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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以获奖等级和姓氏笔画为序

东北师范大学近五年社科重要获奖信息列表

）

（2020年）

作者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王占仁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通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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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出版中心 一等奖

于伟 “率性教育”：建构与探索 《教育研究》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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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中国农村教育

发展研究院
乡村小规模学校调查报告 有关部门采纳 二等奖

田克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 人民出版社 二等奖

吕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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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邬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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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 二等奖

张澍军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定位与运行特征 《教育研究》 二等奖

郑德荣 毛泽东思想纵横观 人民出版社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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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尹爱青 音乐审美教育的人学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等奖

赵轶峰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 科学出版社 三等奖

刘善槐 我国农村教师编制结构优化研究 《教育研究》 青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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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2021年）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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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网信办 一等奖

姜殿坤 中国美术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等奖

柳海民 教育学原理：历史性飞跃及其时代价值 《教育研究》 二等奖

李广
中国教师发展报告2019：中小学教师队伍建

设的成就、挑战与举措
科学出版社 二等奖

秦玉友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评价研究 社科文献出版社 二等奖

刘善槐 我国义务教育资源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教育研究》 二等奖

朱文辉
学术治理的内卷化：内涵表征、生成机理与

破解之道
《高等教育研究》 二等奖

于伟 率性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三等奖

盖笑松 积极心理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三等奖

曲铁华 改革开放40年教师教育改革与未来展望 《教育研究》 三等奖

柏路 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困境与超越 《社会科学战线》 三等奖

杨卫安
乡村小学教师补充政策演变：70年回顾与展

望
《教育研究》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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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2年）

姓名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获奖等级

田克勤、田天亮
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等奖

柳海民、邹红军
教育学原理：历史性飞跃及其时代价值——纪

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教育研究》 一等奖

韩东育 德川幕府后期日本财政改革的正当性悖论 《中国社会科学》 一等奖

邬志辉等 中国农村教育：政策与发展1978—20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一等奖

刘桂芝、崔子傲 地方政府权责清单中的交叉职责及其边界勘定 《理论探讨》 一等奖

刘善槐、王爽 我国义务教育资源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教育研究》 一等奖

张喜红
责任政治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关系、路径与

指向
《学习与探索》 一等奖

赵强
“中国美学”的现代出场及蝉蜕轨迹——一个

问题史的考察
《文艺理论研究》 一等奖

柏路 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困境与超越 《社会科学战线》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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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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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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部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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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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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万国、周秀霞
数字学术信息资源保障的国家协同布局模式研

究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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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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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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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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部门采纳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