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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于日前评审结束，
共评出 260项优秀成果，其中，一等奖15项，二等奖 111项，
三等奖 134项。现将一、二等奖获奖成果予以公示，时间：
2018年 12月 27日至29日。电话：0371—65904172。

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公室
2018年 12月26日

2017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名单
（共 260项）

一等奖（15项）
互联网国际政治学 余丽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林志友等

改革 转型 创新——国家治理视角下中国工会功能创
新研究 涂永珍

先秦儒家乐教文献的生成与思想演进 雷永强

关于上蔡县开展建档立卡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情况的
调研报告 袁家超等

河南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研究 李恒等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离农机制研究 郑云

中国区域能源效率研究 李金铠

比较文学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研究 李伟昉等

瘦马行：郎世宁的中国经验 曹天成

新兴文化业态与华夏文明传承研究 汪振军

二十世纪豫剧唱腔结构动态研究 陈文革

学术职业伦理失范及其规制 张英丽等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现实困境和发展对策
张大超等

明清史料考论 展龙

二等奖（111项）
非传统安全犯罪治理问题研究 王君祥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叶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我国职务犯罪追赃机制研究 张阳

环境法与生态文明建设 张君明

串通投标法律控制机制研究 王玉辉等

德国与欧盟安全防务一体化 李涛

岛国心理与英国对外政策 崔金奇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 刘森等

中俄检察制度比较研究 王建国等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意
识变动的视角 程伟等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与实践研究 袁杰

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四范式及其逻辑演进——以《资本
论》的中国化诠释历程为样本 张凯

脱贫攻坚与健康扶贫 孟勇等

社会学与社会趋势论 赵鑫

中国牡丹文化 林晓民等

贫困大学生的自尊与心理资助研究 李文姣

重建人类正义理想：阿马蒂亚·森正义理论综评 张宝强

论李泽厚的“实用理性”概念 郭现军

《黄帝内经》之辩：中医思维方法探原 孙可兴

“互联网+”背景下法治政府建设路径研究 李俊利

生态学还原论研究 王翠平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西方涉身认知 张铁山

主产区粮食产能建设与利益补偿政策研究 赵予新等

从商品学到地理标志产品 翟玉强

河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研究 陈寒冰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中国就业影响的研究 傅端香

明清时期中原城镇发展研究 徐春燕

产业集群群体风险识别及传导机制研究 管洲

城市智慧旅游建设体系及发展路径研究 孙艳红等

中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关系区域差异研究 张艳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研究 张玉周

郑州大都市区建设研究 王建国

中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非线性效应研究 侯燕

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沈琼

我省加快推进特色小镇的着力点和对策建议 张祝平等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双主并方动态合作的并购策略研究
穆庆榜

生态城镇化发展之路 冯霞

农地流转绩效评价及空间决策支持系统构建 栗滢超

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强

制造业转移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吗 孙慧文

粮食应急供应网络：模型、仿真及优化 王琳

中国情境下企业包容性创新影响因素探索与实证研究
——基于21省市的调查分析 桂黄宝

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研究 彭青秀

转型背景下传统农区的创新发展——基于河南省的

分析 宋伟

政府视角下科技创新补偿机制研究 王朋举

资源型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与政策创新 赵执

乾嘉诗学研究 王宏林

中国电影记忆与国家形象建构 李娟

汉语空间量标指演变研究 刘永华

现代汉语自主状语研究 赖慧玲等

中原传统乐舞文化发展史 魏崇周

叙事学视角下的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作品研究 王燕

《绿野仙踪》副词研究 王素改

全球化视阈下跨文化外语教育 刘全花

英美文学发展研究 赵国龙

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 张东旭

音乐课程的学习教育路径研究 杨宝刚

邵瑞彭诗词笺注 杨萌芽

网络社会的参与式生产逻辑 白志如

名人：传播符号学研究 闫文君

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研究 舒坤尧

网络音乐产品的文化创意研究 赵志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术教育探微 李朝霞等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旧词新义研究 宋培杰

大学英语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
沈国荣等

基于衔接特征的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自动评价
研究 刘国兵

渊源、传承与发展——合唱艺术的中国化之路 王磊

听觉现代性的诞生——广义文化内涵在德彪西音乐中
的综合研究 何鑫

口译教育研究：理论与实证 焦丹

论微信社群的社会责任 于建华

鸾歌凤舞到蓬瀛：晚清海外游记西方舞蹈史料考述 金亚迪

新世纪“底层文学现象”研究 潘磊

陶瓷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宋宾

版本研究专论 李景文

中国传统武术现代化发展研究 洪浩等

中国大学制度变迁研究 张侃

大学课外培养路径 杨国欣等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探索 罗瑞

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研究：基于人本主义教育

理念 李蕊等

数字教科书知识的基本特征和认识向度 王连照

教授治学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研究 罗红艳

语文知识转型与课程改革 毋小利

教育学简论 徐万山

回归现实生活：道德教育的理想路径——一个关于道德
价值取向的话题 李社亮

地方特色体育文化品牌战略研究 宋清华

健走运动形成历程、健身机理及家庭消费理念研究
魏烨等

拓展训练与定向运动 赵广涛等

数据密集型环境下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 王丹丹

中文科技期刊被撤销论文特征分析及启示 周志新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群众体育实践探索 田宝山

宋代瓷器制造技术的考古学观察 陈朝云

田野考古钻探记录规范 魏兴涛等

中古时期清浊官制研究 张旭华

明代文官复姓制度与运行实态 汪维真等

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 高二旺

病痛河南：近代河南的医生、医疗与百姓（1912—1949）
郗万富

《孙子兵法》经世致用研究 阎盛国

颜之推思想研究 洪卫中

当代中国公务员考试权的运行与控制研究 王文成

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窝案串案问题研究 陈东辉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中国文化市场运行机制研究 蒋桂芳

新时代公务员德性伦理研究 秦洁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视阈中的治理转型考察 涂小雨

农村三权分置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及其矫正 杨玉珍

培育新动能要找准三个发力点 高璇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豫剧现代戏：革命艺术的民族化、大
众化探索 陈宗花

新媒体艺术的四重边际辨析 吴文瀚

制度性话语权视角下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 周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理论内涵 周玉清

找准创新驱动发展的支点 秦健等

培育优秀文化艺术品牌 推进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建设
闫飞等

三等奖（134项略）

2017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名单公示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冯燕青是济源市坡头镇有名的核桃电商达人，
人称“核桃姐”。今年 11月 11日，冯燕青的淘宝店
一天销售额就达120万元。

“我们对核桃进行了精细的分类加工，产品有
二三十种。”12月 25日，冯燕青告诉记者，在她的淘
宝店铺，不仅核桃仁、核桃青皮能卖，就连核桃仁中
间的分心木都卖到国外了。

坡头镇是济源的核桃之乡，全乡核桃种植面积
2万多亩。但过去产品品种单一，核桃成熟时全靠
经纪人一次性收购，收购价格低，群众利益难以保
障。

近年来，坡头镇积极发展农村电商解决销售难

的问题，同时谋求通过销售端的倒逼作用，逆向完
善农业产业链条，加快农业的深层次变革。

李春先是坡头镇留庄村村民，她家的 20多亩
核桃现在全通过“核桃姐”销售。和过去卖给经纪
人相比，售价更高、更稳定。

搭上互联网快车后，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这
个人，但从种植方法到经营模式，均发生了深刻变
化。

过去李春先家的核桃地几乎撂荒了，现在施农
家肥、深耕等精细管护一样也不少。核桃只在成熟
时出售的老传统也变了，现在核桃刚结果就开始出
售，一年要卖好几茬。李春先原先在外务工，现在
已返回家乡，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核桃种植上。

坡头镇的电商也在为脱贫攻坚助力。冯燕青

与 30余户贫困户签订了核桃收购协议，以高于市
场价的价格收购，让贫困户的收入更有保障。

此外，冯燕青还把乡亲们的中药材、小杂粮、小
辣椒、石磨面等收购过来，通过网络销售。通过销
售终端了解客户需求，冯燕青不断开发新的产品，

“以销定产”，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眼下，坡头镇正在进一步加大电商平台建设力

度，让更多农产品走出山乡。
在坡头镇电商扶贫大卖场的货架上，大庄村

的花椒、郝山村的石磨面、栗树沟村的黑芝麻、石
槽沟村的富硒玉米……产品琳琅满目。许多村子
通过电商平台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越来越多的

“核桃姐”，正在这个山区镇掀起更强劲的冲击
波。③8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12月 14日，卫辉市唐庄镇西山森林公园。开车
一路蜿蜒上行，俯瞰镇区，公路网四通八达，层层梯
田里的麦苗长势正好，映入眼帘的塔松、柏树、龙爪
槐等林木绿意盎然。

几十年来，在全国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
的带领下，唐庄镇迈出治穷、致富、发展“三大步”。
今年，唐庄镇被认定为国家级经济发达镇，同时入选

“2018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位居全省第九位。
青山无言。这座被破坏又被修复的西山，和担任

唐庄镇党委书记31年的吴金印，成了中国一个乡镇
历经40年改革开放、紧跟时代发展的最好见证。

上世纪80年代，吴金印刚来到唐庄镇担任党委
书记时，当地还是庄稼“十种九不收”、百姓“住不起瓦
房住河沟，坐不起板凳坐石头”的状态。咋治穷？经
过充分调研，和群众反复讨论，吴金印提出“西抓石头
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乡镇企业挑大梁，沿着国道
做文章”的“四抓”发展思路，走出“治穷”第一步。上
世纪90代末，“石头经济”让唐庄西部山区年产值上亿元。

“石头经济”让农民腰包鼓起来的同时，也破坏了
生态环境。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吴金印带领干部
群众及时向科学发展、协调发展转型。1999年开始，
唐庄镇量体定制了“领导干部革命化、农村建设城市
化、农业生产科技化、农村经营市场化、基层政权规范
化”的“五化”蓝图，迈出“致富”的第二步。10余年
后，唐庄镇先后引来40多家企业，全镇年产值50多
亿元，财税年收入由 20 多年前的 37 万元，增长到
2017年的1.63亿元，增长了440多倍。

“依托国家批复的唐庄通用机场项目，我们计划
发展航空旅游：让群众在唐庄坐上飞机，南看滔滔黄
河、北观巍巍太行……”在位于西山的唐庄民用机场
建设现场，已经76岁的吴金印激情满怀。他说，新时
期，唐庄又有了发展新思路，要依靠产业支撑以工强
镇、走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大力发展楸树种
植，打造红色旅游小镇、文旅小镇和航空小镇……

改革开放以来，唐庄镇为啥能一直保持与国家发
展同频共振？吴金印说，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歇脚的
时候。唐庄的发展，归功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
指引，归功于全镇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③9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风娇 通讯员 高竞赛）
12月 26日，记者从鹤壁市政府获悉，
第十七届（2018）中国政府网站绩效
评估结果日前在北京发布——鹤壁市
政府网站以 79.3 分的成绩，在全国
302家地市政府网站中位列第 41名，
连续 5年入选全国 50强，也是今年我
省唯一入选全国50强的政府网站。

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起步于
2002年，2012年至今，该项目由中国
软件测评中心联合人民网、新浪网等
百余家媒体联合开展，评估评价以政
府网站基础内容设置、“互联网+政务
服务”建设、网站整体效能、体制机制
创新等为重点。

近年来，鹤壁市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互联网+政务
服务”工作要求，加快推进政务服务平
台建设，截至目前，已有 29家市直单
位进驻鹤壁市政府门户网站群，集中
公开政府部门权责清单4007条、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190条，已成为集“对外
宣传、政务公开、网上办事、政民互动”
功能于一体的重要窗口。③3

农田里何以发生“逆变革”
——来自济源市坡头镇的微调研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基层行·乡镇篇

唐庄：

从“石头经济”到绿色发展

2018 年中国政府网站
绩效评估结果发布

鹤壁市政府网站
入选全国50强

12 月 23 日，
在商水县平店乡葛
楼村“万新华西瓜
草莓园”，游客正在
采摘奶油草莓。据
了解，该草莓园是
返乡创业人员所
建，面积达 30 多
亩，亩均收入 1.5
万 元 左 右 。 ⑨ 6
赵永昌 摄

□本报记者 杨晓东 胡舒彤 郭北晨

“兵对兵来将对将，鸣岐包打李文相……”
这首关于李鸣岐的歌谣至今仍广为流传。

李鸣岐 1905 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
1923年考入位于开封的省立第一师范。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投身学校的反帝
爱国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经省
立第一师范党组织推荐，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
期。

北伐战争时期，李鸣岐被党组织派回河南
领导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李鸣岐受党组
织委派，回到确山宣传“八七”会议精神，并组

织武装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1927年 4月
下旬确山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随后成立县治
安总队，李鸣岐任总队长。确山刘店秋收起义
胜利后，李鸣岐担任农民革命军党代表、确山
县农民代表大会主席。

1928年 1月，李鸣岐任豫南革命委员会宣
传部长和财政部长、豫南工农革命军党代表。
1月下旬，在中共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
被选为河南出席中共六大的五名代表之一，不
久任中共驻马店市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委
员。5月他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并在6月25日的全体会上作了发言。

1928年冬，李鸣岐被捕入狱。“在狱中，他
用编写并传唱革命歌曲的方式，与敌人进行斗
争，播撒革命火种，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强的革
命意志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确山县委党
史研究室主任罗平均在讲述李鸣岐的光辉事
迹时，难掩内心的激动。

1929年夏，李鸣岐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任
团省委常委兼秘书长。1931 年 2月，由于叛
徒出卖，他再次被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拷
打面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5月 9日，李
鸣岐被敌人枪杀于开封北门外刑场，年仅 26
岁。③5

李鸣岐：浴血播撒革命火种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坡头镇电商扶贫大卖场②39 李浩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 月 26
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发布消息，警方已
在郑州市区多条路段安装了 56套违
法停车自动抓拍系统，违法停车将会
被监控设备自动抓拍，警方将对违法
司机罚款100元、记3分。

当日上午，记者在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门前看到，电子显示屏上“违
法停车实时抓拍”红色大字格外醒目，
被抓拍的机动车牌号不时滚动曝光。

郑州市交警支队科研所所长陈常
青介绍，违法停车自动抓拍系统由四
部分组成，分别是违法曝光屏幕、智能
摄像头、语音提示系统和警示牌。智
能摄像头将会自动搜索区域内的违法
乱停车辆，自动抓拍后在电子显示屏
上曝光，经监控平台值班民警审核后，
将违法车辆信息录入交通违法系统。
截至目前，警方已在郑大一附院附近、
省人民医院附近、火车站附近、郑东新
区 CBD区域、熙地港购物广场附近、
国贸 360广场附近等安装了 56套违
法停车自动抓拍系统。③8

郑州市区安装 56 套违
法停车抓拍系统

被抓拍扣3分、罚款100元

郑州市建设东路高架桥下的自动
抓拍系统②26 郑州交警支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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