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奖项类别 成果名称 获奖者 作者排序 所在院系 出版、发表或使用单位

1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 Research from 1999 to 2019

戚博特 第一作者 教育学院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黄堡窑剧变”与山西吕梁山中－南段地区五代北宋窑业技
术源流的探索——从装烧工艺流变的视角

朱鑫海 第一作者 生命科学学院
科学出版社：《宋元窑业技术交流研究

》

3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农村留守家庭祖父母与孙子女关系质量与幸福感的二元关
系：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周焱琳 第一作者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序号 奖项类别 成果名称 获奖者 作者排序 所在院系 出版、发表或使用单位

1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周有光年谱 邵瑞敏 第二作者 人文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2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数字化阅读趋势下短视频内容生产优化机制研究 曾秋悦 第一作者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无

3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做好博物馆的“加减乘除” 陈汉坡 第一作者 艺术与考古学院 《光明日报》

4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英国A level考试选科机制及其启示研究 黄捷扬 第一作者 教育学院 《中国大学教学》

5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服装业市场与“夫妻工共识” 沈心怡 第一作者 社会学系 无

6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中古标准语基础方言转移引发的音变中断——以中古“支韵
入佳”“佳韵入麻”音变为例

许树妙 第一作者 人文学院 《中国语文》

7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说“草捌(八)” 刘  丹 第一作者 人文学院 《中国语文》

浙江大学第六届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拟获奖成果公示清单
一、特等奖（共3项）

二、一等奖（共13项）



8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Is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easier tha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corpus-based study of lexical
simplification in interpretation
基于语料库的口译词汇简化现象分析

吕倩兮 第一作者
外国语言文化

与国际交流学院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9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劳动力配置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变动研究 王  煌 第一作者 经济学院
人民出版社：《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与外
贸战略转型》

10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Risk management of manufactur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asset dispersion and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胡文锦 第一作者 管理学院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The evolution of rural energy policies in China: A
review

吴  枢 第一作者 管理学院
Elsevier-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12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Joint Decisions for Blood Collection and Platelet
Inventory Control

陈寿长 第一作者 管理学院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13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Source information is inherently linked to working
memory representation for auditory but not for
visual stimuli

许梦娇 第一作者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Cognition

序号 奖项类别 成果名称 获奖者 作者排序 所在院系 出版、发表或使用单位

1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同归与殊途：李濂与张邦奇立言不朽观之多角度探讨 ——
《与张甬川书》《复嵩渚》发微

张忠杨 第一作者 人文学院 无

2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白领变蓝领——程序员的去技能化 于长洪 第一作者 社会学系 无

3 本科生优秀成果奖 论中西古典教育传统的历史与发展 金  耀 第一作者 生命科学学院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4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凡高的第九双鞋——走出农鞋阐释罗生门的一个尝试 宋聪聪 第一作者 人文学院 《文艺研究》

三、二等奖（共14项）



5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assessing young adolescent
EFL learners' writings: Syntactic elaboration and
diversity

毕  鹏 第一作者
外国语言文化

与国际交流学院
System

6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CT impact factors on early
adolescents' reading proficiency in five high-
performing countries

肖  雅 第一作者
外国语言文化

与国际交流学院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The function and flexible use of a Neolithic
microlithic assemblage from the Huihe dam site,
Inner Mongolia: a quantifiable analysis of use-wear
evidence

刘吉颖 第一作者 艺术与考古学院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8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What age do you feel? – Subjective age identity and
economic behaviors

叶子涵 第一作者 经济学院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9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Physical Activity Modulates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Control on Episodic Memory

史东麟 第一作者 教育学院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Continuous content contribution in virtu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status standing on
motivational mechanisms

董凌峰 第一作者 管理学院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11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Guarantor Financing in a Four- Party Supply Chain
Game with Leadership Influence

林甜甜 第一作者 管理学院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12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居民环保行为溢出效应的内在机理与影响因素研究 凌卯亮 第一作者 公共管理学院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3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China: Regional favouritism
and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卢圣华 第一作者 公共管理学院 Urban Studies

14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Emotional States Affect the Retention of Biological
Motion in Working Memory

郭  杨 第一作者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Emo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