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单位

1 20世纪50年代浙江海洋渔业集体化研究 叶君剑 人文学院

2 中国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伦理与美学自律问题研究 邢程 人文学院

3 近代中国中央卫生行政制度研究（1905—1949） 姬凌辉 人文学院

4 新哲学史研究视角下的逻辑经验主义 陈勃杭 人文学院

5 黑格尔耶拿早期手稿（1801-1803）中的法权伦理思想研究 朱渝阳 人文学院

6 查理曼改革研究 刘寅 人文学院

7 信度的实践敏感性研究 高洁 人文学院

8 公众史学视域下新冠肺炎疫情研究 李娜 人文学院

9 近代中日知识人士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 周妍 人文学院

10 人文学院青年教师论坛 马迎辉 人文学院

11 启真月光读书会 于文 人文学院

12 西溪语言学论坛 罗天华 人文学院

13 交叉学科背景下出版学产学研青年创新学术沙龙 陈洁 人文学院

14 “西方美学经典诠释”系列工程 梁慧 人文学院

15 海外汉学名家演讲系列 金进 人文学院

16 历史学经典文献研读会 张凯 人文学院

17 古典学论坛及学术工作坊 林志猛 人文学院

18 当代哲学思想实验室工作坊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Thinking Lab Meeting) 李忠伟 人文学院

19 重审翻译的重新定义 冯全功 外语学院

20 与谢芜村俳画的创作手法——“逆转”之趣 胡文海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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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化技术理论研究 刘永强 外语学院

22 中国大学生新生爱情概念的隐喻性建构 徐知媛 外语学院

23 现代汉语排他性结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刘莹 外语学院

24 克莱斯特中篇小说《智利地震》研究 庄玮 外语学院

25 职前汉语二语教师教育技术接受量表研制与开发 孙培健 外语学院

26 英语限时论述文的句法复杂度研究 李航 外语学院

27 狄斯之城——《地狱篇》第8-9歌绎读 朱振宇 外语学院

28 基于大数据的英语核心素养研究 胡洁 外语学院

29 语义透明度对西班牙语名词性派生词加工方式的影响 左雅 外语学院

30 智慧教育语域下二语写作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心理机制研究 滕琳 外语学院

31 川端康成作画小说元小说题材特征研究 李雅旬 外语学院

32 法律话语与翻译平台培育 程乐 外语学院

33 2021年外语学院“格物致知”博士生学术创新论坛 傅利琴 外语学院

34 2021年外语学院青年学术论坛、高层论坛、“教授领航”读书会、高水平学术会议与经典读书会、青
芝书会

祝秀香 外语学院

35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及团队建设 张炼 外语学院

36 港澳台青少年对大陆电视节目的接受与文化认同研究 章宏 传媒学院

37 融合新闻、数据内容与精确报道：跨学科教育与行业趋势考察 周睿鸣 传媒学院

38 论1940年代新诗的流变轨迹 顾奕俊 传媒学院

39 数字时代的高校媒介美育模型研究 沈郑 传媒学院

40 敦煌石窟艺术中的声音与聆听文化研究 王婧 传媒学院

41 “新媒体时代下的艺术与世界主义”国际论坛 肖剑 传媒学院

42 我国电竞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赵瑜佩 传媒学院

43 互联网应用（App）无障碍与残障者的“数字化生存”研究 李东晓 传媒学院

44 薪传读书会 李红涛 传媒学院



45 五四读书会：信息社会理论与前沿 洪宇 传媒学院

46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协同创新青年团队建设 张晖 艺术与考古学院

47 中国书画鉴藏与中外艺术交流研究 赵晶 艺术与考古学院

48 文化创意设计青年教师团队建设 李承华 艺术与考古学院

49 中华传统书画艺术传承发展 林如 艺术与考古学院

50 艺术与考古学院青年学术交流会 蒋璐 艺术与考古学院

51 数字化变革、流通渠道创新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研究 汪淼军 经济学院

52 基于土地资源配置视角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罗德明 经济学院

53 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医疗保障重要机制研究 张川川 经济学院

54 内外双循环背景下进口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叶建亮 经济学院

55 基于机器学习的债务风险传染及其政府纾困路径研究 张小茜 经济学院

56 金融网络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探究 方岳 经济学院

57 劳资失衡到劳资共赢：劳资关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赖普清 经济学院

58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 王维安 经济学院

59 中国历代货币国际交流史料整理及研究 郑备军 经济学院

60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研究 肖文 经济学院

61 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施路径研究 陈航宇 经济学院

62 人口老龄化和低人力资本叠加期人工智能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王瑞瑜 经济学院

63 经济学院论文发表提升工作坊 郑华 经济学院

64 经济学院青年学术沙龙 宋华盛 经济学院

65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国际海域划分规则的路径研究 邱文弦 光华法学院

66 贿赂犯罪的差序法益构造 李世阳 光华法学院

67 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重大风险识别与区分规制 林洹民 光华法学院

68 数据跨境流动中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马光 光华法学院



69 人民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的上诉审构造 牟绿叶 光华法学院

70 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则的国际冲突及中国对策 郑观 光华法学院

71 数字政府建设中社会数据的公共利用问题研究 查云飞 光华法学院

72 国际法沙龙和读书报告 马光 光华法学院

73 2021年公法所硕博生系列学术活动 金伟峰 光华法学院

74 法学理论前沿读书会 焦宝乾 光华法学院

75 民商法沙龙与民商法经典文献读书会 章程 光华法学院

76 刑法高水平学术活动 李世阳 光华法学院

77 浙江大学经济法研究所科研创新发展专项 范良聪 光华法学院

78 诉讼法系列高水平学术活动 牟绿叶 光华法学院

79 学院“青椒汇”系列活动专项 何珊云 教育学院

80 探究社区理论视角下线上线下融合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 黄亚婷 教育学院

81 新高考科目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木洲 教育学院

82 写作自我调控学习能力及其在交互写作平台的实现 汪靖 教育学院

83 基于多模态情感计算的自适应学习信息系统架构及应用策略研究 翟雪松 教育学院

84 学龄前儿童动作技能发育水平与身体活动及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于洁 教育学院

85 网络影响者原生广告中消费者的感知和行为研究 曹仔科 管理学院

86 数字经济情境下动态能力提升中国制造业经营绩效的现实路径研究 陈川 管理学院

87 缩减线下渠道规模对消费者跨渠道行为的影响机制与渠道策略优化——基于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钱悦 管理学院

88 司法效率与债券信用利差 王文明 管理学院

89 个体知识吸收能力的前因与结果研究——基于元分析技术的探索 邹腾剑 管理学院

90 中国股市动态波动率管理的投资策略研究 张惜丽 管理学院

91 超越追赶下的企业数字赋能创新机制研究 吴东 管理学院

92 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指数研究 杜健 管理学院



93 “共读经典，碰撞思想”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青椒读书会 王亮 管理学院

94 信息资源管理系研究生经典读书会 付慧真 公管学院

95 “城市的昨日、今日与明日”seminar(《杭城论道》学术沙龙) 李学文 公管学院

96 卡特三农学术论坛 陈帅 公管学院

97 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治理转型论坛 张衔春 公管学院

98 “中国之治与全球治理”专题读书研讨会 周云亨 公管学院

99 政府管理系行政管理研究所学术研讨会 田传浩 公管学院

100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两岸关系”研讨会 孔小惠 公管学院

101 基于深度学习的政策舆情信息扩散机制研究 蒋卓人 公管学院

102 数字技术与地方保护破局 林雯 公管学院

10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减贫机制与政策研究 胡伟斌 公管学院

104 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转型背景下生育行为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詹鹏 公管学院

105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空间集聚效率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徐元朔 公管学院

106 数字时代政企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谈婕 公管学院

107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学术工作坊 包大为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8 高水平建设整体智治研究系列讲座 代玉启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读书与研究班 高永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0 打造重要窗口重要创新智库讲座 陈宝胜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1 《资本论》读书会 刘召峰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2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理论和教学方法研讨会 包大为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青年学人论坛 周陆洋 社会学系

114 关于苏联民族模式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周陆洋 社会学系

115 关于21世纪中国铁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YAN, SHU LIANG 社会学系

科研发展专项



1 景东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黄祖辉 公管学院

2 2020年文科发展情况分析 黄晨 图书馆

1 清源学社（2021年度） 邵文韵 社会科学研究院

2 浙大东方论坛（2021年度） 蒋闰婧 社会科学研究院

3 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2021年度） 陈璐馨 社会科学研究院

校长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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