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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
认知方式和情绪对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的影响及对震
后创伤障碍患者的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09YJAXLX015 李寿欣 7 0.7 中检通过

山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宽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自筹经费项目 09YJE880004 谭维智 0 0 中检通过

山东师范大学
语言与生态——西方自然语言观与当代生态诗学、
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建构

青年基金项目 09YJC751054 赵奎英 5 0.5 中检通过

山东艺术学院
北朝服饰探究——基于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的综合
考察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80012 宋丙玲 6.5 0.7 中检通过

山东政法学院 东西部合作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基地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80078 刘立敏 7 0.7 中检通过
山东政法学院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状况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20120 杨敏 8 0.8 中检通过

山西财经大学 企业网络组织的负效应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630137 孙国强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债权治理效应研究——基于
代理成本和投资效率双重因素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630190 油晓峰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现阶段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09YJA790130 李玲娥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思想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9YJC720027 李鹏 5 0.5 中检通过
山西大同大学 诗与学术之间：中国现代诗人与古典学术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51040 刘殿祥 9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发表成果
山西大同大学 金代科举与文学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51064 裴兴荣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同大学
高校跨学科团队知识整合机制及其对创新绩效影响
的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630423 朱少英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晋冀蒙三省交界地区晋语的比较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40002 白静茹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魏晋北朝并冀二州士族群体比较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70024 范兆飞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中国东部“城镇密集区”的历史地理回归——基于
山东半岛区域的考察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70045 李嘎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排队系统中决策主体的博弈行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630114 李继红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中学生暴力的心理干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80085 刘丽 9 中检未通过 无成果材料
山西大学 文化制度变革与传统戏曲发展研究：以晋剧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ZH061 邱怀生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转型与重构：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10038 上官酒瑞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与法律硕士培养模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20089 史凤林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隐于幕后：苏联与朝鲜战争关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70045 宋晓芹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集体化时期农业技术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以晋水
流域为中心的“田野与社会”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70077 苏泽龙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量子计算中的哲学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20042 王凯宁 7 0.7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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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
从鲍曼技术大学发展看俄罗斯高等工程教育思想演
变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80121 王莉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改革 放以来山西民间信仰的复兴与演变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30014 王守恩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中西古代文学教育比较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ZH161 王炜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易学科学思想——宋代易学六十四卦自然观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20034 辛翀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青少年道德推脱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后果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XLX021 杨继平 8.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51116 张建伟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电视文化环境对小学教育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ZH135 赵瑞锁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规则遵循相关问题的语义分析及语境解释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20065 赵晓聃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劳动关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10009 邸敏学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明代科举与文学 青年基金项目 09YJC751056 郭万金 5 0.5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矿产资源有偿取得法律问题研究——以山西煤炭资
源有偿使用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09YJA820050 王继军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警官高等专科
学校

知识产权担保制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20049 李鹃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师范大学
跨国公司投资、资产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90043 樊增强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师范大学 晚清汉学群体与近代社会变迁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70086 王惠荣 6 0.6 中检通过
山西师范大学 蒲剧史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60058 王星荣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的人类学视阈——以中国民间祭祀戏剧为切入
点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60077 王志峰 6 0.6 中检通过

山西师范大学
公职人员转移非法所得的途径与上游经济犯罪类型
的关联性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630182 薛耀文 7.4 0.7 中检通过

山西师范大学
通向城市的阶梯：建国以来农村基础教育功能的历
史考察——一项对受教育者的口述史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80150 于珍 6.2 0.6 中检通过

山西师范大学 素质教育推进中农村骨干教师专业成长的行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80175 朱晓民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师范大学 宋元民间交际应用类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70082 仝建平 7 0.7 中检通过
山西师范大学 我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发展转型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80159 闫建璋 9 0.9 中检通过

山西中医学院
明清江南医学学派之比较研究——以吴中、新安和
钱塘医派为中心

青年基金项目 09YJC770048 冯丽梅 5 0.5 中检通过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西部地区民办高校贫困生人格教育的特殊性研究—
—以陕西民办高校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0XJA710005 王立新 3 0.3 中检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