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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以来社科重要获奖信息列表 

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20年） 

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作者 等级 

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

过程 
著作 韩东育 一等奖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通论 著作 王占仁 一等奖 

毛泽东思想纵横观 著作 郑德荣 二等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 著作 田克勤 二等奖 

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 著作 梁茂信 二等奖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定位与运行特征 论文 张澍军 二等奖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政策选

择 
论文 邬志辉 二等奖 

“率性教育”：建构与探索 论文 于伟 二等奖 

基于教育公平的基础教育课程发展质量考察维度构建 论文 吕立杰 二等奖 

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

国都市国家论” 
论文 王彦辉 二等奖 

乡村小规模学校调查报告 
咨询服务报

告 

中国农村教育 

发展研究院 
二等奖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 著作 赵轶峰 三等奖 

音乐审美教育的人学研究 著作 尹爱青 三等奖 

我国农村教师编制结构优化研究 论文 刘善槐 青年奖 

 

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5年）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林志纯著（已故）， 

张强，刘军整理 
日知文集（五卷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等奖 

韩东育 
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

（1592-1945） 
《中国社会科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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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仁 著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导论 人民出版社 二等奖 

梁茂信 著 现代欧美移民与民族多元化研究 商务印书馆 二等奖 

邬志辉 
关于制定《规范农村学校布局调整

若干规定》的政策建议 
有关部门采纳 二等奖 

史宁中，孔凡哲 主编 
十二个国家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国际比较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三等奖 

徐敦广 论当代民族声乐的美学复归 
《东北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三等奖 

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3年）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韩东育 
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

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二等奖 

刘建军 
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从公元5 世纪到13 

世纪末） 
中华书局 二等奖 

赵轶峰 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三等奖 

马云鹏、赵冬臣、韩继伟 教师专业知识的测查与分析 《教育研究》 三等奖 

曲铁华、李娟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等奖 

邬志辉 农村学校撤并决策的程序公正问题探讨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报》 
三等奖 

李忠军 意识形态安全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等奖 

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2016）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马云鹏、张春莉、孔凡哲、

孙兴华 
小学数学教学论（第四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等奖 

解月光 
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及 

发展研究 
人民出版社 二等奖 

柳海民、周霖、王澍、姚

玉香、林丹 
重大成就:教育基本理论的创新发展 《教育研究》 二等奖 

邬志辉、史宁中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十年走势与 

政策议题 
《教育研究》 二等奖 

史宁中、邬志辉、刘善槐、

秦玉友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推进中农村教育布

局调整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三等奖 

王占仁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的体系架构与理

论价值 
《教育研究》 三等奖 

张向葵、张斯珉 幼儿心性教育刍议 《教育研究》 三等奖 

凡勇昆、邬志辉 
我国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研究报告 
《教育研究》 三等奖 

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2013）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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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邬志辉、秦玉友、陈学军、

安晓敏、王海英 
学校教育现代化指标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孙彩平 道德教育的伦理谱系 人民出版社 三等奖 

马云鹏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进程、特征分析

与推进策略 
《课程·教材·教法》 三等奖 

熊 梅、王廷波、王艳玲、

脱中菲、卜庆刚、周晶 

校本课程开发的行动研究——来自一所

小学的课程创新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三等奖 

孔凡哲 教科书质量研究方法的探索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等奖 

于伟 教育观的现代性危机与新路径初探 《教育研究》 三等奖 

柳海民、涂艳国、冯建军、

周鸿、刘旭东、孙阳春 
现代教育原理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等奖 

杨颖秀 
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的十年演进及重大

转变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三等奖 

第十二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8年） 

姓 名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邵志豪 新时期青少年德育本质意涵论析 《社会科学战线》 一等奖 

于伟 “率性教育”：建构与探索 《教育研究》 一等奖 

吕立杰、马云鹏 
基于教育公平的基础教育课程发展质量

考察维度构建 
《教育研究》 一等奖 

王彦辉 秦汉户籍管理与赋役制度研究 中华书局 一等奖 

朱寰 世界古代史（上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等奖 

韩东育 
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

中心化”之行动过程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一等奖 

王来特 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 《历史研究》 一等奖 

田克勤 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 人民出版社 一等奖 

张凤荣 
中小企业低碳社会责任推进策略——基

于东北地区职业群体的实证研究 
人民出版社 一等奖 

庞立生 现代性图景与哲学的视界 人民出版社 一等奖 

韩秋红 
“西方哲学中国化”历史与逻辑的静态分

层与动态更迭 
《求是学刊》 一等奖 

姓 名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邬志辉 
农村教学点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建议实施

“农村教学点振兴计划” 
 一等奖 

王占仁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通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等奖 

杨晓慧 思想政治教育前沿译丛 人民出版社 一等奖 

刘万国、周秀霞 数字学术信息资源保障的国家协同布局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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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研究 

刘研 
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村

上春树论 
商务印书馆 一等奖 

王确 勿以艺术教育绑架审美教育 《当代文坛》 一等奖 

张洪兴 百年国学研究中的五大争议 《学术探索》 一等奖 

刘桂芝 
中国县乡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的财政支

持研究 
人民出版社 一等奖 

张喜红 
包容性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内在情

怀 
《学习与探索》 一等奖 

第十一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7年） 

姓 名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胡海波 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生命精神研究 人民出版社 一等奖 

梁茂信 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等奖 

刘建军 
圣俗相依——刘建军教授讲基督教文化

与西方文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一等奖 

韩东育 战后七十年日本历史认识问题解析 《中国社会科学》 一等奖 

秦玉友 
多不多？难不难？累不累？——中小学

生课业负担调查研究 
《课程·教材·教法》 一等奖 

孙洛丹 

汉文圈的多重脉络与黄遵宪的“言文合

一”论——《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字》

考释 

《文学评论》 一等奖 

王升远 
“文明”的耻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

的北京天桥体验 
《外国文学评论》 一等奖 

王彦辉 
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

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 
《中国社会科学》 一等奖 

杨 弘 
论“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党内民主建

设的方向和着力点 
《理论探讨》 一等奖 

姓 名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张澍军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定位与运行特征 《教育研究》 一等奖 

苗 威 亟须加强渤海史研究 研究报告 一等奖 

第十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4年）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林志纯著，张强整理 日知文集 高等教育出版社 荣誉奖 

韩东育  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 一等奖 

袁家东  
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与东亚地缘政治格

局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 一等奖 

王确 中国美学转型与生活美学新范式 《哲学动态》 一等奖 

邬志辉 调整和完善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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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政策的建议 《教育政策决策参考》 

柳海民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与

贡献  
《教育研究》 一等奖 

于伟 
先秦儒家之“礼”与我国教育的教化功

能 
《教育研究》 一等奖 

吴长安 汉语名词、动词交融模式的历史形成 《中国语文》 一等奖 

王占仁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导论 人民出版社 一等奖 

庞立生  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  《哲学研究》 一等奖 

于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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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等奖 

吴国萍 信息披露违规—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 科学出版社 一等奖 

李彩华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与党的区域发展理念

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等奖 

王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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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文学评论》 一等奖 

刘善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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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 一等奖 

张杨 
官智合流：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学术

复合体”初探 
《社会科学战线》 一等奖 

李广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特征及其

文化阐释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一等奖 

李涛 
中国实施“异地高考”政策后亟待预防

的三重风险 
《教育发展研究》 一等奖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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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等奖 

侯素芳  经典重温的教育学意蕴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一等奖 

赵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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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教育研究》 一等奖 

秦玉友  
教育发展浪潮与中国教育政策的多层设

计  
《教育发展研究》 一等奖 

梁荣华  

“全球化创造性人才教育”理念下的韩

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2009年课程

修订为中心  

《外国教育研究》 一等奖 

蒋菲  
正义与关怀：美国高校学科课程中的道德

教育  
《社会科学战线》 一等奖 

第九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2年）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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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王彦辉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  中华书局 一等奖 

史桂芬  
政府间财政能力配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等奖 

曲铁华、李娟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等奖 

李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研究  东北师大出版社 一等奖 

谷峪、姚树伟  
职业教育·生涯教育·终身教育——转

型期日本职业教育发展及其启示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等奖 

尹奎杰、贾国发  法治建设需要构建理性的权利文化  光明日报 一等奖 

刘建军  对欧洲中世纪文学几个关 《外国文学评论》 一等奖 

第八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0年）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杨晓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全过程论析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一等奖 

韩东育  
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

化之思想过程  
台湾大学台大出版中心 一等奖 

柳海民、王晋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建

构中层理论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一等奖 

马云鹏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进程、特征分析

与推进策略  
《课程·教材·教法》 一等奖 

支大林  区域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  商务印书馆 一等奖 

张世超  七言诗的起源及相关问题今论  《山西大学学报》 一等奖 

张未民  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  《文艺争鸣》 一等奖 

安烨  外部冲击与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优化  光明日报 一等奖 

曲铁华  教师专业发展与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  《教育研究》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