年1月 倪传斌

4932 南昌大学 论文奖 大学英语教学环境中依托式教学实证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学报
2011年第1期 袁平华

4933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英语学习者课堂环境下形态意识的发展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现代外语 2013年第4期 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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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4 山东财经大学 著作奖
DEVELOPMENTAL FEATURES OF LEXICAL

RICHNESS IN ENGLISH WRITINGS BY
CHINESE EFL STUDENTS

著作 英语 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朱慧敏

4935 河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学习者英语硕士论文中的转述动词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学报
2011年第5期 娄宝翠

4936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奖
Text Memoris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著作 英语 语言学 PETER LANG 2012年1月 喻霞

4937 贵州大学 著作奖
METACOGNITIVE STRATGY TRAINING AND

CHINESE EFL STUDENFS' ACADEMIC
READING COMPREHENSION

著作 英语 语言学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张炼

4938 新疆大学 著作奖 维吾尔民族汉语习得偏误分析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夏迪娅·伊布拉音

4939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刘丽艳

4940 浙江大学 论文奖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historico-
intercultural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its discourse of human rights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11,2012 施旭

4941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法庭话语权力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吕万英

4942 湖北文理学院 著作奖 通感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西南交通大学 2013年8月 高志明

494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Discourse and marke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genre of
advertisements for academic posts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Discourse and

Society

May 2012,

Vol.23 No.3
熊涛

494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The gate of the gateway: A hypermodal

approach to university homepages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Semiotica

Volume 2012,

Issue 190
(Jun 2012)

张艺琼

4945 南开大学 著作奖 语调格局---实验语言学的奠基石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2月 石锋

4946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基于动态流通语料库的新词语监测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1年9月 刘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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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7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先秦文献信息处理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3年1月 陈小荷

4948 暨南大学 论文奖
海外华语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及华语多媒体语

言资源库建设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言文字应用 2012年第4期 刘华

4949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语料库翻译学探索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王克非

4950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翻译伦理学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1月 彭萍

4951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中国无声电影翻译研究（1905-1949）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 2013年11月 金海娜

4952 厦门大学 著作奖 英汉翻译写作学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有限公司
2012年10月 杨士焯

4953 中国海洋大学 著作奖 中国翻译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滕梅

4954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文学翻译规范的现代变迁——从《小说月报

》（1921-1931）论商务印书馆翻译文学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2年8月 李建梅

4955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以《达芬奇密

码》中英文本比较研究为例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7月 邵璐

4956 中北大学 论文奖 建构主义视阈下的翻译教学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界 2013年第6期 黄远鹏

4957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零翻译类型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学刊 2013年第3期 李家春

4958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应用翻译学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年5月 黄忠廉

4959 华东政法大学 著作奖
从词典出发：法律术语译名统一与规范化的

翻译史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屈文生

4960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奖
The Principles and Tactics on

Diplomatic Translation:A Chinese
Perspective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Babel
Volume 58

,No1 2012
杨明星

4961 西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哲学的改造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3年12月 陈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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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2 西安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党争胜

4963 北京语言大学 论文奖 简单共现趋向结构与远距离认知位移事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汉语学习 2013年第4期 郭晓麟

4964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汉语口语测试任务难度影响因素探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聂丹

4965 中国传媒大学 论文奖 “播新闻”与“说新闻”语体比较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年第1期 刘艳春

496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立

项热点及分布分析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年第5期 王立非

4967 南开大学 著作奖 产业生态学汉英词汇 著作 英语 语言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5月 韩丽娜

4968 吉林大学 著作奖 汉朝语动词性结构对比与偏误分析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1月 黄玉花

4969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大学英语教学路在何方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蔡基刚

4970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30年（1978-

2008）回顾与反思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年2月 魏向清

4971 华中农业大学 论文奖
致力于建立国家语言资源和人才储备库--二

战后美国联邦政府高校外语教育政策述评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年第4期 龚献静

4972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Structural Priming and L2 Learning of

Grammar Constructions: Evidence From
L2 Production of English Dative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著作 英语 语言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王敏

4973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句子生成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3年3月 孟霞

4974 北方工业大学 论文奖 再论隐喻能力的定义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 2012年第5期 袁凤识

4975 南京工业大学 论文奖
英语学习者词汇复杂度三种测量方法对比研

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学报
2013年第5期 陆芸

4976 扬州大学 著作奖 汉语移动域框架语义分析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6月 周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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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7 合肥师范学院 论文奖
“国培计划”背景下的中学英语教师专业发

展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山东师范大学外

国语学院学报
（基础英语教
育）

2013年第2期 王勤梅

4978 福建江夏学院 著作奖 视域嬗替的语言镜像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郑竹群

4979 山东工商学院 论文奖
英语名物化结构的语篇功能分析-以国际贸

易销售合同为例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现代外语 2011年第2期 徐新宇

4980 郑州大学 著作奖 朝鲜时代汉字学文献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9月 黄卓明

4981 新乡学院 研究报告奖
中原城市群城市化进程中公民语言能力问题

及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语言学

教育部语言文字

应用管理司采纳
2013年5月

中原城市群城市化

进程中公民语言能
力问题及对策研究

项目组

4982 湘南学院 著作奖
走进字谜的艺术宫殿--汉字修辞视野下的字

谜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曹石珠

4983 湖南警察学院 著作奖 谎言的识别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9月 羊芙葳

498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The I don't know option in the

vocabulary size test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TESOL

Quarterly

Volume 47,

Issue 4,
December

2013

张宪

498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Partial dictation as a measure of EFL

listening proficiency: Evidence from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Language

Testing

Volume 30,

Issue 2, Apr
2013

蔡宏文

498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著作奖
基于用户认知视角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释义

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1月 章宜华

4987 四川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内向型汉英学习词典多维释义模式的构建：

基于心理动词的词典学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胡文飞

4988 湖北工程学院 著作奖 现代汉语属性名词语义特征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许艳平

4989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历史比较法与汉语方言语音比较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言科学 2013年第5期 陈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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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0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游汝杰

4991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吴方言比较韵母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8月 郑伟

4992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汉语方言分区的理论与实践——以江淮官话

与吴语的分区为例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1年1月 顾黔

4993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2月 邢向东

4994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白河方言调查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月 柯西钢

4995 河北大学 论文奖 甘青河湟方言名词的格范畴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语文 2013年第4期 张安生

4996 山西大学 论文奖
“支微入鱼”的演变模式及其在晋方言中的

表现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言科学 2011年第6期 王为民

4997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的语音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8月 谢荣娥

4998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戴黎刚

4999 集美大学 论文奖 闽台闽南方言的反复问句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方言 2011年第2期 陈曼君

5000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福州话韵母系统的生成音系学分析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言学论丛（第

四十七辑）
2013年6月 陈泽平

5001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3月 董绍克

5002 洛阳理工学院 著作奖 扬雄《方言》用字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8月 王彩琴

5003 黄冈师范学院 著作奖 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陈淑梅

5004 华侨大学 著作奖
明弦之音——明刊闽南方言戏文中的语言研

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王建设

5005 宝鸡文理学院 著作奖 陕南客伙话语音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郭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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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6 渭南师范学院 著作奖 渭北（铜川地区）方言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 丁德科

5007 南开大学 著作奖 汉语语音新探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冉启斌

5008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镇江方言声调音系过程的管辖音系学解释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方言 2011年第1期 贺俊杰

5009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9月 李子君

5010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宋代四川语音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刘晓南

5011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白于蓝

5012 厦门大学 著作奖 日本汉语音韵学史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2月 李无未

5013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2年9月 宗福邦

5014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明清曲韵书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陈宁

5015 四川大学 著作奖 集韵校本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年12月 赵振铎

5016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蒋藏本《唐韵》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徐朝东

5017 温州大学 著作奖 上古音略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黄山书社 2013年9月 金理新

5018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语音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3年3月 蒋冀骋

5019 华侨大学 著作奖 朱熹《诗》韵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3月 陈鸿儒

502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论文奖 客家话覃谈有别的存古层次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言科学 2013年第3期 严修鸿

5021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著作奖
《昭明文选》音注研究——以李善音注为中

心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巴蜀书社 2013年8月 李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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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2 吉林大学 论文奖 清抄本《五音通韵》的语音意识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秦曰龙

5023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释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6月 袁毓林

5024 北京大学 著作奖 现代汉语离合词离析形式功能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王海峰

5025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轻动词、事件与汉语中的宾语强迫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语文 2011年第3期 宋作艳

5026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是”字结构的句法语义研究——汉语语义

性特点的一个视角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张和友

5027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两汉语法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8月 魏兆惠

5028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汉语名词、动词交融模式的历史形成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语文 2012年第1期 吴长安

5029 南京大学 论文奖 作格动词的性质和作格结构的构造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世界汉语教学 2012年第3期 沈阳

5030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从语义到语法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彭利贞

5031 武汉大学 论文奖 配对型“也好”源流考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语文 2012年第1期 卢烈红

5032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汉语复句句序和焦点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3年5月 朱斌

5033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自然口语中的关联标记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姚双云

5034 齐齐哈尔大学 著作奖 现代汉语实词句法功能不对称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
2012年12月 王晶

5035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代汉语体貌系统的二元分析：动貌和视点

体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李明晶

5036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汉语短语语义语用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张先亮

5037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8月 傅惠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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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8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代汉语形容词与形名粘合结构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陈青松

5039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专题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巴蜀书社 2013年6月 崔山佳

5040 曲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从山东北部方言看定语标记的类型与演变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3年第1期 唐雪凝

5041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著作奖 汉语方言复数标记系统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彭晓辉

5042 暨南大学 著作奖 现代汉语形名组合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赵春利

5043 暨南大学 著作奖 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6月 邵敬敏

5044 北京交通大学 著作奖 现代汉语转类词研究——语料库视角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司显柱

5045 复旦大学 著作奖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论考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张小艳

5046 厦门大学 著作奖 现代汉语分类词典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月 苏新春

5047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汉语词汇认知·文化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2月 周光庆

5048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十三经辞典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迟铎

5049 兰州大学 著作奖 敦煌愿文词汇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5月 敏春芳

5050 兰州大学 著作奖 敦煌契约文书语言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陈晓强

5051 山西大学 著作奖 汉语常用动词历时与共时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白云

5052 内蒙古师范大学 著作奖 《尔雅》同义词考论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2年7月 王建莉

5053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巴蜀书社 2012年6月 王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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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4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朱子语类》词汇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3月 徐时仪

5055 华东政法大学 著作奖 《方言》与扬雄词汇学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8月 王智群

5056 扬州大学 著作奖 今文《尚书》词汇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钱宗武

5057 淮海工学院 著作奖 宋代笔记词语研究与《汉语大词典》商补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矿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王恩建

5058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从《老乞大》诸版本看14至18世纪汉语“儿

”尾的发展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古汉语研究 2012年第1期 陈长书

5059 鲁东大学 著作奖 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王东海

5060 临沂大学 著作奖 《汉语大词典》疏误与修订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曲文军

5061 湘潭大学 著作奖 《汉语大词典》札记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 马固钢

5062 西华师范大学 著作奖 当代汉语新词新语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2月 杨小平

5063 红河学院 著作奖 汉语人称代词考论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3月 陈翠珠

5064 南开大学 著作奖 训诂方法新探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4月 杨琳

5065 复旦大学 论文奖 谈“一沐三捉发”的“捉”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刘钊

5066 东华大学 著作奖 上博战国楚竹书（一）文字考辨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齐鲁书社 2013年12月 吴建伟

5067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六书故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2年6月 党怀兴

5068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奖

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佚和

疑伪经为中心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4月 于淑健

5069 安庆师范学院 论文奖 明清徽州契约文书疑难词语考释十则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农史 2011年第4期 储小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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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0 湖北大学 著作奖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1年12月 杜朝晖

5071 长江师范学院 著作奖 《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杨雅丽

5072 福建师范大学 著作奖
广义修辞学演讲录——人是语言的动物，更

是修辞的动物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12月 谭学纯

5073 河南科技学院 著作奖 语境 语义与修辞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3年6月 刘明

5074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通用规范汉字表》（报送稿）咨询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语言学
教育部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1年5月

《通用规范汉字表

》（报送稿）研制
组

5075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汉字过渡性形体价值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古汉语研究 2013年第3期 臧克和

5076 西南大学 著作奖 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6月 毛远明

5077 河北大学 著作奖 疑难字续考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1年4月 杨宝忠

5078 苏州大学 著作奖 集篆古文韵海校补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月 丁治民

5079 海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谈谈大型辞书异体字注音的对应问题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辞书研究 2013年第5期 阳利平

508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

本）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1月 董秀芳

5081 清华大学 著作奖 明清域外官话文献语言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张美兰

5082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张赪

508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上古汉语“诚”、“果”语气副词用法的形

成与发展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语文 2011年第3期 谷峰

5084 复旦大学 著作奖 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线装书局 2012年12月 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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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5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六朝”毛诗"异文所见经师传承与历史层次

——以陆德明《毛诗音义》为例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载《出土材料与

新视野》（第四
届国际汉学会议
论文集）

2013年9月 虞万里

5086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句中虚词“与”及其相关句型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文研究 2011年第1期 潘玉坤

5087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偏旁视角的先秦形声字发展定量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言科学 2012年第1期 刘志基

5088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新金文编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作家出版社 2011年10月 董莲池

5089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奖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测度问句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矿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李素琴

5090 浙江大学 论文奖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转移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语文 2011年第6期 史文磊

5091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 方一新

5092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1年6月 汪维辉

5093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曾侯乙墓竹简释文补正暨车马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肖圣中

5094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唐五代佛典音义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1年3月 黄仁瑄

5095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1月 俞理明

5096 沈阳大学 著作奖 汉语词汇的生成与演化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4月 陈宝勤

5097 泰州学院 著作奖 王梵志诗词汇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曹翔

5098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敦煌写本文献学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年12月 张涌泉

5099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初学记》引经考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李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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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奖 复数标记“们”的来源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言学论丛 2011年第44辑 汪化云

5101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奖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卢巧琴

5102 江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先秦至唐五代语气词的衍生与演变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李小军

5103 济南大学 著作奖 居延汉简虚词通释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华书局 2012年6月 张国艳

5104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汉语史研究中的类型学和信息化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9期 唐贤清

5105 华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张玉金

5106 西华师范大学 著作奖 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薄守生

5107 中华女子学院 著作奖 《碛砂藏》随函音义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谭翠

510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基于单字的现代汉语词法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9月 王洪君

510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汉字学新论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李运富

5110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扬雄《方言》校释论稿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8月 华学诚

5111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出土文献（第四

辑）
2013年12月 裘锡圭

5112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八”“水”通作考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语言研究 2011年第2期 程邦雄

5113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陈斯鹏

5114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甲骨拼合续集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学苑出版社 2011年12月 黄天树

511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著作奖 现代汉语羡余现象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潘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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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 宿迁学院 著作奖 网络变异语言现象的认知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吉益民

5117 安徽大学 著作奖 上博楚简文字声系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徐在国

5118 四川农业大学 论文奖
Reconstruction gender ideologies of

English loanwords in Chinese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Volume 33,

Issue 3,
July 2013

夏新蓉

5119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著作奖 蒙古文字结构研究（蒙古文） 著作 蒙古语 语言学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年5月 王桂荣

5120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著作奖 蒙古语言的语法化过程与机制（蒙古文） 著作 蒙古语 语言学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年7月 套格敦白乙拉

512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藏语方言调查表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1月 孔江平

5122 西藏大学 著作奖 藏语词汇学概论（藏文） 著作 藏语 语言学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1年3月 邓戈

5123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维吾尔语词汇学与研究（维吾尔文） 著作 维吾尔语 语言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4月
阿布都鲁甫·甫拉

提·塔克拉玛干尼

5124 新疆农业大学 著作奖 现代维吾尔语情状类型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卡依沙尔.艾合买

提

5125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彝族古歌精译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6月 沙马拉毅

5126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

学院
论文奖 彝语派生名词构词法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民族语文 2012年第3期 马辉

5127 西南交通大学 著作奖 贵琼语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7月 宋伶俐

5128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彝藏地区民汉双语应用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12月 马锦卫

5129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论文奖 来语的系属问题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民族语文 2012年第1期 符昌忠

51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中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2年12月 文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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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英语介词学习与概念迁移——以常用介词搭

配与类联接为例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年第4期 张会平

5132 南京农业大学 论文奖
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我国外语教育的若干问

题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外语 2013年第2期 王银泉

5133 浙江大学 论文奖
Noun Distribution in Natural

Languages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Pozna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Volume 49,

Issue 4, Dec
2013

梁君英

5134 兰州大学 著作奖 英语词汇习得策略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李宗宏

5135 辽宁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认知语言学对译者认知不足与认知过度的

解释力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年第2期 陈吉荣

513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著作奖 词语学要义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1年11月 卫乃兴

513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著作奖 《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巫和雄

5138 西北工业大学 论文奖 自然语义元语言的理论基础及研究前景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学刊 2012年第4期 蒲冬梅

513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著作奖 英汉·汉英世界贸易组织术语词典 著作 汉英 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1年1月 叶兴国

5140 曲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社会认知修辞学：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1年6月 鞠玉梅

5141 河南农业大学 著作奖
试论中庸诗歌翻译观的构建——以王维诗歌

英译为例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3年8月 张俊杰

514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著作奖 口译研究的生态学途径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陈圣白

514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著作奖 口译研究方法论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2年12月 仲伟合

5144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论文奖 城市公示语翻译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时代文学
2011年10 下

半月
关越

5145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Recht ist Streit". Eine

rechtslinguistische Analyse des
Sprachverhaltens in der deutschen
Rechtsprechung

著作 德语 语言学 De Gruyter 2011年9月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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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6 同济大学 论文奖

Wandel der Textsorte, Wandel der

Kultur. Kontrastive Analyse und
diachronischer Verzleich deutscher
und chinesischer wissenschaftlicher
Rezensionen

论文 德语 语言学

Zeitschrift

fur
Literaturwisse
nschaft und
Linguistik

Marz 2013

Heft 169
Jahrgang

赵劲

5147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俄汉语义范畴的多维研究——空间和时间范

畴之对比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姜宏

5148 浙江大学 论文奖 俄语名词句法特征的计量研究（俄语） 论文 俄语 语言学
《莫斯科大学学报

》（语文学版）
2013年第5期 王永

5149 辽宁大学 著作奖 文本意义的诠释与翻译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1年6月 谢云才

5150 大连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现代俄语功能语法概论 著作 俄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1年8月 孙玉华

5151 大连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俄语语言与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2年11月 刘宏

5152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意向语义与情态意义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国语 2012年第5期 孙淑芳

5153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俄语计算机术语的语义现象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俄语教学 2012年第1期 陈雪

5154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俄罗斯语义学—理论与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张家骅

5155 苏州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俄罗斯语言学遗产：理论、方法及流

派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赵爱国

5156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9月 潘钧

5157 青岛大学 著作奖 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3月 洪仁善

5158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学翻译基本问题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袁筱一

5159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学术论文摘要的目的连贯模式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学刊 2013年第1期 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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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0 大连海事大学 著作奖 日英汉航运大辞典 著作 日英汉 语言学
大连海事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朱丽颖

5161 长江师范学院 论文奖
翻译辨析：“Hallucinatory Realism”与

“魔幻现实主义”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翻译 2013年第3期 赵国月

5162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杜登德汉大词典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赵登荣

5163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包山楚墓文字全编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李守奎

5164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西方语言学史——从苏格拉底到乔姆斯基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1年8月 姚小平

516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语言与高层转喻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陈香兰

516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中德语言学交流史稿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2年10月 冯晓虎

5167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三晋文字编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作家出版社 2013年10月 汤志彪

5168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显性施为式“我+言说动词”的构式分析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现代外语 2011年第2期 吴剑锋

5169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语料库翻译学概论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胡开宝

5170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入门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都建颖

5171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词汇化与语言演变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5月 罗耀华

5172 中南大学 著作奖 科技翻译能力拓展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1年10月 范武邱

5173 西南大学 著作奖 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杜世洪

5174 天津工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林语堂英文著译

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海洋大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冯智强

5175 河北大学 著作奖 楷书部件演变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线装书局 2012年12月 梁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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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6 河北工程大学 著作奖 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杨英法

5177 河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Tibetan Gnomic Vers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著作 英语 语言学 长春出版社 2013年1月 李正栓

5178 沈阳师范大学 著作奖 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8月 张宜

5179 南京理工大学 著作奖 词典的原型释义模型建构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2月 杨蔚

5180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语言生态学引论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冯广艺

518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著作奖 语言具身认知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许先文

5182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奖 汉语话题句中语迹的神经机制研究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6期 杨亦鸣

5183 扬州大学 著作奖 《读书杂志》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张其昀

5184 集美大学 论文奖

Utterance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 discourse-pragmatic
study on pragmatic markers in English
public speeches

论文 英语 语言学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ume 43,

Issue 11,
September

2011

韩东红

5185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学翻译主体性范畴之“主-客体互动性”

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杨洁

5186 四川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因果构式的运作机理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廖巧云

5187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巴蜀牌坊铭文研究 著作 汉语 语言学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3年12月 黄尚军

5188 青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语言作为民族性格载体的途径分析 论文 汉语 语言学 外语学刊 2012年第2期 赵荣

5189 成都中医药大学 研究报告奖 四川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战略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管理学
四川省人民政府

决策咨询委员会
办公室

2012年4月 梁繁荣

5190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

（第二版）
著作 汉语 哲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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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1 吉林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孙正聿

5192 吉林大学 著作奖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贺来

5193 东南大学 著作奖
意义批判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的存在论

阐释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高广旭

5194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发展实践论：实践哲学视域的现代社会发展

观
著作 汉语 哲学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3年4月 雷龙乾

5195 佳木斯大学 著作奖
辩证法的和谐诉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

论的当代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吕翠微

5196 广东医学院 论文奖
意识形态嵌入与认知合理性生成——以阿尔

都塞悖论为考察起点
论文 汉语 哲学 思想战线 2012年第4期 马俊领

5197 广州大学 著作奖 媒介认识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2月 胡潇

5198 贵阳学院 著作奖 实践规律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龚振黔

519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丰子义

5200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6期 马俊峰

5201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论历史事实·

历史现象·历史规律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陈先达

520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张文喜

5203 北京化工大学 论文奖 论风险观念的价值哲学基础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2月 崔伟奇

5204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The Core Issue of Values and the

Prepositional Criticism of the Answer
论文 英语 哲学

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Volemu 41

Number-2 May
2013

吴向东

5205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变革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4期 李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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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6 吉林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8期 张盾

5207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2期 庞立生

5208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复杂现代性”框架下的核心价值构建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7期 冯平

5209 复旦大学 著作奖
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

当代解读
著作 汉语 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孙承叔

5210 复旦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吴晓明

521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被遮蔽的马克思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俞吾金

5212 武汉大学 论文奖
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及其对毛泽东的影

响——兼谈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7期 赵士发

5213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构 著作 汉语 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月 王晓升

5214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历史观新探 著作 汉语 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杨丽珍

5215 中山大学 著作奖 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 著作 汉语 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刘森林

5216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研究：当代

“公共哲学”的理论视角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袁祖社

5217 兰州大学 论文奖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超越虚无主义？——从海

德格尔对马克思的一个论断谈起
论文 汉语 哲学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

2011年第1期 刘贵祥

5218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陈新夏

5219 吉林农业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理论的批判与超

越
论文 汉语 哲学 理论月刊 2011年第11期 于微

5220 南京财经大学 论文奖
在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历史唯物主义向

“生活世界”的回归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12期 梅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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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武汉轻工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哲学批判维度 论文 汉语 哲学 江汉论坛 2012年第6期 胡沫

5222 昆明理工大学 论文奖 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范式跃迁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11期 白利鹏

5223 西安理工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的总体生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侯彦峰

5224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巴黎手稿》中的“社会”概念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9期 戴劲

5225 复旦大学 著作奖
激进政治的兴起——马克思早期政治与法哲

学批判手稿的当代解读
著作 汉语 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邹诗鹏

5226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资本论》的理论空间与哲学性质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0期 卜祥记

5227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 著作 汉语 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胡大平

5228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中下） 著作 汉语 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 张异宾（张一兵）

5229 武汉大学 论文奖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7期 汪信砚

5230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朱传棨

5231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政治意识过滤——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西方意

识形态对人压抑控制机制的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应国良

5232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关于马克思人的本质问题的再思考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动态 2011年第8期 张奎良

5233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 论文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
2011年第1期 胡敏中

5234 华北电力大学 著作奖
天地君亲师的命运——从文化哲学视野看中

国人的终极关怀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书店 2013年11月 蔡利民

5235 大连理工大学 著作奖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洪晓楠

5236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货币与个人交往的偶然性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动态 2012年第3期 范宝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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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7 武汉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陶德麟

5238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身体、城市及全球化：哈维对解放政治的空

间构想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4期 董慧

5239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欧阳康

5240 西南交通大学 论文奖 阿多诺对基础本体论的社会批评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7期 杨顺利

5241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从《提纲》看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一种理

解马克思哲学观的新视角
论文 汉语 哲学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 马文保

5242 北京工商大学 著作奖 空间 记忆 转型——哲学视域中的松辽文化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田建华

5243 山西大学 论文奖
语言分析并非游戏——关于科琴确立马克思

实践哲学核心地位的几点思考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9期 管晓刚

5244 山西大学 著作奖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2月 乔瑞金

5245 内蒙古民族大学 著作奖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
2011年4月 包桂芹

5246 辽宁大学 论文奖 改革开放与辩证精神的回归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郭忠义

5247 辽宁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代性视域中的风险与发展 著作 汉语 哲学
辽宁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任春雷

5248 沈阳大学 著作奖 告别中的反思——苏联教科书哲学探源 著作 汉语 哲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张旭

5249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文化哲学范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论文 汉语 哲学 求是学刊 2011年第5期 陈树林

5250 上海大学 著作奖 自我评价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陈新汉

5251 南京邮电大学 著作奖
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关于“中国问题”的一

种分析框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汪业周

5252 湖州师范学院 著作奖 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王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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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3 闽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世界境界哲学——中国梦的世界境界及其实

现
著作 汉语 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李晓元

5254 洛阳师范学院 论文奖
回归中的重构：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正义论的

解读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动态 2011年第5期 曹玉涛

5255 华侨大学 论文奖
存在论哲学的两个向度：马克思与海德格尔

自由观比较研究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李志强

5256 昆明理工大学 著作奖
理性之光——论发展的合理性及西部地区合

理发展
著作 汉语 哲学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樊勇

5257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马俊峰

5258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深层生成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鲁品越

5259 重庆大学 著作奖 广义超元论与人类的世界 著作 汉语 哲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何跃

5260 内蒙古大学 论文奖 生态文明的理论之维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学报
2011年第6期 赵东海

5261 中央财经大学 著作奖 科学与哲学讲演录 著作 汉语 哲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5月 庞晓光

5262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认知视野中的情感依赖与理性、推理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8期 费多益

5263 南开大学 著作奖
捍卫科学理性形象——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知

识社会学的批判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王阳

5264 吉林大学 著作奖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评析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李海峰

5265 浙江大学 论文奖 觉知及其反身性结构——论意识的现象本性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4期 李恒威

5266 山西大学 论文奖 心理学解释的层次与衔接问题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8期 王姝彦

5267 中南民族大学 论文奖 基于广义科学哲学的中医本性新解读 论文 汉语 哲学 医学与哲学 2012年第2A期 赵伟

5268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多元方法论--对传统方法论的批判与解构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张之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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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9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技术困境及其超越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王伯鲁

5270 清华大学 著作奖
技术与现代性研究——技术哲学发展的“相

互建构论”诠释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张成岗

5271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奖 纳米技术：从可能性到可行性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8期 王国豫

5272 东北大学 论文奖 文明进步中的技术使用问题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2期 陈凡

5273 东北大学 论文奖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政策与制度的改进—以专

利侵权的过错类型为依据
论文 汉语 哲学 科学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毛牧然

5274 南京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技术哲学元问题研究

的价值
论文 汉语 哲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11期 肖玲

5275 燕山大学 论文奖
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问题研

究
论文 汉语 哲学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年第2期 万长松

5276 沈阳药科大学 著作奖 药学哲学 著作 汉语 哲学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赵迎欢

5277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论文奖 技术价值观中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冲突 论文 汉语 哲学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3年第11期 朱凤青

5278 滁州学院 论文奖 高技术知识存在和演化方式 论文 汉语 哲学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年第5期 陶迎春

527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李建会

5280 中国政法大学 论文奖 从经典系统论到现代系统论 论文 汉语 哲学 系统科学学报 2011年第3期 常绍舜

528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

工智能科学的对话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徐英瑾

5282 武汉大学 著作奖 量子理论的观念之争和认识论发展 著作 汉语 哲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宏芳

5283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量子信息哲学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9月 吴国林

5284 山西大学 论文奖 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视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 贺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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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5 聊城大学 论文奖 德雷福斯的“无表征智能”及其挑战 论文 汉语 哲学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2年第6期 孟伟

5286 吉林大学 著作奖 科技哲思——科技异化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李桂花

5287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奖 Reforming China's S&T System 论文 英语 哲学 Science

Science 2

August 2013
Vol.341
no.6145

李侠

5288 山东大学 著作奖
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

为中心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马来平

5289 武汉理工大学 著作奖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 著作 汉语 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10月 杨怀中

5290 洛阳师范学院 论文奖 自由、德性和正义：工程伦理的三重维度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9期 张铃

5291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著作奖 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肖峰

5292 北京大学 著作奖 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王中江

5293 清华大学 论文奖
《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

—以北大汉简《老子》的问世为契机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4期 曹峰

5294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由《要》

与《诸子略》对读论儒之超越巫史
论文 汉语 哲学 文史哲 2013年第5期 李若晖

5295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 著作 汉语 哲学
台湾大学出版中

心
2011年6月 林宏星

5296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周易》之“贞”辩说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11期 李笑野

5297 山东大学 论文奖 关中易学源流考 论文 汉语 哲学 周易研究 2013年第4期 邢春华

5298 山东大学 著作奖 易学源流与现代阐释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林忠军

5299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政治与人：先秦政治哲学的三个维度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郝长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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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4月 丁四新

5301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三墨”学说与楚国墨学 论文 汉语 哲学 文史哲 2013年第5期 高华平

5302 燕山大学 著作奖 东方之魂--中国先秦诸家思想文化精义 著作 英语 哲学
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
2012年8月 窦雅斌

5303 山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 著作 汉语 哲学 科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谢耀亭

5304 金陵科技学院 著作奖 荀子“分”义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陈光连

5305 淮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对

国内身体哲学研究的启示
论文 汉语 哲学 世界哲学 2012年第6期 燕燕

5306 曲阜师范大学 论文奖
由新出简帛《忠信之道》、《从政》看子张

与子思之师承关系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07期 宋立林

5307 长江大学 著作奖 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2年9月 徐文武

5308 湖北大学 著作奖 《论语》哲学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周海春

5309 深圳大学 著作奖 自然与自由：庄子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李大华

531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著作奖 《周易》本经卦爻辞新释 著作 汉语 哲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吴国源

5311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孔丛子校释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华书局 2011年6月 傅亚庶

5312 山东大学 著作奖 孟、焦、京易学新探 著作 汉语 哲学 齐鲁书社 2013年1月 张文智

531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4期 景怀斌

5314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淮南子》道论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刘爱敏

5315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公羊学发展史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黄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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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 宜宾学院 著作奖 天命、正义与伦理—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吴龙灿

5317 复旦大学 著作奖 汉学更新运动研究——清代学术新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凤凰出版社 2013年7月 陈居渊

5318 南京大学 论文奖 明清之际的儒耶对话与中国哲学创新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 许苏民

5319 浙江大学 论文奖 道统、功夫与学派之间——“心学”义再研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7期 冯国栋

5320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义理”、“考据”辨 论文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王小婷

5321 湖南大学 论文奖
王船山天人合一思想何以规约为人与自然之

间的和谐
论文 汉语 哲学 船山学刊 2012年第2期 陈力祥

5322 湖南大学 著作奖 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朱汉民

5323 中山大学 著作奖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著作 英语 哲学

罗马: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1年3月 梅谦立

5324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正蒙合校集释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华书局 2012年4月 林乐昌

5325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

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丁为祥

5326 内蒙古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关洛学派思想关系研究——以张载、二程为

主
著作 汉语 哲学

台湾·花木兰文

化出版社
2013年9月 张金兰

5327 渤海大学 著作奖 素位之学——陈乾初哲学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申淑华

5328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蔡方鹿

5329 西安文理学院 著作奖
性与天道 以中贯之——刘沅与清代新理学

的发展
著作 汉语 哲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赵均强

5330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平等观念史论略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高瑞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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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熊十力思想体系建构历程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李祥俊

5332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破除“两军对垒”教条主义的思想前驱——

轮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论文 汉语 哲学 学术月刊 2013年第12期 陈卫平

5333 河北大学 著作奖
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

系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程志华

5334 湘潭大学 著作奖 冯契“智慧”说探析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向清

5335 云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个体生命的终极吟唱——思想史视域中的汉

语神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李跃红

5336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10月 刘俊哲

5337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儒学史（九卷本）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汤一介

5338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易学历史哲学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章伟文

533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教化视域中的儒学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李景林

5340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 著作 汉语 哲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3年10月 陈乔见

5341 山东大学 论文奖 “性”与中国哲学基本问题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7期 沈顺福

5342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进”——当代中

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
论文 汉语 哲学 学术月刊

2012年第11月

号
黄玉顺

5343 山东大学 著作奖
道体的失落与重建——从《庄子》、郭《注

》到成《疏》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李延仓

5344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

思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2月 李宗桂

5345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哲学的历程 著作 汉语 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刘学智

5346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哲学文化继承与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杨翰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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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7 湘潭大学 著作奖 湖湘学案 著作 汉语 哲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陈代湘

5348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著作奖 道家“道治”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唐少莲

5349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著作奖 传统思想与现代诠释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刘国民

5350 北京大学 论文奖 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义：一个存在的解释 论文 汉语 哲学 世界哲学 2011年第2期 李猛

5351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存在与实体——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

卷研究（Z 1-9）
著作 汉语 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聂敏里

5352 清华大学 论文奖 中国学术界的晚期希腊哲学研究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1期 王晓朝

5353 山东大学 著作奖
道路与真理——解读《约翰福音》的思想是

密码
著作 汉语 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谢文郁

5354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希腊化哲学主流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石敏敏

535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

的文本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张荣

5356 四川大学 著作奖
灵魂·爱·上帝——斐奇诺“柏拉图神学”

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梁中和

5357 武汉大学 著作奖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段德智

535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黑格尔著作集3《精神现象学》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先刚

535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哲学何为 著作 汉语 哲学 广州出版社 2011年12月 杨寿堪

5360 南开大学 著作奖

Augendick und Angst.Kierkegaards

Zeit-und Existenzauffassung in Der
Begriff Angst und in den Climacus-
Schriften

著作 德语 哲学
德国Peter Lang

出版社
2013年10月 刘子桢

5361 东华大学 著作奖 目的论视域下的康德历史哲学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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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2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黑格尔的历史观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庄振华

5363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奖 后形而上学视阈下的西方权利理论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 周濂

5364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1920-

1963年）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李雪涛

5365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哲学本质与演变逻辑新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10月 游兆和

5366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西方诠释学史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潘德荣

5367 武汉大学 论文奖 阿多诺哲学中的主体性探析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9期 黄建军

5368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非存在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月 高新民

5369 中山大学 著作奖
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

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
著作 汉语 哲学

政大出版社（台

北）
2013年1月 张伟

5370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丁立群

5371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从“幻相的逻辑”到“现象学的逻辑”——

探讨胡塞尔对辩证法的处理方式
论文 汉语 哲学 世界哲学 2012年第3期 张庆熊

5372 复旦大学 论文奖
福柯与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

艺？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10期 莫伟民

5373 厦门大学 论文奖
轴心命题与知识——第三阶段的维特根斯坦

与知识论重塑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楼巍

5374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他心的直接感知理论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9期 王华平

5375 山东大学 论文奖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Knowledge-

That and Knowledge-How
论文 英语 哲学

Philosophia: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of
Israel

Volume 40

Number
4ecember
2012 D

任会明

5376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心灵哲学中唯物主义理论在语言向度上的螺

旋式发展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7期 殷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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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7 中山大学 论文奖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in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论文 英语 哲学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61

No.244 July
2011

唐浩

5378 山西大学 论文奖
后天必然性与认知二维主义——兼论认知可

能性与形而上学可能性的关系
论文 汉语 哲学 人文杂志 2013年第12期 陈敬坤

5379 山西大学 著作奖 迈克尔·达米特的哲学语义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王航赞

5380 浙江师范大学 论文奖 求真主义：知识、真与实践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11期 方环非

5381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非哲学化趋势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郑祥福

538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吴琼

5383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文化与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欧阳谦

538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研究（修订版）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刘敬鲁

5385 清华大学 著作奖 解读《存在与时间》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王路

5386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当代哲学与新的启蒙 论文 汉语 哲学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1年第3期 江怡

5387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存在与时间》释义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张汝伦

5388 浙江大学 论文奖 自然的神性、人性与物性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9期 杨大春

5389 南华大学 论文奖
从“理想标准”到“道德选择”——雷蒙·

阿隆的国家政治伦理思想
论文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 罗成翼

5390 南方医科大学 论文奖 “生活世界”问题的历史现象学向度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李云飞

5391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论纲 论文 汉语 哲学 武汉大学学报 2011年第2期 何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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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2 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 著作 汉语 哲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周劲松

5393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皮尔士哲学的逻辑面向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张留华

5394 海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实用主义的基础——杜威经验自然主义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刘华初

5395 北京大学 论文奖 Das Subjekt der Aufklärung 论文 德语 哲学 Francke Verlag 2011年第1期 韩水法

5396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精神分析：从文学到政治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马元龙

5397 同济大学 著作奖
行动、伦理与公共空间：汉娜·阿伦特的交

往政治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孙磊

5398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郁振华

5399 浙江大学 著作奖

In Kulturen verstrickt:

Phanomenologie der Kultur und
Interkulturalitat bei Edmund Husserl
und Heinrich Rombach

著作 德语 哲学

Verlag

Konighausen &
Neumann,
Germany

2011年7月 王俊

5400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价值还原为事实：无谬误的自然主义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8期 朱志方

5401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思维内容的心灵哲学探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宋荣

5402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论文奖 论现代西方主流法学流派对理性的解读 论文 汉语 哲学 广东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 申永贞

5403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评罗尔斯的自我论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10期 林少敏

5404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 著作 汉语 哲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何怀宏

5405 清华大学 著作奖 东方遭遇西方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12月 贝淡宁

5406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好"与"对"的非还原关系--基于"愧"与"

悔"的意向性分析
论文 汉语 哲学 伦理学研究 2013年第1期 颜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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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真的反对后果主义吗？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7期 葛四友

5408 山东大学 论文奖 道德运气与健全行动者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3期 吴童立

5409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人本伦理学 著作 汉语 哲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2年7月 韩东屏

5410 中南大学 著作奖
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与社会思潮有效引领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李建华

5411 常州大学 著作奖 价值相对主义探微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胡志刚

5412 湖北大学 著作奖 德性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江畅

5413 湘潭大学 著作奖 人的元素 著作 汉语 哲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3年6月 熊海斌

5414 吉首大学 著作奖 美德伦理学：作为一种道德类型的独立性 著作 汉语 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赵永刚

541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著作奖 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和建构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廖小平

5416 东南大学 著作奖 先秦法家的道德世界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许建良

5417 山西大学 论文奖 中国古代法律中伦理正义的三重意蕴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2年第9期 周斌

5418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礼仪与德行——元典时代中华民族信仰和伦

理的核心观念
著作 汉语 哲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王文东

5419 吉林大学 著作奖
人性、人道、人伦——西方伦理道德问题研

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王振林

5420 上海财经大学 论文奖 伦理转型：从身份伦理到契约伦理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4期 徐大建

5421 河海大学 著作奖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道德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庞俊来

5422 辽宁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康德幸福观的嬗变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杨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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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3 安徽师范大学 著作奖 明理与敬义：康德道德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戴兆国

5424 东北农业大学 著作奖 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兴衰史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武卉昕

5425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批判的经济伦理学——从马克思到弗洛姆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李志祥

5426 成都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临床护士评判性思维态度倾向性与护理伦理

决策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华护理杂志 2013年第4期 高静

5427 赤峰学院 论文奖 文化的本质：“以文化人” 论文 汉语 哲学 精神文明导刊 2011年第12期 刘慧敏

5428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正当与善：罗尔斯思想中的核心问题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杨伟清

5429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 论文 汉语 哲学
上海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3期 王正平

5430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 著作 汉语 哲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0月 高兆明

5431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社会制度实现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及价值维

度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 向玉乔

543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著作奖 罗尔斯正义论方法论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2年9月 张卫明

5433 东南大学 论文奖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 论文 汉语 哲学 道德与文明 2013年第1期 田海平

5434 盐城师范学院 著作奖 生态劳动与生态文明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徐海红

5435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刘湘溶

5436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道德难题与程序正义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曹刚

5437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性别与伦理——重写差异、身体与语言 论文 汉语 哲学 妇女研究论丛 2013年第6期 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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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8 东南大学 著作奖
财富分配正义——当代社会财富分配伦理研

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孙迎联

5439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张彦

5440 西南大学 论文奖 应用德性论及其价值基准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4期 任丑

5441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奖
播种品德收获命运——未成年公民道德养成

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陈延斌

5442 湘潭大学 著作奖
《责任原理——现代技术文明伦理学的尝试

》
著作 汉语 哲学

世纪出版有限公

司
2013年5月 方秋明

5443 南华大学 著作奖 社会救助制度的伦理考量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邹海贵

5444 湖南城市学院 论文奖 城市“冷漠症”的症候及其伦理导引 论文 汉语 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
2013年第5期 易永卿

5445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灾疫伦理学：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2月 唐代兴

5446 成都工业学院 著作奖 当代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年8月 王进鑫

5447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文艺学·艺术学·美学——体系构架与关键

语汇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张法

5448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整生论美学 著作 汉语 哲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袁鼎生

5449 浙江大学 论文奖 宋代美学的代表人物与核心范畴 论文 汉语 哲学 社会科学辑刊 2013年第3期 潘立勇

5450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朱光潜宗白华美学比

较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萧湛

5451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北京审美文化史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邹华

5452 大庆师范学院 论文奖 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华读书报
2012年2月第

876期
张荣生

5453 安徽大学 著作奖 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1月 宛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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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4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古宗教与自然审美 著作 汉语 哲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2月 钟仕伦

545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追寻真诚：卢梭与审美现代性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范昀

5456 北京大学 著作奖 表达与存在：梅洛-庞蒂现象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宁晓萌

5457 四川大学 著作奖 美学谱系学 著作 汉语 哲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0月 阎嘉

5458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美学之关系——兼议《新

亚美利加百科全书》“美学条目”的作者问
题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3期 妥建清

5459 湖北工业大学 著作奖
从生态实践到生态审美——实践美学的生态

维度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2月 季芳

5460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那文化生态审美学：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与

壮族生态审美理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翟鹏玉

5461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利维坦”的命运——从霍布斯到施密特 论文 汉语 哲学 科学经济社会 2011年第3期 冯小茫

5462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非确定性与现代人的生存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吴玉军

5463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奖 “视域”的认识论意义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11期 王前

5464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1年第3期 姚大志

5465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 著作 汉语 哲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3年6月 杨国荣

5466 浙江大学 论文奖
Communicative Acts:

Intentionality,Contextuality and
Reciprocity

论文 英语 哲学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ume 44,

Issue 1,
January 2012

黄华新

5467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儒家知行学说的特点与问题 论文 汉语 哲学 学术月刊 2013年7月号 陈嘉明

5468 厦门大学 著作奖 规范通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3月 徐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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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9 武汉大学 论文奖
判教与比较——关于“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

研究”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动态 2011年第5期 吴根友

5470 西南大学 论文奖 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张力与契合 论文 汉语 哲学 哲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陶林

5471 辽宁师范大学 著作奖 民主价值论 著作 英语 哲学 辽宁师范大学 2011年12月 栾亚丽

5472 哈尔滨医科大学 著作奖 日常思维生成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贺苗

5473 上海政法学院 著作奖 国学人文导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月 祁志祥

5474 温州大学 著作奖 《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上、下) 著作 汉语 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11月 程水龙

5475 河南大学 著作奖 生命价值论 著作 汉语 哲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王定功

5476 安阳工学院 论文奖 维护女性生命尊严与池田大作的孕育观 论文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王夏冰

5477 武汉科技大学 著作奖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 著作 汉语 哲学 学苑出版社 2013年10月 曹诗图

5478 黄冈师范学院 著作奖 认知的自然起源与演化 著作 汉语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陈剑涛

5479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 著作 汉语 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薛萍

5480 吉林大学 著作奖
政治世界的制度逻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7月 马雪松

548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张维为（张卫）

5482 武汉大学 著作奖
走出治理破碎化困境：法国地方政府改革研

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上官莉娜

5483 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奖 市场经济与民族融合进程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
2012年第4期 常士訚

5484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8月 卢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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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5 南开大学 论文奖
民主、公正还是绩效？——中国地方政府合

法性及其来源分析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
2012年第3期 马得勇

5486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从业主福利到公民权利——一个中产阶层移

民社区的政治参与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熊易寒

5487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揭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纱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2011年第3期 高和荣

5488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以土

地改革以来鄂北洪县为分析对象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李海金

5489 中南大学 著作奖 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吴晓林

5490 兰州大学 论文奖
突发事件管理中地方政府规避责任行为分析

及对策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6期 文宏

5491 山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如何认识我国的社会组织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白平则

5492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政府改革：制度创新与参与式治理——地方

政府治道变革的杭州经验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赵光勇

5493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公民意识建构的中国理路——基于对西方公

民意识普世性的反思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傅慧芳

5494 济南大学 论文奖 政治学视域中价值理性的回归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6期 王彩云

5495 湖北工业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的公共服务社会化研究——以参与

式灌溉管理改革为例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
2011年8月 韩东

5496 怀化学院 论文奖 论文化反腐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州学刊 2011年第3期 黄少平

5497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陈元中

5498 遵义师范学院 论文奖 信访衍生问题及其防范治理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理论探索 2012年第2期 刘振勇

5499 华南农业大学 论文奖 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的成因分析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贾海薇

5500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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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1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观念

的中世纪起源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8月 李筠

5502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

念史的考察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闾小波

5503 浙江大学 著作奖 社会治理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3年11月 张国清

5504 厦门大学 著作奖 传承与变革---从君主民本到民主宪政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朱仁显

5505 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奖 历史唯物主义对伯林价值多元论的破解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1期 马德普

5506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比较政治文化导论——民主多样性的理论思

考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2月 佟德志

5507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当代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刘训练

5508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在平等与责任之间——罗纳德·德沃金平等

理论批判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高景柱

5509 九江学院 著作奖
自由主义民主的重建及其局限-——萨托利

民主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陈胜才

5510 贵州大学 著作奖 和平与得救：《利维坦》的两面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黄其松

5511 天水师范学院 著作奖 张东荪政治理想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侯智

5512 清华大学 论文奖
Chinese Government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Ecological
Progress

论文 英语 政治学
载《2013公共管

理国际会议论文
集：第九届》

2013年10月 程李华

5513 清华大学 著作奖 合作博弈与和谐治理：中国合和式民主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彭宗超

5514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公正、共享与尊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价值定位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
2012年第4期 张贤明

5515 吉林大学 论文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论纲：

本质内涵、动力系统与实践路径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
2013年第5期 王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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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6 吉林大学 论文奖 民主与腐败治理：一个经验研究综述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浙江社会科学 2012年第2期 龚蔚红

5517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制度与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构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赵海月

5518 复旦大学 论文奖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8期 林尚立

5519 复旦大学 论文奖 论民主视野中的我国选举法修改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1年第2期 浦兴祖

5520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从超越性革命到调适性发展：主流意识形态

的演变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天津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 陈明明

5521 复旦大学 论文奖 网络媒介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李冉

5522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肖存良

5523 同济大学 论文奖
局部性公共领域的扩展：Web2.0时代我国网

络公共领域浅析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社会科学 2013年第4期 邵春霞

5524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网络反腐的政治学思考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1期 齐杏发

5525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2003-

2012)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刘擎

5526 南京大学 著作奖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范春辉

5527 山东大学 著作奖 政党政治论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王韶兴

5528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武汉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 唐皇凤

5529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纯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研究——以中国义务教

育为例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吕普生

5530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奖 中央政府核心职能的理论逻辑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1年11月 徐晓林

5531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利益分化与制度变迁：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

革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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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2 长安大学 著作奖
政治主体论——基于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的

分析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陈怀平

5533 南京理工大学 著作奖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3月 范炜烽

5534 苏州大学 论文奖
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变规律——观

察腐败深层机制的微观视角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1期 金太军

5535 南京工业大学 论文奖 试论利益妥协与阶层合作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南京社会科学 2011年第9期 张仲涛

5536 聊城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制的组织形态与运作机

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邹庆国

5537 鲁东大学 著作奖
话语政治：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符号权力

运作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纪程

5538 许昌学院 著作奖 南农实验：农民的民主能力建设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马华

5539 湘潭大学 著作奖
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

设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颜佳华

5540 延安大学 论文奖
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主权、民族国家

与网络殖民主义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
2012年第4期 张纯厚

5541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权力制约监督论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陈国权

5542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制度理性与福利公正——基于国民幸福视角

的分析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张映芹

5543 闽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国家学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王海明

5544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
著作奖

新时期宁夏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

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杨忠国

5545 兰州大学 著作奖 民主形态论:中国人大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蔡文成

5546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以治理的民主实现社会民生：对于行政信访

的再审视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浦劬

5547 同济大学 著作奖 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杨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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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8 长治学院 论文奖 比较视域下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政党角色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武汉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常晶

5549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研究报告奖
机关党组织服务中心、建设队伍：挑战、问

题与对策措施——机关党组织服务中心、建
设队伍发挥作用研究课题总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政治学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工作委员会采纳
2011年5月 沈永社

5550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公民参与——北京城市居民态度与行为实证

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孙龙

5551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周光辉

5552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草根民主的法律规制——村民自治面临的新

问题及法律制度建设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唐鸣

5553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中国人大制度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何俊志

5554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刘志勇

5555 苏州大学 著作奖 地方政府改革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沈荣华

5556 安徽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论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安徽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陶富源

5557 清华大学 著作奖 把握未来：美国总统政治形态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赵可金

5558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著作奖 美国1774-1824：弗吉尼亚王朝兴盛史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红旗出版社 2013年8月 岳西宽

5559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3月 杨光斌

5560 青海民族大学 研究报告奖
青海牧区公共服务现状调查分析——基于同

仁、同德县20个村镇的调查数据
研究报告 汉语 政治学

青海民族大学社

会科学处
2013年1月 张兴年

5561 南开大学 著作奖
新中国行政体制的初创——周恩来与中央政

府筹建管理述论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年9月 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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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 吉林大学 论文奖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江苏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 张铮

5563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公共行政的历史视角：行政史研究的回顾与

展望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国行政管理 2012年第11期 孙宇

5564 复旦大学 论文奖
竞争性合同外包真的有竞争性吗？——探索

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关系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ume 16

Supplement 1
2013

敬乂嘉

5565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奖 公共管理考辨与范畴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10月 池忠军

5566 厦门大学 著作奖 政府成本控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7月 卓越

5567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行政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学习出版社 2011年3月 何颖

556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论文奖

Building a Knowledge-Driven

Society:Scholar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ance in Large Public Works
Projects

论文 英语 政治学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ume 8

Issue 3
November

2012

杨立华

5569 华东政法大学 著作奖 流动的公共性——区域政府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姚尚建

5570 南京工业大学 著作奖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政府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黄爱宝

5571 湘潭大学 著作奖 政府效能与行政监督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王凯伟

5572 暨南大学 著作奖 电子政务应用中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2月 蔡立辉

5573 北京大学 论文奖 关于领导干部品德测评的问题研究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肖鸣政

5574 华南理工大学 研究报告奖
我国基层乡村债务膨胀的潜在风险及应对建

议
研究报告 汉语 政治学

中央宣传部社科规

划办《成果要报》
2011年4月 王郅强

5575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构建与地

区差距测量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规划办公室
2013年第1期 王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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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6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农民工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及改进

途径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
2012年第3期 孙德超

5577 同济大学 论文奖 政策缝隙、风险源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
2012年第2期 朱德米

5578 厦门大学 论文奖
政策扩散、政策转移和政策趋同——基于概

念、类型与发生机制的比较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厦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陈芳

5579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8月 朱亚鹏

5580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公共产品政府垄断的高成本机理与治理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何翔舟

5581 湘潭大学 著作奖 地方政府决策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罗依平

5582 浙江大学 论文奖 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5期 王诗宗

5583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扩权强镇与权力规制创新研究——以绍兴市

为例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胡税根

5584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再

出发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郁建兴

5585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城市政府结构与社会组织发育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社会学研究 2013年第4期 管兵

5586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创新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倪星

5587 中山大学 著作奖 走向监管国家——以食品安全为例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5月 刘亚平

5588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奖
国家与社会之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介

组织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5月 唐兴霖

5589 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基于

空间权力视角的分析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共浙江省委党

校学报
2013年第5期 钱再见

5590 广东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研究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 林慕华

559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年12月 宋伟

第 376 页，共 420 页



5592 清华大学 论文奖 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当代亚太 2012年第6期 阎学通

5593 北京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意图的逻辑：美国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年8月 李永成

559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网络空间威慑：报复是否可行？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第7期 董青岭

5595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加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理论视野 2011年第6期 肖晞

5596 江苏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主义规范诉求：林克莱特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阎静

559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著作奖 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时事出版社 2011年4月 檀有志

5598 中央民族大学 研究报告奖
十四世达赖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手段及对策思

考
研究报告 汉语 政治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成果
要报》

2011年7月 李俊清

559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1月 牛军

5600 延边大学 著作奖 朝鲜对外战略史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7月 金祥波

5601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50—2010）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九州出版社 2012年1月 张郁慧

5602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复合权力结构与国家统一模式——对越南、

德国、也门的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夏路

5603 华东政法大学 论文奖
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

趋近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第4期 高奇琦

5604 清华大学 著作奖
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

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邢悦

5605 上海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一种能源地缘

政治学的分析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潜旭明

5606 聊城大学 著作奖 英国工党政坛沉浮与主导思想的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李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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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7 吉林大学 论文奖
“情感文化因素”下的日本战略调整与中日

“邻国困境”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日本学刊 2012年第6期 巴殿君

5608 吉林大学 论文奖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地缘政治分析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2年第4期 刘雪莲

5609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非发展合作：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刘鸿武

561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新华出版社 2011年9月 孔凡君

5611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提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红旗文稿 2012年第13期 张志洲

5612 南京大学 著作奖
Solving Disput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Chinese perspective

著作 英语 政治学
Chandos

Publishing
2013年10月 吴士存

5613 武汉大学 论文奖

Cyber Public Diplomacy as China's

Smart Power Strategy in an
Information Age:Case Study of Anti-
Carrefour Incident in 2008

论文 英语 政治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2012年第

Vol.3 No.2期
陈柏奇

561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论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年4月 齐鹏飞

5615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互联网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学术研究 2012年第6期 施雪华

5616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奖 一波三折的“七大”筹备工作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秘书工作
2011年第2期

、第3期
哈战荣

5617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韩非的治国方略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王立仁

5618 复旦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流史鉴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杜艳华

5619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齐卫平

5620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转型期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模型与现

实路径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7月 张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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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1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治理集体产权: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政府与农

民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袁方成

5622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

、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8期 徐勇

5623 华中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奖
村务公开的四大问题——对全国31个省246

个村3656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研究报告 汉语 政治学 中央领导批示 2011年3月 邓大才

5624 中山大学 论文奖
“调解优先”能缓解集体性劳动争议吗？—

—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
验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社会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庄文嘉

5625 中山大学 论文奖
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

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社会学研究 2013年第5期 黄冬娅

5626 重庆大学 著作奖 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5月 郭小安

5627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首都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张友国

5628 河北联合大学 著作奖 国家凝聚力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3年9月 刘学谦

5629 山西大学 著作奖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6月 苏昕

5630 内蒙古工业大学 著作奖 民族政治发展导论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4月 于春洋

5631 延边大学 著作奖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一

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6月 谢桂娟

5632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超越正义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黑龙江大学出版

社
2011年5月 文长春

563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著作奖 批判与启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流派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王岩

563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论文奖 当前网络政治参与中的结社问题研究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1期 王存奎

第 379 页，共 420 页



563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著作奖 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秦立强

5636 南京审计学院 著作奖 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 吴汉全

5637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科层制、利益博弈与政府行为——以杭州市

J镇为个案的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张丙宣

5638 安徽中医药大学 论文奖 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文化发展态势与构建策略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甘肃社会科学 2013年第2期 张筱荣

5639 南昌大学 著作奖 依礼求利－－－李觏经世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金霞

5640 江西理工大学 著作奖
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1921-1951年中国共

产党的“七一”纪念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魏建克

5641 山东工商学院 著作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

选择与优化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季丽新

5642 郑州大学 著作奖
转型中的县域治理：结构、行为与变革——

基于中部地区5个县的个案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樊红敏

5643 焦作大学 著作奖 党建研究十题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杨家卿

5644 吉首大学 论文奖
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与稳定的基本指标

体系构建
论文 汉语 政治学

湖南师范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
2011年第4期 李乐为

5645 西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研究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陈文胜

5646 贵州民族大学 研究报告奖
治理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机制与途径方法

研究——以西部矿/群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
件为重点

研究报告 汉语 政治学

贵州省对外经济

协作办公室  贵
州省政协经济委
员会

2011年12月 周松柏

5647 云南大学 著作奖 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 著作 汉语 政治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3月 周平

5648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先秦文艺思想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李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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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9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季广茂

5650 吉林大学 著作奖
“文学性”问题研究——以语言学转向为参

照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李龙

5651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陶东风

5652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阿多诺的大众文化观与中国语境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研究 2012年第11期 朱国华

5653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13年8月 徐中玉

5654 南京大学 论文奖
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

新论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赵宪章

5655 中国矿业大学 著作奖 福柯文艺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矿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陈长利

5656 浙江大学 论文奖 理论之后与中国诗学的前景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5期 徐亮

5657 山东大学 论文奖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

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
望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史哲 2012年第5期 谭好哲

5658 中国海洋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文论建构研究——因情立体、以象兴境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3月 牛月明

5659 武汉大学 论文奖 艺术自律：一个现代性概念的理论旅行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9期 冯黎明

5660 武汉大学 著作奖 批评文体论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建中

5661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差异性研究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2年第4期 胡亚敏

5662 中南大学 著作奖 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欧阳友权

566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西方思维与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点批判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学术研究 2011年第5期 王坤

5664 四川大学 著作奖 比较研究：诗意论与诗言意义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吴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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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5 西南大学 著作奖
文化认同的美学与政治——文化帝国主义与

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张兴成

5666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文学理论元理论百年嬗变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2期 尤西林

5667 河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反思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邢建昌

5668 山西大同大学 论文奖
谢无量与新传统主义思潮及现代新儒家的关

系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研究 2012年第5期 石凤珍

5669 山西大同大学 论文奖 文化遗产保护中文艺学的选择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1年第1期 凌建英

5670 长春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新批评”诗歌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李梅英

5671 齐齐哈尔大学 论文奖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分歧及理论解决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河南大学学报 2011年第4期 邓树强

5672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解构的难题：德里达再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戴登云

5673 淮阴师范学院 著作奖 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焦亚东

5674 淮阴师范学院 著作奖 20世纪中国文学原理关键词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盖生

5675 扬州大学 著作奖 文类基本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陈军

5676 浙江树人学院 著作奖 山水赋生成史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孙旭辉

5677 安徽大学 著作奖 文学思潮二十五年（1976-2000）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时代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
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 吴家荣

5678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5期 孙绍振

5679 南昌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文论承传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胡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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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0 江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文学“典型”批评的文

体学意义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期 汪群红（汪泓）

5681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大秦帝国》论稿——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

的绿色信号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1年7月 李衍柱

5682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葛兰西与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4月 和磊

5683 聊城大学 著作奖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20世纪西方修辞

观念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谭善明

5684 许昌学院 论文奖 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学术月刊 2011年第7期 姜荣刚

5685 湖北大学 论文奖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2年第2期 黄晓华

5686 湖北师范学院 论文奖 “阉割的轴线”：《S/Z》叙事分析之一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谢龙新

5687 湖北民族学院 著作奖 《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张金梅

5688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异质与互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

研究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研究 2012年第1期 赵炎秋

5689 暨南大学 论文奖 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初议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06期 蒋述卓

5690 暨南大学 论文奖
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

》为中心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06期 闫月珍

569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著作奖 言者我也——《文心雕龙》批评话语分析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5月 王毓红

569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著作奖 诗词格律启蒙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江建名

5693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苏敏

5694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著作奖 广告与消费意识形态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四川师范大学电

子出版社
2011年11月 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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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5 贵州师范大学 论文奖 类推思维的文学推衍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4期 易闻晓

5696 遵义师范学院 论文奖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阐释框架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 罗宏梅

5697 云南大学 著作奖 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谭君强

5698 曲靖师范学院 论文奖
“他者”视野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与发展

方式——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例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6期 张永刚

5699 西安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女性写作应该与时代共振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光明日报 2011-08-22 张保宁

5700 西安财经学院 论文奖 反思当代诗歌：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争鸣 2013年第7期 沈奇

5701 宁夏师范学院 著作奖 诗词曲学谈艺录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齐鲁书社 2011年第12期 于永森

5702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论文奖
文化研究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兼谈如何

看待我国“文化研究”的困境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
2012年第6期 孟登迎

5703 南开大学 论文奖
身体狂想与想象性记忆的建构——以萧峰为

个案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化研究 2011年6月 周志强

5704 吉林大学 著作奖 周易经传美学通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1年8月 张锡坤

5705 吉林大学 著作奖 认知美学原理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3月 李志宏

5706 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美学转型与生活美学新范式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哲学动态 2013年第1期 王确

5707 复旦大学 著作奖 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陆扬

5708 复旦大学 著作奖 黑格尔美学引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年1月 朱立元

5709 南京大学 论文奖 传统艺术活态保护与当代美学建设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7期 高小康

5710 江南大学 著作奖 魏晋南北朝美学范畴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齐鲁书社 2011年8月 赵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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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中古诗学史：境化与律化交织的诗歌运动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张节末

5712 厦门大学 著作奖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下卷)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杨春时

5713 山东大学 著作奖 中国审美文化民族性的现代人类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仪平策

5714 山东大学 著作奖 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程相占

5715 山东大学 著作奖 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陈炎

5716 中南大学 著作奖 朱光潜传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王攸欣

5717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布达佩斯

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黑龙江大学出版

社
2011年7月 傅其林

5718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消费时代审美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李西建

5719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露丝·伊利格瑞的阴性女性理论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研究 2012年第3期 于文秀

5720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历史的三种时间量度与三种理解范式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张政文

5721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奖
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

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9月 朱存明

5722 扬州大学 著作奖 审美文化学导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8月 姚文放

5723 浙江理工大学 著作奖 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1月 金雅

5724 滁州学院 论文奖
消费时代的煽情诱惑与审美距离——从“杨

丽娟追星案”看大众流行文化的某些得失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艺术研究（哈尔

滨师范大学艺术
学报）

2011年第2期 张文杰

5725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亚审美：一种新社会思潮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郑苏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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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6 山东财经大学 著作奖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美学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孙丽君

5727 西北大学 论文奖
文艺学与美学的现代分离：问题、过程、反

思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2年第5期 谷鹏飞

5728 西北大学 论文奖 文艺学诸根刍议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1年第2期 袁峰

5729 天水师范学院 著作奖 大知闲闲：中国生命智慧论要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2月 郭昭第

5730 北京语言大学 论文奖 论白先勇的上海书写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1年第4期 赵艳

573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论文奖 《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的知识背景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4期 祁晓明

5732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

中的青年构形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金理

5733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

与“80后”写作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南方文坛 2011年第3期 黄平

5734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意识批评、语言分析、行为研究——希利斯

·米勒文学批评之批评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5月 肖锦龙

5735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黄擎

5736 厦门大学 论文奖
后现代、后殖民批评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以王德威的研究为中心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2年第4期 王晓平

5737 厦门大学 著作奖 批评的召唤：文学启示与主题思考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史言

5738 山西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文气论批评美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0月 侯文宜

5739 辽东学院 著作奖 蔡楠小说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年12月 孙新运

5740 赣南师范学院 著作奖 翁方纲与乾嘉形式诗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吴中胜

5741 平顶山学院 著作奖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2月 赵焕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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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2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著作奖 中国知青文学史稿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
2012年10月 郭小东

5743 西安音乐学院 著作奖 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仵埂

5744 天水师范学院 著作奖 前瞻性批评：消费时代的文学与影像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王贵禄

5745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著作 英语 中国文学 Springer出版社 2013年12月 曹顺庆

5746 北京语言大学 论文奖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山东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 李庆本

5747 南开大学 著作奖
Baudelaire et la poesie chinoise

souterraine au temps de la Revolution
culturelle

著作 法语 中国文学
Presses

Sorbonne
Nouvelle

2013年4月 杨玉平

5748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庖丁解牛与《资本论》美学——关于脑力工

作的“艺术性质”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社会科学 2013年第4期 陆晓光

5749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文奖
西方视野下的毕飞宇小说——《青衣》与《

玉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学术论坛 2013年第4期 吴赟

5750 四川大学 著作奖 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巴蜀书社 2012年4月 刘颖

5751 山西大学 著作奖 南社文人与日本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0月 陈春香

5752 延边大学 论文奖
接受与书写：陶渊明与韩国古代山水田园文

学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2年第5期 崔雄权

5753 南通大学 著作奖 比较文学中国化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11月 徐扬尚

5754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正剧批判──从黑格尔对正剧的批判出发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陈军

5755 淮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略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1年3月 王倩

5756 福州大学 著作奖
区域与全球的互动——明代至民国的中国东

南文学考察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苏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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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7 河南大学 著作奖 梁实秋莎评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9月 李伟昉

5758 喀什师范学院 著作奖 喀什作家群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 姑丽娜尔.吾甫力

575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汉魏乐府艺术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学苑出版社 2011年1月 钱志熙

576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山海经》学术史考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陈连山

5761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屈原及其诗歌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常森

5762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史记·荆轲传》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

于秦》关系考论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清华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张海明

5763 中国政法大学 著作奖 先秦诗经学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年5月 黄震云

5764 天津大学 著作奖 《礼记·乐记》研究论稿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王祎

5765 吉林大学 论文奖 奇范畴的生成演变及其诗学内涵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5期 侯文学

5766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庄子纂要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学苑出版社 2012年3月 方勇

5767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王德华

5768 中国海洋大学 著作奖 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2月 冷卫国

5769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奖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

取向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清华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王齐洲

5770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文本与礼仪∶早期中国文化研究与礼仪理论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3期 罗军凤

5771 通化师范学院 著作奖 《春秋纬》与汉代春秋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徐栋梁

5772 哈尔滨师范大学 论文奖 新史料发现与 “秦族东来说” 的坐实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2期 王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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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3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先秦文学发生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赵辉

5774 大连民族学院 著作奖 春秋笔法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李洲良

5775 上海大学 著作奖 春秋文学系年辑证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12月 邵炳军

5776 南通大学 著作奖 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1年12月 周建忠

5777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韩诗外传研究-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透视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10月 于淑娟

5778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楚辞与简帛文献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黄灵庚

5779 浙江外国语学院 著作奖 《左传》赋诗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5月 毛振华

5780 福建师范大学 论文奖
张衡《西京赋》“鱼龙曼延”发覆——兼论

佛教幻术的东传及其艺术表现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2年第6期 郗文倩

5781 闽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先秦卷）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 汤漳平

5782 鲁东大学 论文奖 汉代对策文刍议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2年第6期 韦春喜

5783 青岛大学 论文奖 先秦进谏制度与怨刺诗及《诗》教之关系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1年第3期 刘怀荣

5784 青岛大学 著作奖 老子《道德经》释解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王凯

5785 湖北大学 著作奖 中国赋论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何新文

5786 湖北文理学院 著作奖 商周逸诗辑考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黄山书社
2012年8月 王辉斌

5787 贵州师范学院 论文奖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吉首大学学报 2012年第2期 夏德靠

5788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诗经》分类辨体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3月 韩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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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9 兰州文理学院 论文奖
论《诗经》“二雅”怨刺诗与屈原创作的因

革关系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湖南师范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
2013年第4期 孙董霞

5790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修订本）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戴建业

5791 四川大学 论文奖 汉代巫鬼崇拜及其对六朝鬼神文学的影响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3年第51期 张弘（普慧）

5792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陶渊明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魏耕原

5793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西晋诗学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1年第5期 曹旭

5794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竹林七贤对于魏晋神仙道教文化的诗性阐释

及其贡献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州学刊 2013年第7期 蒋振华

5795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玄言诗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4月 杨合林

5796 宁夏师范学院 著作奖 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赏析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黄河出版集团阳

光出版社
2013年9月 朱进国

5797 清华大学 论文奖 颜延之与刘宋宫廷文学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2年第2期 孙明君

5798 复旦大学 著作奖 玉台新咏汇校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8月 吴冠文

5799 郑州大学 论文奖
从德治典范到繁华梦忆——中古文学地理思

想考察之洛阳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河南社会科学 2011年第4期 王允亮

5800 新乡学院 著作奖 梁陈诗歌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年6月 樊荣

5801 湘潭大学 著作奖 文心雕龙通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刘业超

5802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说校注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7月 张沛

5803 南开大学 著作奖 文镜秘府论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卢盛江

5804 吉林大学 著作奖 曲词发生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9月 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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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9月 刘重喜

5806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2年7月 胡可先

5807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奖 唐代制诰文改革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研究 2011年第5期 鞠岩

5808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唐代关中本土文学群体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王伟

5809 兰州大学 著作奖 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刘顺

5810 河北大学 著作奖 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2月 吴淑玲

5811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罗隐集系年校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李定广

5812 苏州科技学院 著作奖 唐代组诗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凤凰出版社
2011年4月 李正春

5813 安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2年1月 余恕诚

5814 巢湖学院 著作奖 张籍集系年校注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1年6月 徐礼节

5815 合肥师范学院 著作奖 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袁晓薇

5816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唐宋粤西地域文化与诗歌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12月 钟乃元

5817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诗意的凝聚：姚贾诗派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4月 张震英

5818 海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欧阳詹文集》校注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2年5月 杨遗旗

5819 四川理工学院 著作奖 诗意之盐——唐代盐诗辑释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四川出版集团巴

蜀书社
2011年7月 何清

5820 凯里学院 论文奖 论温庭筠词的情感寄托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求索 2012年第3期 陈际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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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1 西北大学 著作奖 唐代长安佛教文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王早娟

5822 渭南师范学院 著作奖 唐代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山西出版集团三

秦出版社
2011年12月 蔡静波

5823 青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贞元之风尚荡”析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南开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3期 方丽萍

5824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太平广记会校（附索引）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年11月 张国风

5825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宋初词坛沉寂原因新探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3年第5期 孙克强

5826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孟昭连

5827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朱刚

5828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宋代散文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杨庆存

5829 东华大学 著作奖 宋元之际士人阶层分化与诗学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史伟

5830 上海财经大学 著作奖 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李贵

5831 南京大学 论文奖 略论清钞宋本《类说》的文献价值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献 2012年第3期 赵庶洋

5832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心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9月 巩本栋

5833 江南大学 著作奖 梦窗词集校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2月 孙虹

5834 山东大学 著作奖 两宋辞赋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刘培

5835 武汉大学 著作奖 宋代文学传播探原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王兆鹏

5836 山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3月 郭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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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7 西南民族大学 论文奖 胡宿诗学“活法”说探源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1年第2期 曾明

5838 湖州师范学院 著作奖 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10月 刘方

5839 台州学院 著作奖 宋代浙东文派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5月 李建军

5840 安徽师范大学 著作奖 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胡传志

5841 井冈山大学 著作奖 欧阳修诗编年笺注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2年6月 刘德清

5842 济南大学 著作奖 周密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刘静

5843 广东海洋大学 论文奖 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1年第4期 张学松

5844 四川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宋词与园林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月 罗燕萍

5845 重庆工商大学 著作奖 苏轼与《周易》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徐建芳

5846 绵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苏过诗文编年笺注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2年12月 蒋宗许

5847 贵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

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李朝军

5848 西北大学 论文奖 论宋词的唐调与宋腔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3期 房日晰

5849 西北大学 著作奖 诚斋诗集笺证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山西出版集团三

秦出版社
2011年9月 薛瑞生

5850 山西大学 著作奖 金代文学编年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集团安徽大学
出版社

2011年3月 牛贵琥

5851 南开大学 著作奖 姚燧集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查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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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2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西厢记》研究史（元明卷）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9月 黄季鸿

585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元杂剧《桃花女》的女权意识初探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4期 康保成

5854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邱江宁

5855 河南大学 著作奖 王恽全集汇校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11月 杨亮

5856 华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宋元戏曲本体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陈建森

5857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李小龙

5858 复旦大学 论文奖
明代正德、嘉靖之际宗唐诗学观念的承传、

演化及其指向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正汉学研究 2012年第2期 郑利华

5859 复旦大学 论文奖
“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以明嘉

靖前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及解构为中心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2年第4期 陈广宏

5860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从诗学到曲学：陈铎与明中期文学复古思潮

的滥觞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3年第1期 李舜华

5861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叶晔

5862 武汉大学 著作奖 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吴光正

5863 武汉大学 著作奖 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戴红贤

5864 西南大学 著作奖 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何宗美

5865 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奖 略论明清小说与宗教生态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明清小说研究 2011年第4期 刘彦彦

5866 兰州大学 论文奖 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发覆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交通交通大

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13年第5期 魏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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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7 北方工业大学 著作奖 西游记传播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年6月 胡淳艳

5868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冯梦龙文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傅承洲

5869 苏州科技学院 著作奖 复社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凤凰出版社 2011年12月 丁国祥

5870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奖 明代词学通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3月 张仲谋

5871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奖 初明诗歌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2年6月 李圣华

5872 绍兴文理学院 著作奖 南明文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2年12月 潘承玉

5873 安徽师范大学 著作奖 明代文人结社考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7月 李玉栓

5874 深圳大学 著作奖 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8月 高志忠

5875 四川师范大学 著作奖 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赵义山

5876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倭语之戏：曹寅《日本灯词》研究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清华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唐权

5877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从重古轻骈到援散入骈——古文大家梅曾亮

的骈文创作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2年第2期 彭国忠

5878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清诗考证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朱则杰

5879 厦门大学 著作奖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刘荣平

5880 湖南大学 论文奖 王士禄《燃脂集》考论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汉学研究 2012年第3期 付湘龙

5881 黑龙江大学 著作奖 刘大观年谱考略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许隽超

5882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19世纪传教士汉语方言小说述略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2年第4期 宋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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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3 上海大学 著作奖 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3月 刘奕

5884 苏州大学 著作奖 清代骈文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杨旭辉

5885 江苏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清词的经典化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2期 沙先一

5886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奖 赵翼年谱长编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台湾花木兰文化

出版社
2013年3月 赵兴勤

5887 杭州师范大学 论文奖 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及其词史意义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沈松勤

5888 安徽师范大学 著作奖 沈德潜诗文集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潘务正

5889 集美大学 论文奖
评台湾和大陆学人对“《红楼梦》作者是吴

梅村”的论证（上、下篇）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红楼梦学刊

2011年第5辑

2012年第1辑
王人恩

5890 闽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书院的文学教育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齐鲁书社 2012年12月 宋巧燕

5891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清代骈文理论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吕双伟

5892 广西大学 著作奖 清代广西作家群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梁扬

5893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

学院
著作奖 红楼十二钗评论史略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马经义

5894 云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清代吴江诗歌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周雪根

5895 西北大学 著作奖 李因笃文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月 高春艳

5896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化视域中的清代文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张兵

5897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华古文论释林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李壮鹰

5898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散文通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年1月 郭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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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9 南开大学 论文奖 “无声诗”与“无形画”的现象直观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3期 张毅

5900 南开大学 著作奖 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宁稼雨

5901 南开大学 著作奖 足本皇华集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凤凰出版社 2013年3月 赵季

5902 复旦大学 论文奖 散文及概念源流论：从词体、语体到文体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2年第6期 罗书华

5903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中

的“江南认同”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1年第2期 胡晓明

5904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3月 谭帆

5905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凤凰出版社 2012年12月 金程宇

5906 厦门大学 著作奖 历代文苑传笺证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凤凰出版社 2012年10月 胡旭

5907 山东大学 著作奖 宋前文学中的超现实婚恋遇合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齐鲁书社 2011年9月 洪树华

5908 山东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凤凰出版社 2011年9月 张可礼

5909 武汉大学 著作奖 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陈文新

5910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中日傀儡戏因缘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3年8月 邱雅芬

5911 中山大学 著作奖 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何诗海

5912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3年6月 彭玉平

5913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吴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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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4 西安交通大学 著作奖 明末清初虞山诗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
2011年6月 赵炜

5915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张新科

5916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文学的代际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月 曹胜高

5917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古文学论丛及其他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2月 马自力

5918 河北大学 著作奖 全乐府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彭黎明

5919 北华大学 论文奖 杜甫禅诗与大乘义学思想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1月 张轶男

5920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学术月刊 2012年第4期 查清华

5921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奖 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及其学术史意义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遗产 2013年第2期 宋丽娟

5922 上海大学 著作奖 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2年3月 董乃斌

5923 苏州大学 论文奖 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 罗时进

5924 扬州大学 论文奖 中国古代咏物传统的早期确立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0期 路成文

5925 浙江工业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肖瑞峰

5926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著作奖 中国古体赋学史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孙福轩

5927 安徽大学 著作奖 魏晋南北朝小说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魏世民

5928 河南大学 著作奖 古典戏曲脚色新考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元鹏飞

5929 安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中国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杨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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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0 深圳大学 论文奖 作家性格：文学研究不应忽略的维度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研究 2013年第4期 沈金浩

5931 广西师范大学 论文奖
骈文文论：从辞章之论到气韵之说——论朱

一新“潜气内转”说的内涵、来源与价值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4期 莫道才

5932 重庆工商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散文流变史稿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3年4月 傅德岷

5933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著作奖 （新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董小伟

5934 大理学院 著作奖 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巴蜀书社 2012年6月 朱安女

5935 云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代词学的建立：《词学季刊》与20世纪三

、四十年代的词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9月 傅宇斌

5936 云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明清科举与小说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5月 王玉超

5937 西北大学 著作奖 佛教经典诗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2月 孙尚勇

5938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论“小说界革命”及其后之转向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6期 陈大康

5939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民国小说目录（1912-1920）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12月 刘永文

5940 台州学院 著作奖 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凤凰出版社 2011年7月 张天星

5941 河南科技学院 著作奖
从古典到现代——中国文学演进主潮之1840

～1916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尚静宏

5942 河南大学 论文奖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的诗文与嘉道文

学精神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1年第5期 关爱和

5943 河南大学 著作奖 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2月 胡全章

5944 湖南理工学院 著作奖 晚清四大词人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湖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刘红麟

5945 华南农业大学 论文奖 如社与民国金陵词学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社会科学研究 2013年第6期 李桂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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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6 华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左鹏军

5947 广州大学 论文奖
早期现代经验的诗性领会——清末明初五大

经典诗人研究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 沙红兵

5948 北京大学 论文奖
“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

和意义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当代作家评论 2013年第1期 陈晓明

594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

构为视角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张丽华

5950 北京大学 著作奖 新世纪文学脉象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年4月 邵燕君

5951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分裂的想象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杨庆祥

5952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鲁迅忧思录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人民大学学

出版社
2012年7月 孙郁

5953 清华大学 论文奖
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

的文学行为叙论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

2012年第10、

11、12期
解志熙

5954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2期 李怡

5955 北京语言大学 论文奖
哪一种传统观念?哪一种现代意识?--《玉梨

魂》的男性至情观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南开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 李玲

5956 北京语言大学 著作奖 溯源与比较：当代海峡两岸的小城小说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赵冬梅

5957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张鸿声

5958 中国传媒大学 著作奖 文学现象与文学史风景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3月 逄增玉

5959 南开大学 论文奖 天人关系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变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1期 耿传明

5960 南开大学 著作奖 拯救与逍遥：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精神向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李锡龙（李扬）

5961 吉林大学 论文奖 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1期 张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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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2 吉林大学 著作奖 于无地彷徨——鲁迅作品中的“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6月 苏克军

5963 吉林大学 著作奖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靳丛林

5964 吉林大学 著作奖 穿越时间之河--台湾“创世纪”诗社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白杨

5965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于文夫

5966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中国当代小说中的

传奇叙事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张文东

5967 复旦大学 论文奖
道术必为天下裂，语文尚待弥缝者--中国现

代学术的语文认同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文学

2013年第4、5

期
郜元宝

5968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新满洲”的修辞——以伪满洲国时期的《

新满洲》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理论研究 2013年第1期 刘晓丽

5969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话语与文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年7月 文贵良

5970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上海，1949-

1956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8月 杜英

5971 南京大学 论文奖 重审穆旦诗中“我”的现代性与永恒性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
2013年第3期 李章斌

5972 南京大学 论文奖
世界华文文学：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共

同体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香港文学

2013年5月号

总第341期
刘俊

5973 南京大学 著作奖 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丁帆

5974 江南大学 著作奖
世纪穿行——当代中国文学思想主流与“人

学”思潮之演进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肖向东

5975 浙江大学 论文奖
“都市气”与“乡土气”的冲突与融合--新

世纪以来刘震云的“说话”系列小说论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1年第5期 姚晓雷

5976 山东大学 论文奖 论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创作形态和文学史价值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求是学刊 2011年第1期 贺仲明

5977 武汉大学 论文奖 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 金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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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8 武汉大学 著作奖
走向自由之维--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

潮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秀威资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 陈国恩

5979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集团安徽大学
出版社

2012年5月 许祖华

5980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西部作家精神档案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 李遇春

598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著作奖
“个人”视野中的晚清至五四小说——论现

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8月 罗晓静

5982 湖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现代电影与文学之关联研究——以历史

与比较的视角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年4月 陈伟华

5983 湖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章罗生

5984 中南大学 著作奖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作家出版社 2013年12月 晏杰雄

5985 中山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郭冰茹

5986 中山大学 著作奖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张均

5987 中山大学 著作奖 声音与姿态：中国女性小说叙事形式演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陈淑梅

5988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刘起林

5989 四川大学 著作奖 抗战时期文艺政策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周毅

5990 西南交通大学 著作奖 “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段从学

5991 西南大学 论文奖 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7期 王本朝

5992 西南大学 著作奖 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李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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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3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

态与精神重构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赵学勇

5994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柳青新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吴进

5995 陕西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程国君

5996 北京联合大学 著作奖
混血的生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76-

1985）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王德领

5997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奖 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新星出版社 2011年11月 商昌宝

5998 河北大学 著作奖 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雷鸣

5999 渤海大学 著作奖 文字里的村庄—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韩春燕

6000 长春理工大学 论文奖
“身”之凝视——辜鸿铭与鲁迅两极文化认

同比较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鲁迅研究月刊 2012年第2期 付兰梅

6001 牡丹江师范学院 著作奖 北大荒知青文学：地缘文学的另一副面孔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车红梅

6002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1年12月 李光荣

6003 上海师范大学 著作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杨剑龙

6004 上海大学 著作奖 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董丽敏

6005 苏州大学 论文奖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渡状态”——以

1975-1983年为中心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4期 王尧

6006 苏州大学 著作奖
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

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汪卫东

6007 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五四”后中国佛教文学思想的现代转型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4期 谭桂林

6008 江苏师范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张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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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9 三江学院 著作奖
激流与残冰——启蒙视域中的1990年代中国

大陆戏剧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王勇（海马）

6010 南京晓庄学院 著作奖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余荣虎

6011 徐州工程学院 著作奖 思与诗——郁达夫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年12月 蒋成德

6012 浙江师范大学 论文奖 光焰与迷失：“80后”小说的价值与局限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0期 高玉

6013 杭州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1期 洪治纲

6014 杭州师范大学 著作奖 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刘克敌

6015 绍兴文理学院 著作奖 刘大白评传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2月 刘家思

6016 浙江财经大学 著作奖 伦理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周保欣

6017 安徽大学 著作奖 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2月 王达敏

6018 阜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张堂会

6019 安庆师范学院 论文奖 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语言嬗变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
2012年第2期 王永兵

6020 滁州学院 论文奖
重述记忆：从《呐喊·自序》到《朝花夕拾

》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王国杰

6021 泉州师范学院 著作奖
“解构”语境下的传承与对话：鲁迅与1990

年代后中国文学和文化思潮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古大勇

6022 泉州师范学院 著作奖
叩问美文：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现代

性转型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黄科安

6023 闽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自由主义与新文学现代性品格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胡明贵

6024 江西理工大学 著作奖
诗意回归与审美超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

文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李火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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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5 九江学院 论文奖
城乡焦虑·叙事伦理·和谐意识——新世纪

文学中的＂农民工＂书写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争鸣

2011年8月号

总第205期
江腊生

6026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民族创伤体验与祛蛮写作——沈从文文学创

作中的苗族情结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2年第2期 吕周聚

6027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
2013年第2期 张丽军

6028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创伤体验与茅盾早期小说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2年第2期 贾振勇

6029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朱德发

6030 山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生存境遇的追问:张洁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周志雄

6031 曲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再论五四性爱文学中的女性——以张资平、

叶灵凤、白采等人的作品为例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艺争鸣 2012年5月号 张文娟

6032 聊城大学 著作奖 转型时期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石兴泽

6033 青岛大学 论文奖
“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6期 韩琛

6034 山东女子学院 论文奖 20世纪中国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研究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1年第6期 赵启鹏

6035 郑州大学 著作奖
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瞿秋白文艺思想

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2月 傅修海

6036 河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经典化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文红霞

6037 河南理工大学 著作奖 师陀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王欣

6038 河南大学 著作奖 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刘涛

6039 河南大学 著作奖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中西书局
2012年3月 刘增杰

6040 河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从“玻璃瓶”到“野葫芦”——宗璞的第一

篇小说和她爱情书写的诗学特征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2年第4期 孙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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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1 商丘师范学院 著作奖
变革中的启蒙诉求——中国左翼启蒙派文艺

思潮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9月 刘骥鹏

6042 洛阳理工学院 著作奖 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刘保亮

6043 郑州师范学院 论文奖 “海派播音话剧”钩沉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新文学史料 2013年第二期 尹诗

6044 长江大学 著作奖 留学生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1月 沈光明

6045 湖北工程学院 著作奖 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11月 周水涛

6046 长沙理工大学 著作奖 穆旦评传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易彬

6047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楹联传统与中国新文学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0期 肖百容

6048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岳凯华

6049 湖南师范大学 著作奖
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

辩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杨经建

6050 衡阳师范学院 著作奖 茅盾文学奖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6月 任美衡（任东华）

6051 华侨大学 著作奖 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刘文辉

6052 暨南大学 著作奖
文选运作与当代文学生产：以文学选刊与小

说发展为中心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罗执廷

6053 广州大学 著作奖 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0月 哈迎飞

6054 广州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付祥喜

6055 广西师范学院 论文奖
真实：“花非花”——一个问题、两部小说

、三点启发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南方文坛 2012年第2期 李仰智

6056 广西师范学院 论文奖
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1930年代新诗的一

种倾向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2年第5期 罗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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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7 海南师范大学 论文奖 性觉醒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2年第1期 徐仲佳

6058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张全之

6059 重庆师范大学 著作奖 重庆抗战文学区域性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重庆师范大学 2012年1月 靳明全

6060 成都学院 著作奖
民族·国家与文学史地理——1950-1980中

国现代文学史叙述形态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胡希东

6061 贵州师范大学 论文奖
法外权势的失落与村落秩序的重建——以赵

树理四十年代小说为例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2年第6期 颜同林

6062 贵州民族大学 著作奖 胡适的文学思想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4月 庄森

6063 贵州民族大学 著作奖 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8月 杜国景

6064 曲靖师范学院 著作奖 中国现代文人与上海文化场域(1927—1933)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年6月 高兴

6065 曲靖师范学院 著作奖 茅盾小说历史叙事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梁竞男

606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论文奖 论《带灯》及贾平凹中国式文学叙事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小说评论 2013年第4期 韩鲁华

6067 西安文理学院 论文奖 “仁义”传统与铁凝小说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3期 刘惠丽

6068 青海民族大学 论文奖
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荒诞——论扎西达娃《

骚动的香巴拉》中的存在意识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北方论丛 2011年第二期 雷庆锐

6069 喀什师范学院 著作奖 新怨恨理论视界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王明科

6070 昌吉学院 论文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叙事中的女性角色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南开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王志萍

6071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论文奖
思想遇合与人事机缘——周作人任教燕京大

学缘由考辨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 王翠艳

6072 山东大学 论文奖
第三元：百年海外华人文学经典化的一种视

角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
2013年第10期 黄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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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3 西北大学 著作奖
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

学社团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武汉出版社 2011年1月 周艳芬

6074 东南大学 著作奖 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10月 王珂

6075 首都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诗歌通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赵敏俐

6076 常熟理工学院 著作奖 中国新诗发生论稿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许霆

6077 温州大学 著作奖 中国古代曲体文学格律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2年3月 俞为民

6078 西藏民族学院 研究报告奖 西藏著名藏戏队生存困境及其对策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汉语 中国文学
西藏自治区群众

艺术馆（区非遗
保护中心）

2013年11月 李宜

6079 黄山学院 著作奖 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凤凰出版社 2011年1月 张振国

6080 山西大学 著作奖 中国鼓词文学发展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李雪梅

6081 北京师范大学 著作奖 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万建中

6082 复旦大学 论文奖
信仰：支撑口传文学传承的一种内在力量—

—以江苏省芦墟镇刘王庙“赞神歌”活动为
个案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山东社会科学 2012年第9期 郑土有

6083 上海交通大学 著作奖 中国民间文学通史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线装书局 2012年3月 高有鹏

6084 山东大学 论文奖
从审美习俗到话语实践：中国民间歌谣中的

身体意识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民族文学研究 2013年第4期 曹成竹

6085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6月 刘守华

6086 湖北民族学院 论文奖 土家族民间故事的结构图景与意义深描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民族文学研究 2012年第6期 李莉

6087 湖南科技大学 著作奖
演剧、仪式与信仰－－民俗学视野下的例戏

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李跃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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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8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

学院
著作奖 黔西北汉语民间歌谣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杨庆鹏

6089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著作奖 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 著作
苗文

汉语
英语

中国文学
贵州出版集团 贵

州民族出版社
2012年9月 吴一文

6090 延安大学 著作奖 陕北说书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孙鸿亮

6091 青海民族大学 著作奖 藏族民间文学研究 著作 藏语 中国文学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3年10月 羊毛吉

6092 东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侯颖

6093 内蒙古大学 著作奖 蒙古族诗歌现代转型 著作 蒙古语 中国文学
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
2013年4月 丁玉龙

6094 内蒙古师范大学 著作奖
《蒙古秘史》与罗《黄金史》：文化变迁研

究
著作 蒙古语 中国文学

内蒙古出版集团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杭爱

6095 青海民族大学 著作奖 德都蒙古文学史 著作 蒙古语 中国文学
北京：民族出版

社出版
2013年6月 才仁巴力

6096 青海民族大学 著作奖 夏日东大师传略 著作 藏语 中国文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8月 索南尖参

6097 新疆师范大学 著作奖 维吾尔民间歌谣研究 著作 维吾尔语 中国文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7月 祖木拉提·哈帕尔

6098 喀什师范学院 论文奖
维吾尔族古典诗歌“头韵”传统的形成与演

变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西北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1年第6期 欧阳伟

6099 伊犁师范学院 著作奖 哈萨克诗歌研究 著作 哈萨克语 中国文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11月 斯拉依勒·斯哈克

6100 长春理工大学 著作奖 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诗歌创作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民族出版社 2011年11月 尹晓琳

6101 西北民族大学 著作奖 北朝民族文学叙论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华书局 2011年5月 高人雄

6102 大连民族学院 著作奖 《乌布西奔妈妈》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3月 郭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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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大连民族学院 著作奖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7月 李晓峰

6104 大理学院 著作奖
民族性与地域性：云南文学永远的信念坚守

与梦想超越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纳张元

6105 宁夏师范学院 论文奖 回族文学中的清真寺及话语阐释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回族研究 2012年第4期 苏文宝

6106 新疆大学 著作奖
“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的阐释与实践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欧阳可惺

6107 新疆大学 著作奖 萨都剌文献考辨 著作 汉语 中国文学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段海蓉

6108 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及其意义 论文 汉语 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4期 任翔

6109 宁夏大学 论文奖
论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一种方法论的

探讨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2年第3期 白建灵

6110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学术与信仰：宗教史家陈垣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1月 刘贤

6111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当代宗教多元论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3年11月 王志成

6112 四川大学 著作奖 中国宗教思想通论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詹石窗

6113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中国信仰社会学论稿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3年6月 李向平

6114 黑龙江大学 论文奖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军队合作——随军牧师传

统的重拾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
2013年第5期 胡巍葳

6115 大理学院 论文奖
民族之间通婚影响多宗教和谐共处的研究—

—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1年第6期 张桥贵

6116 玉林师范学院 著作奖 道教农学思想发凡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6月 袁名泽

6117 吉首大学 著作奖 湘西原始宗教艺术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11月 陆群

6118 遵义师范学院 著作奖 黔北仡佬傩仪式大观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1月 罗中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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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9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中国宗教史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麻天祥

6120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批判佛教”的批判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张文良

6121 南京大学 著作奖 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 杨维中

6122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中观心论》及其古注《思择焰》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4月 何欢欢

6123 中山大学 论文奖
经史之间：印顺佛教经史研究与近代知识的

转型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中国哲学史 2013年第1期 龚隽

6124 滁州学院 著作奖 禅宗北宗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3年10月 韩传强

6125 山东理工大学 著作奖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年8月 陈红兵

6126 西北师范大学 著作奖 禅宗自由观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年10月 贾应生

6127 石河子大学 著作奖 法藏圆融之“理”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巴蜀书社 2013年12月 孙业成

6128 西藏大学 论文奖 略论因明学的遣余分类 论文 藏语 宗教学 西藏大学学报 2012年第4期 旦巴次仁

6129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西书局 2011年6月 叶少勇

6130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曹刚华

6131 清华大学 论文奖
智憬与《起信论同异略章》、《一心二门大

意》——中日韩佛教思想交流的“边地情绪
”和“伪托现象”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3年第4期 圣凯

6132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坛经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12月 哈磊

613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著作奖 法句譬喻经注译与辨析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5月 荆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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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4 长春理工大学 论文奖 《华严经》研究综述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古籍整理研究学

刊
2013年第5期 单欣

6135 中国人民大学 著作奖 唐前中国佛教史论稿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3年5月 张雪松

6136 复旦大学 论文奖
“菩萨苦行”文献与苦行观念在印度佛教史

中的演变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历史研究 2012年第2期 刘震

6137 南京大学 论文奖
空海与中国唐密向日本东密的转化——兼论

道教在日本的传播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2年第5期 洪修平

6138 浙江理工大学 著作奖 晚清政治与佛学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蒋海怒

6139 武汉大学 著作奖 东晋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高文强

6140 浙江工商大学 著作奖 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2月 王仲尧

6141 安阳师范学院 论文奖
试论清末民初（1895-1916）的佛教寺产所

有权问题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2年第1期 许效正

6142 华南农业大学 论文奖
佛教寺院物业管理改革的现状与对策初探—

—以广东佛教寺院的实践为中心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2年第6期 何方耀

6143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希伯来圣经之十诫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田海华

6144 浙江大学 著作奖
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的逻各斯基督论（第二版）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章雪富

6145 武汉大学 论文奖 早期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的相遇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1年第2期 翟志宏

6146 山西大学 著作奖 法律与君王：论君王与人民之正当权力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复旦大学出报社 2013年10月 李勇

6147 华中科技大学 著作奖 马丁·路德天职观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林纯洁

6148 兰州大学 著作奖
从罪过之辩到克罪改过之道——以《七克》

与《人谱》为中心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韩思艺

6149 四川大学 著作奖 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巴蜀书社 2013年11月 陈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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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0 湖北大学 著作奖 基督的新娘——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康志杰

6151 暨南大学 论文奖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与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

策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1年第1期 陈才俊

6152 四川文理学院 著作奖
医疗与布道：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医

疗服务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10月 邓杰

6153 新疆师范大学 论文奖 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7期 牛汝极

6154 北京大学 著作奖 东正教圣像史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徐凤林

6155 清华大学 论文奖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书法考论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道風：基督教文

化評論

2011年春第三

十四期
朱东华

6156 华东师范大学 著作奖
圣像的修辞：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

的变迁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3月 褚潇白

6157 上海大学 论文奖 梵蒂冈网络传播态势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1年第1期 许正林

6158 浙江传媒学院 著作奖 传教士中文报刊史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赵晓兰

6159 宁夏大学 著作奖 《古兰经》注释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金忠杰

61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著作奖 中东国家的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时事出版社 2011年12月 马丽蓉

6161 北方民族大学 著作奖 西北伊斯兰教社会组织形态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7月 丁明俊

6162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奖 老子集成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年5月 熊铁基

6163 华侨大学 著作奖
道教科技思想史料举要——以《道藏》为中

心的考察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蒋朝君

6164 浙江大学 著作奖 江西道教史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华书局 2011年8月 孔令宏

6165 厦门大学 论文奖 白玉蟾活动区域考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2年第6期 黄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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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6 四川大学 著作奖
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

变及影响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郭武

6167 四川大学 著作奖
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上、下册）——道派

、历史、文献与思想综合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6月 盖建民

6168 齐鲁工业大学 论文奖
先秦时期山东地区的巫文化与山东道教的产

生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2年第2期 赵芃

6169 四川大学 著作奖
宋代道教审美文化研究——两宋道教文学与

艺术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查庆

6170 南京大学 论文奖 希伯来圣经性别结构批判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
2011年第5期 方蔚林

6171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奖 城市化过程中的民间信仰遗产保护研究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2年第4期 田兆元

6172 浙江大学 著作奖 三一教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何善蒙

6173 楚雄师范学院 论文奖 楚雄地方女神“塔凹奶奶”信仰的图像证据 论文 汉语 宗教学 文化遗产 2012年第3期 李金莲

6174 中央民族大学 著作奖 苯教史纲要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才让太

6175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西藏本教研究—岷江上游本教的历史与现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民族出版社 2013年1月 同美

6176 西南民族大学 著作奖 藏族雍仲本教史妙语宝库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民族出版社 2012年12月 刘勇

6177 广西民族大学 著作奖 信仰治疗——广西盘瑶巫医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12月 罗宗志

6178 北京大学 著作奖 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张志刚

6179 上海大学 著作奖
全球化、公共宗教及世俗主义——基督教与

伊斯兰教的比较研究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刘义

6180 华东政法大学 著作奖 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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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1 复旦大学 著作奖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著作 汉语 宗教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徐以骅

6182 浙江大学 成果普及奖 数学与人类文明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8月 蔡天新

6183 华中农业大学 成果普及奖 转基因作物与我们的生活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科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国家农业生命科学

技术科普基地

6184 华中农业大学 成果普及奖 一只萤火虫的旅行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上海锦绣文章出

版社
2011年8月 付新华

6185 黑龙江大学 成果普及奖 我爱红尘——凡人眼中的《金刚经》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华书局 2013年2月 刘冬颖

6186 福建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钓鱼岛：历史与主权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海洋出版社 2013年4月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

区域研究中心

6187 大理学院 成果普及奖 白族的建筑与文化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寸云激

6188 西南大学 成果普及奖 留守儿童个性完善手册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西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6月 高雪梅

6189 西南交通大学 成果普及奖 灾后心理重建指南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宁维卫

619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成果普及奖 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7月 张新民

6191 武汉大学 成果普及奖 毛泽东智慧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萧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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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2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成果普及奖 不疯魔，不哲学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年8月 张明明（哲不解）

6193 北京大学 成果普及奖 科学的历程（第三版）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3年9月 吴国盛

6194 北京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一本书读懂中国智慧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0月 李晓东

6195 聊城大学 成果普及奖 一本就通中国哲学史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台湾）联经出

版事业公司
2011年6月 江心力

6196 西南交通大学 成果普及奖 《华阳国志》译注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汪启明

6197 上海外国语大学 成果普及奖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1年6月 金立鑫

6198 北京大学 成果普及奖 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1月 项梦冰

6199 南京工业大学 成果普及奖 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常用统计方法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1年6月 鲍贵

6200 华东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汉字中的符号之美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文汇出版社 2013年3月 王元鹿

6201 山东大学 成果普及奖 人文博物馆·文学卷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1年9月 王汶成

6202 河南大学 成果普及奖 学术研究方法与规范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华书局 2013年5月 张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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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3 华东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日常生活中的美学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朱志荣

6204 上海政法学院 成果普及奖 世说新语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华书局 2011年5月 沈海波

6205 安徽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唐诗选注评鉴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3年9月 刘学锴

6206 东北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元曲三百首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长春出版社 2011年6月 张人和

6207 淮阴师范学院 成果普及奖 淮安有部西游记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蔡铁鹰

6208 北京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2年6月 于丹

6209 山西大学 成果普及奖 国学之道——谈中国人生智慧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郭万金

6210 福建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敦煌变文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年11月 李小荣

6211 中国传媒大学 成果普及奖 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颜浩

6212 重庆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中国20世纪日札写作教育研究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刘中黎

6213 韩山师范学院 成果普及奖 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花城出版社 2012年10月 林伦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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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浙江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接力出版社 2011年9月 彭懿

62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成果普及奖 一个人的欧洲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湖北省长江文艺

出版社
2012年9月 阎伟（司马不迁）

6216 中央民族大学 成果普及奖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概观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2013年12月 柯琳

6217 武汉音乐学院 成果普及奖 西方音乐史基础知识100问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2年10月 汪申申

6218 武汉音乐学院 成果普及奖 笛声中的艺术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9月 涂琳

6219 南京大学 成果普及奖 正名中国：胡阿祥说国号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华书局 2013年1月 胡阿祥

6220 滨州学院 成果普及奖 一本书读懂春秋战国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华书局 2011年9月 李靖莉

6221 浙江大学 成果普及奖 诗说秦汉史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年10月 龚延明

6222 西北大学 成果普及奖 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3年5月 陈峰

6223 辽宁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囚徒天子光绪皇帝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1月 喻大华

6224 陕西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陕西光复—辛亥革命在陕西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陝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张华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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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鲁东大学 成果普及奖 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年6月 俞祖华

6226 东北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古埃及之谜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1年1月 李晓东

6227 东北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吴宇虹

6228 上海交通大学 成果普及奖 科学外史（I）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江晓原

6229 合肥工业大学 成果普及奖 千年一笔谈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4月 钱斌

6230 北京大学 成果普及奖 叠翠-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藏青瓷精品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文物出版社 2013年11月
北京大学考古学研

究中心

6231 中国人民大学 成果普及奖 双赢的未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11月 黄卫平

6232 南开大学 成果普及奖 柏桦讲明清妙判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东方出版社 2013年5月 柏桦

6233 辽宁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配套解读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法律出版社 2012年2月 于沛霖

6234 南开大学 成果普及奖 大家精要·张载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1年1月 宣朝庆

6235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成果普及奖 羊皮书——中国羌族的历史与文化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8月 焦虎三

第 419 页，共 420 页



6236 山东大学 成果普及奖 文明的历程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 高奇

6237 中国传媒大学 成果普及奖 寻访祖父的秘方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刘宏

6238 北京师范大学 成果普及奖 北京教育史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学苑出版社 2011年12月 俞启定

6239 北华大学 成果普及奖 卢梭《爱弥儿》的教育思想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12月 李清雁

6240 中国人民大学 成果普及奖 宏观算大账-经济统计随笔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高敏雪

6241 宁夏医科大学 成果普及奖 核心价值与人文医学 普及读物 汉语 成果普及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
2012年1月 田淑卿

第 420 页，共 42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