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五年历史学系本科生科创项目一览表 

（以截至 2019年结项项目为计入标准） 

 

2019年度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教师 项目等

级 

结项等

级 

201910269006G 晚清邮传部官员群体的

选任、流动与演变 

梅祖浩 李文杰 国家级 优秀 

201910269007G 民国时期唯物史观中国

史书评搜集、整理与研

究 

吕玉琳 李孝迁 国家级 良好 

201910269008G 端方与清末丁未皖案之

研究 

牛静娴 周健 国家级 良好 

201910269142G 历史学专业师范生培养

方案实施情况的调研与

反思 

王丝语 黄爱梅 国家级 优秀 

201910269152G 肯尼迪时期美国与柬埔

寨关系研究 

张校博 陈波 国家级 （ 2017

年度特

别优秀

市创增

补） 

201910269006S 1948-1953 年英国对缅

甸援助政策初探 

张雅渊 梁志 省级 良好 

201910269007S 新见晚清大学士阎敬铭

手札整理与研究 

唐益丹 王应宪 省级 良好 

201910269008S 两汉“遣使循行”问题

探析 

张潇文 李磊,黄爱

梅 

省级 良好 

201910269016X 1929-1933 年中非茶叶

贸易危机初探 

王演霖 沐涛 校级 良好 

201910269017X 明朝时期苏州地区的寺

院经济及其对当地社会

影响——以<吴都法乘>

为中心 

刘展博 包诗卿 校级 良好 

201910269018X 加州大学 1960年代反越

战学生运动资料整理与

研究 

张馨磊 陈波 校级 良好 

201910269019X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

分子的世界观——从

《申报》和《东方杂志》

看中国对国际联盟的态

度 

张航 孟钟捷 校级 良好 

201910269020X 新安江水库移民研究 余维鑫 刘彦文 校级 良好 

201910269021X 晚清提学使的职权与施 魏若宁 瞿骏 校级 良好 



政——以提学使卢靖为

中心的考察 

201910269022X 1881 年丹佛排华案与中

美关系 

吴杉杉 王春来,李

文杰 

校级 良好 

201910269023X 《俄程日记》整理与

1894年王之春使俄研究 

陈司琪 董佳贝 校级 良好 

201910269024X 法国报刊中的晚清外交

使团——以蒲安臣、李

鸿章、载泽使团为例 

王晨宇 肖琦 校级 良好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中

法关于印度支那问题交

涉研究 

单新越 游览 系级 良好 

 晚清凌迟刑的司法实践 程诚 李文杰、唐

小兵 

系级 良好 

 东京的城市形象建设—

—以 1947年之后的都心

三区为例  

王嬴华 朱明 系级 良好 

 20世纪 70年代初美国对

朝韩对话的反应及对策 

谭云潇 梁志 系级 优秀 

 梁诚对日俄战争的观察

与反应 

汪林峰 李文杰 系级 良好 

 

2018年度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教师 项目等

级 

结项等

级 

201810269066G 晚清徽州的田赋征收与

基层社会——以光绪二

十一年黟县歙县公控钱

粮案为例 

方凯 周健 国家级 良好 

201810269067G 朝鲜战争对缅甸中立外

交政策的影响 

陈竞峰 梁志 国家级 良好 

201810269067S 1956 年工资制改革下工

人的困境——以上海国

营棉纺织行业为例 

高铭阳 阮清华 省级 良好 

201810269068S 1946 年美国“十字路口

行动”核试验研究 

李子奇 陈波 省级 良好 

201810269133X 美国对中国修建中印公

路的反应与政策（1941-

1943） 

杨萌 戴超武 校级 良好 

201810269134X 《宗方小太郎与汪康年

交往探析》 

谢洪 瞿骏 校级 优秀 

201810269135X 大米贸易与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的缅甸外交 

王若琳 梁志 校级 优秀 

201810269136X 近代以来余杭寺院土地 唐益丹 董建波 校级 良好 



研究——以东明、径山

两寺为例 

201810269137X 清代“婚姻中的性别暴

力”现象研究 

姜晨晨 董佳贝 校级 良好 

201810269138X 里根时期中央情报局活

动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杨雪鹏 邓峰 校级 良好 

 公共史学中的历史人

物：《大军师司马懿之军

师联盟》中司马懿与其

正史形象对比 

张珍瑜 李磊 系级 良好 

 

2017年度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教师 项目等

级 

结项等

级 

201710269104G 冷战初期美国对缅政策

初探——以缅北蒋军第

一 次 撤 离 缅 甸 为 例

(1950-1954) 

李聪慧 梁志 国家级 优秀 

201710269105G 民国时期温州滨海地区

的匪患与治安 

陈静怡 冯筱才 国家级 良好 

201710269106G 双城记——由北魏迁都

前后平城与洛阳的居民

空间分布看政治势力变

化 

廖昀 刘啸 国家级 良好 

201710269106S 抗战时期上海儿童保育

会报童学校研究 

郭慧岚 阮清华 省级 优秀 

201710269104S 文革时期上海工人阶级

婚恋情况研究——以吴

泾地区为例 

郭甜薇 阮清华、王

传 

省级 良好 

201710269105S 肯尼迪时期美国与柬埔

寨关系研究 

张校博 陈波 省级 良好 

201710269083S 对英国著名历史悬疑作

家弗莱德里克·福赛斯

的作品历史考证研究及

对世界当代历史热点问

题的探究 

白 茂 林

（孟院） 

梁志 省级 ？ 

201710269047S 美国主流媒体与特朗普

现象——以 ABC News为

中心的美国政治媒体话

语分析 

杨 思 芸

（外院） 

陈波 省级 良好 

201710269226X 古代文献中越人形象

“由夷变夏”的历史过

程——以越王勾践形象

为中心的考察 

张哲星 黄爱梅 校级 良好 



201710269227X 20 世纪 50-60 年代上海

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实践

研究——以上海市回民

中小学为例 

王雨霏 阮清华 校级 良好 

201710269229X 清代广东省城善堂研究 岑静怡 刘昶 校级 良好 

201710269228X 江浙商人对国民政府关

系探究（1927-1929） 

张天骏 冯筱才 校级 良好 

 

2016年度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教师 项目等

级 

结项等

级 

201610269008 大夏大学关于贵州民族

社会调查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 

洪珊珊 黄爱梅,王

传 

国家级 优秀 

201610269141  1955-1956 年上海移民

江西垦荒运动的历史调

研 

潘睿（孟

院） 

阮清华 国家级 ？ 

201610269006 张说奏改政事堂的制度

背景研究 

张越祺 黄爱梅,刘

啸 

省级 优秀 

201610269007 “二七大罢工”再研究 高飞 瞿骏 省级 良好 

201610269008 学生食堂点餐系统的设

计与开发 

陈旭 杜育根 省级 良好 

 

2015年度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教师 项目等

级 

结项等

级 

201510269001 国内外公众史学视野下

的历史教学思考——以

“丝绸之路”的研究及

教学为例 

岳 晋 琛

（孟院） 

孟钟捷 国家级 ？ 

201510269007  晚清洋务运动的“干

将”群体研究—以杨廷

杲为个案 

石希峤 冯筱才 国家级 优秀 

201510269008  从生计到生活——上海

市闵行区马桥镇荷巷桥

区域四川农民工聚居地

研究 

何昕 阮清华 国家级 良好 

201510269054  文成县畲族科仪文书整

理及研究 

马步青 冯筱才 省级 优秀 

201510269055  1969-1972 年美韩同盟

信任危机析论 

矫雯竹 梁志 省级 优秀 

201510269056  1947 年国立中正大学学

潮再研究 

马文阔 冯筱才 省级 优秀 

2015DX-062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对 李聪慧 陈波、赵晋 校级 良好 



华政策的失败——司徒

雷登与中共方面的南京

秘密外交事件再研究 

2015DX-063 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本社

会调查之研究 

张校博 徐显芬 校级 良好 

2015DX-064 沙里宁“有机疏散”理

论在“大上海都市计划

（草案）”中的运用研

究 

姚 明 辉 /

王欣宇 

姜进 校级 （ 延

期）良

好 

2015DX-065 军队基层文化对国共战

争之影响研究 

田楚翘 唐小兵 校级 良好 

2015DX-066 抚顺城址变迁研究 杨琨 朱明 校级 （ 延

期）良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