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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发社科〔2019〕5 号 
 

 

 

浙江大学关于公布浙江大学第五届学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学院（系），行政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按照《浙江大学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办法》

（浙大发社科〔2017〕4 号）规定，经个人申报、院系推荐、专

家评审、现场答辩和网上公示，共有 30 项成果获得浙江大学第

五届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其中特等奖 6 项，一等

奖 9 项，二等奖 15 项。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浙江大学第五届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 
 

浙江大学 

2019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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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纪委，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总支，党委各部门，各党工委， 

工会、团委。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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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大学第五届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 
 

一、特等奖（6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作者 所在院系 奖项类别 

1 
银行竞争、信贷补贴与僵尸企业诱发——基于

事件冲击与中介回归的金融抑制效应 
钱  诚 经济学院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2 
农村老年高血压社会心理干预模式的理论构

建和实证检验 
薛  将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3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Does Not 
Always Exist: The Role of Determining 
Allocations Modulates Preferences for 
Advantageous Inequity 

李  欧、汪  蕾 管理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4 
Using a Kinect sensor to acquire biological 
motion: Toolbox and evaluation 

施彦玮、马骁驰、姚乃埌

顾  全、王  慈、高在峰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5 《暾欲谷碑》所见可汗号 qapghan 别解 赵梦涵 人文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6 
Can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Dependency 
Distance Measur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欧阳静慧、蒋景阳 
外国语言文化与 
国际交流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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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等奖（9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作者 所在院系 奖项类别 

1 
群租房乱象的治理新出路探究——类推物权

视角下的小区管理模式 
黄  味、王  璇、陈珍妮 光华法学院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2 
人民日报各媒介平台正面人物新闻报道的建

构分析及传播效果研究 
宋端慧、陈友云、马迪昕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3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Enhancing 
Port-Hinterland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Network Resilience: A Network Game Theory 
Approach 

陈  红、Jasmine Lam Si 
刘  南 

管理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4 
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 Gender identity and 
the wife's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in China 

赵誉聪、叶  兵 经济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

公司的实证分析 
顾夏铭、潘士远、陈勇民 经济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6 基于实际路网情境的配送车辆调度优化 
林  鑫、靳志宏、邵乾虔

杨珍花、徐  奇 
管理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7 “牲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问题 王文香 人文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8 
Predicting Fluency With Language Proficiency, 
Working Memory, and Directionalit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林雨萌、吕倩兮、梁君英
外国语言文化与 
国际交流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9 
从宿占到禽占——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星禽术

研究 
赵江红 人文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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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等奖（15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作者 所在院系 奖项类别 

1 
金融支农，精准扶贫——基于“保险+期货”

的项目成效分析 
苏  晨、陈瑱怡、秦诗画 经济学院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2 
浅论胎儿独立主体地位之确认与权利保护之

必要 
潘億佳 光华法学院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3 
坚毅性与尽责性对大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刻

意练习的中介作用 毅性以浙江大学为例 
方璐瑶 教育学院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4 
高考改革的史与思——兼论“高考新政”政策

绩效 
黄捷扬 教育学院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5 校园欺凌的危机管理问题研究 陶佳惠 教育学院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6 法学如何对待事实：一个学科史的考察 郭  栋、张志铭 光华法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7 
Alternatives or status quo？ Improving fallow 
cpmpensation policy in Chaling County, China 

俞振宁、谭永忠、吴次芳 
茅铭芝、张晓玲 

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8 
How you act matters: The impact of coordination 
on 4-year-old children’s reasoning about diverse 
desires 

金心怡、李鹏超、何  洁 
沈模卫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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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论信息技术对传统诉讼的结构性重塑——从

电子诉讼的理念、价值和原则切入 
陈锦波 光华法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10 
A Framework & Dynamic Model for Reform of 
Residential Land Supply Policy in Urban China 

王  薇 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11 

Is Trump always rambling like a fourth-grade 
student? An analysis of stylistic features of 
Donald Trump’s political discourse during the 
2016 election 

王雅琴、刘海涛 
外国语言文化与 
国际交流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12 
岁时观念钩沉 时观兼论文学史上的“岁暮”

为秋 
印志远 人文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13 温州敲渔业的兴起与应对（1956-1957） 叶君剑 人文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14 

The effect of electro-migrating 
3-Aminopropyltriethoxysilane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inforced concrete 
durability钢筋混凝土中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电化学修复的耐久性提升效果 

沈  灵、姜  辉、曹金东

张  晖 
艺术与考古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15 科学的动力学模型及其转换机制 俞  鼎、盛晓明 人文学院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