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基地名称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学校名称 项目编号 成果形式
研究经费
（万元）

1 环境负债计量、披露与江西矿山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郑小平 东华理工大学 JD17001 专著 3

2
矿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研究：组织的战略和高管
特征视角

赵建彬 东华理工大学 JD17002
系列论文（CSSCI期刊论
文不少于2篇）

3

3
新常态下铀矿行业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以中铀
有限公司为例

蔡伟 东华理工大学 JD17003
系列论文（CSSCI期刊论
文不少于2篇）

3

4
东华理工大学核资源与
环境经济研究创新团队

基于融资视角的矿业企业社会责任价值研究 熊国保 东华理工大学 JD17004 研究报告1份、论文1-2篇 3

5
跨界想象与文化汇流：现代戏曲舞台上的西方话剧经典研
究

刘文辉 东华理工大学 JD17005
论文3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2篇）

2

6 晚明江右曲家郑之文《旗亭记》研究 涂育珍 东华理工大学 JD17006
论文3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2篇）

2

7 英语世界中的“四梦”研究综论 沈兴涛 东华理工大学 JD17007
论文3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2篇）

2

8
赣南师范大学当代影视
文学与文化研究创新团

队

红色经典名著影视改编与传播研究 肖灵 赣南师范大学 JD17008
论文2篇（CSSCI期刊、中
文核心各1篇）

2

9 高校国际化背景下大学生全球化能力培养研究 金海京 赣南师范大学 JD17009
论文3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2篇）

2

10 江西民办幼儿园特色发展路径与策略研究 陈昕 赣南师范大学 JD17010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3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2篇）

2

11 客家民情与地方治理研究 吴玉彬 赣南师范大学 JD17011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期刊论文1篇

2

12 理学传播与客家教育发展 蔡慧 赣南师范大学 JD17012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期刊论文2篇

2

13 族群社会网络与区域经济发展 刘晓莲 赣南师范大学 JD17013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期刊论文3篇

4

14 苏区精神与党员政治忠诚教育研究 程东旺 赣南师范大学 JD17014
咨询报告1份、CSSCI期刊
论文2篇

3

15 《陈诚文库》整理与研究 李霞 赣南医学院 JD17015 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2篇 3

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
研究中心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
中心

201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
创新团队研究项目立项一览表

东华理工大学地质资源
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戏剧
资源研究中心

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经济
研究中心



16 免费医学生职业认同现况及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郑亚楠 赣南医学院 JD17016
2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4

篇（中文核心至少2篇）
1

17 免费医学生职业理想问题及对策研究 谢清平 赣南医学院 JD17017
1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2

篇（中文核心至少1篇）
1

18 我国面向农村培养医学人才发展历程研究 蔡德清 赣南医学院 JD17018
1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1-

3篇（中文核心至少1篇）
1

19 工程口译翻译服务规范研究 刘庆雪 华东交通大学 JD17019
1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3

篇（中文核心至少1篇）
2

20 涉外高铁项目谈判话语研究 唐斌 华东交通大学 JD17020
1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3

篇（中文核心至少1篇）
2

21 中国高铁海外形象话语建构研究 肖群 华东交通大学 JD17021
1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3

篇（中文核心至少1篇）
2

22 涉外工程招标文件翻译质量评价研究 杨明 华东交通大学 JD17022
1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3

篇（中文核心至少1篇）
2

23
华东交通大学女性研究

所
女大学生就业创业与职业发展研究 陈鹰 华东交通大学 JD17023

著作1部或论文3篇
（CSSCI期刊1篇、中文核
心2篇）

2

24
华东交通大学体育健身

研究中心
下肢静力性力量干预训练对老年膝关节炎患者的生物力学
特征影响分析

王志斌 华东交通大学 JD17024
研究报告1篇、论文3篇
（其中CSSCI期刊1篇）

2

25 科技创新法律制度研究 胡小伟 华东交通大学 JD17025

专著1部或论文3篇（其中
CSSCI期刊至少1篇或省领
导批示报告1份、核心论
文2篇）

2

26 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研究 胡卫萍 华东交通大学 JD17026

专著1部或论文3篇（其中
CSSCI期刊至少1篇或省领
导批示报告1份、核心论
文2篇）

2

27 宪法视野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梁成意 华东交通大学 JD17027

专著1部或论文3篇（其中
CSSCI期刊至少1篇或省领
导批示报告1份、核心论
文2篇）

2

28 知识产权支撑赣江新区创新发展研究 张祥志 华东交通大学 JD17028

专著1部或论文3篇（其中
CSSCI期刊至少1篇或省领
导批示报告1份、核心论
文2篇）

2

华东交通大学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

赣南医学院农村（社
区）医学教育研究中心

华东交通大学交通与工
程应用翻译研究中心



29 财务视角下江西小微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研究 王光俊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29
专著1部或CSSCI期刊论文
2篇、研究报告1篇

2

30 基于综合比较优势的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张利国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30
专著1部或CSSCI期刊论文
2篇、研究报告1篇

2

31
江西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适应过程------基于双重身
份认同的研究

杨建锋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31
专著1部或CSSCI期刊论文
2篇、研究报告1篇

2

32 供给侧改革视野下地方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法治化研究 刘先良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32
2-3万字研究报告1份、
CSSCI期刊论文1篇

2

33
省以下环境监测机构直管与地方政府属地环保责任相协调
的法治对策研究

朱丘祥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33
2-3万字研究报告1份、
CSSCI期刊论文1篇

2

34 政务信用信息制度研究 陈宾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34
2-3万字研究报告1份、
CSSCI期刊论文1篇

2

35 绿色技术创新诱发机制与规制政策研究 何小钢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35
研究报告、论文（权威期
刊1篇或CSSCI期刊2篇）

2.5

36 纵向视阈下电信产业接入定价与规制治理 陈剑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36
研究报告、论文（权威期
刊1篇或CSSCI期刊2篇）

2.5

37 传统文化与委托代理问题治理 李南海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37
研究报告1篇、CSSCI期刊
论文2篇

2

38
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本特征、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关系
研究

蒋尧明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38
研究报告1篇、CSSCI期刊
论文2篇

2

39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中的利益输送问题研究 王珏玮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39
研究报告1篇、CSSCI期刊
论文2篇

2

40 P2P网络借贷发展与风险监管指标研究 胡军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40
研究报告1篇、CSSCI或英
文期刊论文1篇

2

41 Schwartz二因素模型在中国期货期权市场的应用 陈季龙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41
研究报告1篇、CSSCI或英
文期刊论文1篇

2

42 基于PCA-DEA模型的江西省农业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分析 黄和平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42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论文1篇

2

43 基于新政策下的农村土地流转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研究 李晶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43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论文1篇

2

44 江西省农业土地流转效率评价研究 温婷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44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论文1篇

2

45 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国际核算标准的协同研究 王静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45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论文1篇

2

46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

与生态经济研究院
“新乡贤”与江西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汪忠列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46

调研报告1篇、在CSSCI以
上期刊发表论文1-2篇

4

江西财经大学法治政府
研究中心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发展
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

江西财经大学规制与竞
争研究中心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集群
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发展
研究中心

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统计
研究中心



47
江西警察学院公共安全

研究中心
网络毒品犯罪研究 熊俊 江西警察学院 JD17047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期刊论文2篇

2

48 八一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体系中的地位价值研究 周丽琴
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

JD17048
论文3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2篇）

3

49 江西革命精神和红色资源英译研究 朱志娟
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

JD17049
论文3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3篇）

3

50 《天工开物》的设计美学思想及数字资源开发 杨群
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

JD17050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在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51 基于VR的海昏候文物复原教学系统研究与开发 胡小强
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

JD17051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在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52 江西书院景观的文化表达与虚拟现实展示研究 李昱
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

JD17052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在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53 数字化背景下江西书画艺术非文字化体系建设研究 熊震
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

JD17053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在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54 网络时代江西省农民工数字鸿沟现象及影响因素研究 齐小兵 南昌大学 JD17054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在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55 互联网思维视阈下培养职校生工匠精神的路径研究 万晖
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

JD17055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在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56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黄勇建
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

JD17056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在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57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扶持政策研究 谭光兴 江西财经大学 JD17057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58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背景下青年需要问
题研究

周金堂
江西教育与经
济社会发展智
库

JD17058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专
著1部、论文2篇（中文核
心1篇、省刊1篇）

4

59 共青团支部组织的功能与创新研究 胡晓娥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JD17059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3篇（中文核心2篇、省
刊1篇）

1

60 环境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机制研究 钟健生 江西理工大学 JD17060
研究报告1篇、系列论文4
篇（CSSCI期刊至少1篇）

2

61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段伟伟 江西理工大学 JD17061 研究报告、专著 2

62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地方立法研究 朱国华 江西理工大学 JD17062 研究报告、专著 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
教育研究所

江西理工大学环境资源
法研究中心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数字
化社会与地方文化发展

研究中心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
精神研究中心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共青
团理论研究中心



63 新常态下矿业城市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联动机制研究 谭吉玉 江西理工大学 JD17063
发表CSSCI期刊论文1篇、
研究报告1份

2

64 新常态下江西绿色矿山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对策研究 朱易春 江西理工大学 JD17064
发表CSSCI期刊论文1篇、
研究报告1份

2

65
江西农业大学“三农问

题”研究中心
交易费用对林权流转效率影响机制研究--基于集体林地产
权安全视角

刘小进 江西农业大学 JD17065
研究报告1篇、论文3篇
（CSSCI期刊1篇、中文核
心2篇）

2

66 土地整治的配套制度建设 朱美英 江西农业大学 JD17066
2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
2篇（CSSCI期刊至少1

2

67 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及其调控研究 刘桃菊 江西农业大学 JD17067
2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
2篇（CSSCI期刊至少1

2

68
江西师范大学学前教育

研究中心
普惠性幼儿园发展保障机制研究 张丽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68

2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
2篇（CSSCI期刊至少1

2

69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生态研究 詹艾斌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69
论文3篇（CSSCI期刊至少
2篇）或专著1部

2

70 结构主义视域下的审美气论：程抱一诗画研究 赵靓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70
论文3篇（CSSCI期刊至少
2篇）或专著1部

2

71 唐代文化视野下的辞赋研究 周兴泰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71
论文3篇（CSSCI期刊至少
2篇）或专著1部

2

72 2018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 胡弢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72 8万字以上研究报告1部 4

73 企业e-learning网络学习行为研究 蒋科蔚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73
论文2篇（CSSCI期刊至少
1篇）

2

74
江西师范大学红色资源
开发与教育研究中心

杨开慧革命精神及当代价值研究 刘仁营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74 专著 1

75
从“教”到“学”的转变——本科教育新范式下的教师教
育改革研究

陈志忠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75
1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
3篇（CSSCI期刊1篇、中
文核心2篇）

2

76
特岗教师消极情感的滋生对其专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及其对
策研究

刘德林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76
1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文
3篇（CSSCI期刊1篇、中
文核心2篇）

2

77 认知诊断技术在抑郁症测评及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涂冬波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77
1-2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78 压力知觉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研究 叶宝娟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78
1-2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79 中医体质对女性抑郁的影响：生活应激事件与冗思的作用 刘明矾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79

1-2万字研究报告1篇、中
文论文2篇（CSSCI期刊至
少1篇）或英文论文1篇
（SC或ISSCI收录）

2

江西理工大学矿业发展
研究中心

江西农业大学农村土地
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中

心

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
文艺学研究中心

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
评价研究中心

江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研究中心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健康
教育研究中心



80
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

究中心
秦汉时期水文化研究 吴方浪 江西师范大学 JD17080

论文2篇（中文核心2篇，
或CSSCI期刊1篇、省级1
篇）

2

81
江西中医药大学养生文
化与健康产业发展研究

中心

“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下江西省医养结合型养老模式发展
研究

郑先平 江西中医药大学JD17081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3篇（CSSCI期刊至少1
篇、中文核心2篇）

2

82 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与编码研究 谭云兰 井冈山大学 JD17082
论文4篇（CSSCI期刊至少
1篇、中文核心3篇）

4

83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体育教学研究 胡达道 井冈山大学 JD17083
论文4篇（CSSCI期刊至少
1篇、中文核心3篇）

4

84 欧阳修词集的整理与研究 欧阳明亮 井冈山大学 JD17084 著作 4

85 欧阳修书法艺术研究 刘菊芳 井冈山大学 JD17085 著作 4

86
瓷文化圈理念下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策略研
究

李雨晨 景德镇陶瓷大学JD17086
系列论文（CSSCI或SCI收
录期刊论文1篇、核心2
篇）

2

87 明清时期中国陶瓷对东南亚建筑装饰的影响 詹嘉 景德镇陶瓷大学JD17087
系列论文（CSSCI或SCI收
录期刊论文1篇、核心2
篇）

2

88 御窑与中国陶瓷器物的文化叙事研究 李兴华 景德镇陶瓷大学JD17088
系列论文（CSSCI或SCI收
录期刊论文1篇、核心2
篇）

2

89 景德镇近代瓷业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付火水 景德镇陶瓷大学JD17089 专著 3

90 晚清以降景德镇颜色釉瓷制作的演变研究 陈宁 景德镇陶瓷大学JD17090
论文3篇（中文核心至少2
篇）

3

91
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

中心
庐山金石文献汇考 滑红彬 九江学院 JD17091 专著 2

92 地域优秀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研究 魏立平 九江学院 JD17092
研究报告1篇、20万字论
文集1部

6

93 社会转型与农业发展创新系统研究 周业付 九江学院 JD17093
论文(核心论文2篇或
CSSCI期刊1篇）

2

94 系统视阈下当代社会风气治理研究 汪力平 九江学院 JD17094
论文(核心论文2篇或
CSSCI期刊1篇）

2

95 系统视阈下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研究 文媛媛 九江学院 JD17095
论文(核心论文2篇或
CSSCI期刊1篇）

2

96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问题研究 陈奇伟 南昌大学 JD17096 发表CSSCI期刊论文2篇 2

97 恐怖主义犯罪刑法立法问题研究 石聚航 南昌大学 JD17097 发表CSSCI期刊论文2篇 2

98 食品安全的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张志勋 南昌大学 JD17098 发表CSSCI期刊论文2篇 2

99 刑法立法的协调问题研究 熊永明 南昌大学 JD17099 发表CSSCI期刊论文2篇 2

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陶
瓷文化研究所

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
究中心

南昌大学江西地方立法
研究中心

井冈山大学井冈山研究
中心

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
研究中心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
究中心



100 区域社会视域下的童子举问题研究——以宋代江西为例 邹锦良 南昌大学 JD17100
研究报告1篇、论文2篇
（CSSCI期刊1篇）

2

101 危机与应对：抗战时期的江西难民问题研究 张芳霖 南昌大学 JD17101
研究报告1篇、论文2篇
（CSSCI期刊1篇）

2

102 “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饶江红 南昌大学 JD17102
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2篇
、研究报告1篇

3

103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模式创新研究 曹金生 南昌大学 JD17103
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2篇
、研究报告1篇

3

104 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资源的方式及路径研究 卢忠萍 南昌大学 JD17104
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2篇
、研究报告1篇

3

105 陈埴哲学思想研究 张新国 南昌大学 JD17105
系列论文3篇（CSSCI期刊
1篇、中文核心2篇）

3

106 仰山慧寂禅学思想研究 张爱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JD17106
系列论文3篇（CSSCI期刊
1篇、中文核心2篇）

3

107 江西客赣方言历史文献集成与校注 李军 南昌大学 JD17107
系列论文3篇（CSSCI期刊
2篇、中文核心1篇）或专
著1部、CSSCI论文1篇

3

108 近代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研究 刘海波 南昌大学 JD17108
系列论文3篇（CSSCI期刊
2篇、中文核心1篇）或专
著1部、CSSCI论文1篇

3

109 南昌方言参考语法 刘小川 南昌大学 JD17109
系列论文3篇（CSSCI期刊
2篇、中文核心1篇）或专
著1部、CSSCI论文1篇

3

110 “互联网＋”背景下廉政治理的智慧化路径研究 时影 南昌大学 JD17110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CSSCI论文至少1
篇）

3

111 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我国廉政政策的创新与扩散研究 吴光芸 南昌大学 JD17111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3篇（CSSCI论文至少1
篇、中文核心2篇）

2.5

112 基于腐败治理视角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风险及防控研究 郭曦 南昌大学 JD17112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2篇（CSSCI论文至少1
篇）

2.5

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南昌大学江西区域文化
史研究创新团队

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
中心

南昌大学客赣方言与语
言应用研究中心

南昌大学江西省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113 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旅游个性化推荐研究 许庆勇 南昌大学 JD17113
论文2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114 全域旅游治理结构与路径研究 陈志军 南昌大学 JD17114
CSSCI、中文核心期刊论
文各1篇、获省领导批示
对策研究1篇

2

115 “生态·健康”主题的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熊兴福 南昌大学 JD17115
研究报告1篇、论文2篇
（CSSCI期刊1篇、中文核
心1篇）

2

116 江西槎滩陂水利文化史研究 廖艳彬 南昌大学 JD17116
著作1部（15万字以上）
、中文核心论文1篇

2

117 井冈山革命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 徐求真 南昌大学 JD17117
研究报告1篇、论文2篇
（CSSCI期刊1篇、中文核
心1篇）

2

118 上海《时报》的经营与管理研究 宋三平 南昌大学 JD17118
论文2篇（CSSCI期刊1篇
、中文核心1篇）

2

119 共享发展理念视域下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研究 金霞 南昌大学 JD17119

研究报告1篇、论文2篇
（CSSCI期刊1篇、中文核
心1篇）或CSSCI期刊论文
2篇

3

120 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刘辉 南昌大学 JD17120

研究报告1篇、论文2篇
（CSSCI期刊1篇、中文核
心1篇）或CSSCI期刊论文
2篇

3

121 新媒体语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 孔祥宁 南昌大学 JD17121

研究报告1篇、论文2篇
（CSSCI期刊1篇、中文核
心1篇）或CSSCI期刊论文
2篇

3

122 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外贸”问题研究 杨换宇 南昌大学 JD17122

研究报告1篇、论文2篇
（CSSCI期刊1篇、中文核
心1篇）或CSSCI期刊论文
2篇

3

123 中央苏区时期妇女形象建构问题研究 王风先 南昌大学 JD17123

研究报告1篇、论文2篇
（CSSCI期刊1篇、中文核
心1篇）或CSSCI期刊论文
2篇

3

南昌大学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南昌大学旅游规划与研
究中心

南昌大学文化资源与产
业研究院



124 “十三五”江西就地就近城镇化问题研究 成志策 南昌大学 JD17124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期刊论文1篇、决策
咨询要报1份

2

125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气污染成因及应对策略研究 柏玲 南昌大学 JD17125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期刊论文1篇、决策
咨询要报1份

2

126
中部地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评估与人口态势趋
势变动研究

曾荣平 南昌大学 JD17126
2-3万字研究报告1篇、
CSSCI期刊论文1篇、决策
咨询要报1份

2

127
互联网+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研究——以萍乡
为例

刘艳玲 萍乡学院 JD17127
1-2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1-2篇（在中文核心至
少发表1篇）

0.8

128 赣西傩文化资源调查与数字化建设研究 陈焱 萍乡学院 JD17128
1-2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1-2篇（在中文核心至
少发表1篇）

0.8

129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

究所
朱熹与上饶书院研究 冯会明 上饶师范学院 JD17129

论文3篇（CSSCI期刊2篇
、中文核心1篇）

2

130
宜春学院农村社会建设

研究中心
民国时期湘鄂赣边区乡村秩序变动与社会控制研究 杨吉安 宜春学院 JD17130

研究报告1篇、论文3篇
（CSSCI期刊1篇、中文核
心2篇）

2

131 禅宗“话语阐释”现象研究 刘天杰 宜春学院 JD17131 专著 3

132 乡村地名中的宗教——以万载县为个案 黄定华 宜春学院 JD17132
1-2万字研究报告1篇、论
文3篇（CSSCI期刊至少1
篇）

4

133 樟树地方道教资料收集与整理 王卉 宜春学院 JD17133 专著 3

宜春学院宗教文化研究
中心

萍乡学院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中心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