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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师大校办字〔2015〕19号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意见》（曲师大校字[2015]81 号）和《关于开展 2015年曲阜

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的通知》要求，经各研究

生培养单位推荐，评审专家审核，学校研究决定，评选出曲阜师

范大学 2015 年度优秀博士论文 4篇、优秀硕士论文 60 篇，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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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如下： 

 

曲阜师范大学 2015 年度优秀博士论文 

学院 姓名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工学院 赵丛然 几类随机、时滞非线性系统的镇定问题研究 解学军 

数学科学学院 孔德洲 Banach空间中 Ky Fan 最佳逼近理论的研究 刘立山 

统计学院 宗昭军 推广的 g-期望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尹传存 

物理工程学院 段德洋 彩色鬼成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夏云杰 

 

曲阜师范大学 2015 年度优秀硕士论文 

学院 作  者 论文题目 指导导师 

传媒学院 张洪孟 教育虚拟社区伦理失范预警模型构建研究 胡凡刚 

传媒学院 李欣洪 虚拟学习社区潜水现象及动因研究 李兴保 

传媒学院 李红 都市影像的东方神韵—王家卫与岩井俊二电影研究 张维刚 

传媒学院 孙金娜 调解类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以《金牌调解》栏目为例 李世成 

地理与旅游学院 林雪原 山东省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分析及控制研究 荆延德 

地理与旅游学院 宋健 
高中生地理能力培养研究—基于地理在生活中的

应用调查分析 
吕宜平 

翻译学院 刘庚 《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的转喻研究 卢卫中 

翻译学院 孔清清 再论燕岩的朱子学认识 金东国 

翻译学院 刘婧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推介资料翻译实践报告 刘爱华 

工学院 王丹丹 一类带有脉冲时延的脉冲切换系统的稳定性研究 高丽君 

管理学院 任智亮 犹豫模糊信息的比较方法及其在多属性决策中的应用 魏翠萍 

化学与化工学院 文江伟 基于烯烃与炔烃的双官能化研究 王桦 

化学与化工学院 朱林 基于碳/硫复合正极材料高性能锂硫电池研究 朱万诚 

教师教育学院 徐婷婷 文化冲突视角下的金陵女大研究 胡钦晓 

教师教育学院 任炜华 
中国古代女子教材研究—以《列女传》、《女论语》

和《闺范》为例 
广少奎 

教师教育学院 王文娅 学校变革视野下的中学校长领导力研究 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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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学院 朱校霖 中庸的再认识：从概念表征到性向测度 牛盾 

教师教育学院 刘莎莎 
数学焦虑对关键步骤样例学习的影响—工作记忆

的中介作用 
宋广文 

经济学院 李亚男 比较优势演化对我国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 杜曙光 

历史文化学院 田华 
汉晋《春秋》学与“三国”史作—以陈著、裴注《三

国志》为主要考察对象 
闫春新 

历史文化学院 徐莎莎 清代陪祀恩贡制度研究 成积春 

历史文化学院 唐婕妤 19世纪后期香港公共卫生改革 邹翔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福灵 新型城镇化推进中政府职能转变研究 辛宝海 

美术学院 聂坤 论“凝视”下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创作 杜海涛 

美术学院 张慧娟 传统折枝花鸟图式在百寿坊雕刻中的应用研究 綦延军 

美术学院 谢春燕 传统民间汉字艺术研究 苗红磊 

美术学院 周颖颖 西汉简牍书的渊源与流变 邢建玲 

生命科学学院 赵超 鬃狼和耳廓狐线粒体基因组及其系统发育研究 张洪海 

生命科学学院 孙潇慧 聚酮合成中酮基还原酶的低物特异性和立体选择性研究 杨革 

生命科学学院 闫华文 甜酒曲中真菌多样性研究及甜酒酿营养成分分析 姚淑敏 

书法学院 李瑞 汪关篆刻艺术研究 王步强 

数学科学学院 顾娟 
时间尺度上的几类非线性 Volterra-Fredholm型动

力积分不等式 
孟凡伟 

数学科学学院 康霞霞 
两类具有常数输入率的 SIRS 模型的稳定性分析与

最优控制 
白玉真 

数学科学学院 李凯强 两类具有耗散项非线性波动方程（组）的动力学性质 李傅山 

数学科学学院 朱新才 临界点理论和下降流不变集的几类应用 毛安民 

体育科学学院 王雅榕 
针刺对急性离心运动骨骼肌胞浆和线粒体中 H2O2

浓度变化的影响 
刘洪珍 

外国语学院 马丽 汉语定语英译中的翻译单位认知研究 王福祥 

外国语学院 韦晓英 伊·布宁的色彩诗学—以《幽暗的林荫小径》为例 季明举 

外国语学院 任燕 
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业自我效

能感的研究 
任庆梅 

外国语学院 韩莹鑫 
科技文本翻译实践报告—继电保护器检测报告的

翻译 
秦洪武 

文学院 王彬 朱熹的蒙学思想与训蒙诗 张玉璞 

文学院 晏青 《礼仪·乡饮酒礼》述评 单承彬 

文学院 李信鸽 嵇康诗作中的美学思想研究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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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闫萌 对越自卫反击战小说研究 康长福 

文学院 朱丽娇 分裂中探寻希望—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的文化阐释 李波 

文学院 赵燕汝 先秦两汉“《洪范》可以观度”说考论 马士远 

物理工程学院 许海鑫 可调谐量子点外腔激光器 王海龙 

物理工程学院 栗开婷 晶体双折射/旋光复合型光学滤波器的优化设计研究 吴福全 

物理工程学院 陈廷廷 基于 XGM的 QD-SOA全光波长转换特性的研究 王海龙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贾莉俐 无线网络中控制集构造算法的研究 禹继国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王翠 基于超图模型和相继干扰消除的链路调度问题的研究 禹继国 

音乐学院 胡方 建军以来军旅歌词的艺术特征流变—1927年—2013年 谢安庆 

音乐学院 刘凡 “吾与点也”—孔子乐教目的观及其当代意义 禇灏 

音乐学院 李丹 鲁日融“秦派二胡”艺术风格研究 马东骅 

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 
曲翠洁 当代中国乡村精英的政治归属问题研究 张英魁 

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 
邵腾 当代中国政府回应能力研究 张英魁 

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 
赵见波 沂蒙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与经验研究 聂家华 

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 
杨君 

探究式教学在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以“我爱我师”为例 
刘煜 

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 
王智 高中政治《生活与哲学》兴趣课堂构建研究 刘煜 

职业与成人教育

学院 
宋雁 新时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及成人教育应对研究 何爱霞 

 

 

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6月 23日 

 

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 6月 23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