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白寿彝论文竞赛·本科生奖获奖名单 

 

此次论文竞赛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过外审专家双匿名评审，获奖

情况如下： 

序

号 
论文题目 获奖等级 

学生

姓名 
学号 校区 

1 
《德意志之歌》何以成为德国国歌——从

国歌命运变迁中看德国社会价值观的嬗变 
一等奖 刘沉 202011120096 北京 

2 过早的埋葬”：近代早期英国堕胎罪研究 一等奖 王怡迦 202011120085 北京 

3 
疾病、卫生与殖民：1910-1922年间锡兰

种植园劳工中的钩虫病与防治 
一等奖 陈潇然 201911120101 北京 

4 
连接另一个半球：1902-1907 年美国报道

视域下的白令海峡隧道计划 
一等奖 赵佳琪 202011120087 北京 

5 
罗马共和时期道德指导权（Regimen 

Morum）的起源与流变 
一等奖 张欣雨 201911120127 北京 

6 
秃头查理时期荣誉制初探——以《圣伯丁

年代记（843-877）》为中心的考察 
一等奖 梁结华 202011039113 珠海 

7 

1936：纳粹德国的“双奥之年”——以

“泰晤士报”为中心考察“新德国”形象

的塑造与展现 

一等奖 张雨婷 201911120190 北京 

8 
从异域到故土：清代西域观流变中的历史

记忆 
一等奖 陈嘉旭 201911039168 珠海 

9 大蒙古国时期阿剌海别吉和亲汪古研究 一等奖 王倩 201911120124 北京 

10 
宦海家国：清初汉官群体研究——以《贰

臣传》《逆臣传》为中心 
一等奖 吴荔荔 201911120102 北京 

11 

明清时期豫西北民间信仰空间管理主体与

社会功能探究 ——以河南林州史志、碑

刻材料为核心   

一等奖 张桄玮 202111120035 北京 

12 
南明庆国公陈邦傅名考及生平事迹考——

兼论《明史》的史源 
一等奖 张择存 201911030533 北京 

13 叔夨方鼎所见西周早期礼制考 一等奖 熊钰奇 201911120132 北京 

14 铁弗匈奴族群认同研究 一等奖 张正宇 202111120071 北京 

15 
魏晋南北朝家礼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以

《颜氏家训 》为考察中心 
一等奖 周芳会 202011039541 珠海 

16 
張家山漢簡《算術書》“婦織”與漢初女

性的織布速度 
一等奖 丁心悅 20211079290 珠海 



17 
周楚之间——从嬭加编钟看春秋中期曾国

的族群认同 
一等奖 朱超 202011120003 北京 

18 周代鄂国地望与迁徙 一等奖 许洳箐 201911120143 北京 

19 
“约”与“法”：1912-1913 年舆论视角

下《临时约法》的双重角色 
一等奖 蒙玮迪 201911120168  北京 

20 

20 世纪前期上海工人集会游行中的“空

间政治”——以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为中

心的考察 

一等奖 陈子昊 201911030316  北京 

21 
从对立到趋同：清季十年“种族革命”论

战再考察 
一等奖 陈云飞 202011120083 北京 

22 
论 1959—1961 年尼赫鲁对中印边界争端

的态度——以《尼赫鲁文集》为中心 
一等奖 李帅龙 201911120180 北京 

23 
土改、地方主义与干部调整——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广东省恩平县“松仔岭事件” 
一等奖 刘滢  201911039184  珠海 

24 
由合作走向对抗：国、共、青三党在非基

督教运动中的党际关系之演变 
一等奖 胡欣 201911120130 北京 

25 
“小国会”发展情况探析：1919年-1933

年——以美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二等奖 曹安琪 201911120146 北京 

26 
20 世纪 60年代初巴西民众主义政治与对

美外交——以古巴问题为中心 
二等奖 吴晗 201911120164 北京 

27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黑人公共史学

活动的思想路径 ——以芝加哥“杜萨布

利博物馆”的创建为中心 

二等奖 李轩宇 201911120177 北京 

28 

从合作者、实践家到革命幽灵——美国政

府档案文件中的切•格瓦拉形象变化原因

探析（1964-1968）  

二等奖 李远哲 202011120038 北京 

29 德拉巴尔塑像与法国世俗化进程 二等奖 许宸睿 201911120117 北京 

30 
库尔德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兼论

库尔德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等奖 黄普凡 202011120071  北京 

31 
神谕与天命分裂的缘由探析——以古希腊

和古代中国为例   
二等奖 许逢祥 202111039437 珠海 

32 淞沪会战中的日本海军航空兵 二等奖 齐怀兵 201911120148 北京 

33 
塔西佗历史书写中的“罗马德性”——从

政治隐喻与道德训诫双重视域出发 
二等奖 李琦 201911039177 珠海 

34 
塔西佗史学的政治功用——以《编年史》

中的人性观为中心 
二等奖 王一玮 201911120181 北京 

35 
小法国人”养成计划  ——20 世纪法国

对非洲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与影响   
二等奖 李好 201911120107 北京 

36 英美对印军事援助下尼赫鲁的态度变化 二等奖 芦宣伊 202011120056  北京 



37 
英雄、王权与民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赫

拉克勒斯形象探析 
二等奖 张迅 201911039310 珠海 

38 

“浮华”和“汰侈”——《世说·汰侈》

中斗富现象背后的魏晋社会文化与边缘群

体的身份表达 

二等奖 汪牧阳 202111031002 北京 

39 
“庭燎之禮”還是“驅疫辟鬼”——爆竹

源流考 
二等奖 马轩 201911120157 北京 

40 
“政权”与“族权”之嬗变——齐国“尊

王攘夷”与周王室的没落 
二等奖 李知方 202111120016 北京 

41 《四告》前两篇字句与文本研究 二等奖 陈俊升 202011120082 北京 

42 
《宋史·程琳传》载“程琳议册命谅祚

事”考异 
二等奖 彭续宾 202011998166 北京 

43 
北宋仁宗朝中晚期的后宫与朝局——兼论

“庆历新政”的另一重面向 
二等奖 宋紫怡 201911120121 北京 

44 
传播与震荡：六朝中华“天下观”的扩张 

——以倭国为中心 
二等奖 李麒 201911039178  珠海 

45 
从公共性到私人性：晚明江南士人的生活

空间——以“舟”为中心的考察 
二等奖 韦兆杰 202011120019 北京 

46 
从盛世之初到战乱之末：浅析唐代帝陵自

桥陵至泰陵的规制转变 
二等奖 董晨希 202111120014 北京 

47 
从自然山灵到民间妖兽：中古时期“人面

蛇身”形象流变考述 
二等奖 梁恺琳 201911950114 北京 

48 
读城：宇宙观、宗教观与良渚早期复杂社

会城市景观的构建 
二等奖 于若芸 202011120089 北京 

49 汉代官宦家庭的女子教育 二等奖 李叶 202111039702 珠海 

50 
汉唐间伍子胥故事流传与嬗变探微——基

于《伍子胥变文》的考察 
二等奖 徐雅祺 201911120125 北京 

51 
交融与认同：山东济南地区元代墓葬中孝

行图的流变考论 
二等奖 杨惟乔 202011120017 北京 

52 金文所见西周晋国婚姻关系考 二等奖 刘泗好 201911120184 北京 

53 
历史文献学视角下饮食史史料分类研究—

—以魏晋南北朝饮食文献为中心 
二等奖 容纳衍 202011059086 珠海 

54 
卢水胡自立与族群认同关系考——以北凉

沮渠氏为中心 
二等奖 罗铭杰 202111120021 北京 

55 

攀附冒名：S.1889 号所见氾氏家传中的

古史构建——兼论中古时期家传的书写的

一个侧面 

二等奖 徐怀志 202011999025 北京 

56 浅谈汉代辟邪风俗中的外来文化因素 二等奖 刘一娴  202111120054 北京 

57 
浅谈咸头岭文化的生计方式——以深圳咸

头岭沙丘遗址为例  
二等奖 魏智誠 202011120091 北京 



58 
如理治国，如法实修——论八思巴书信中

的政教思想 
二等奖 王宇喆 201911120156 北京 

59 
三《传》 比较视野下的公羊“王鲁”说

新探 
二等奖 卜之凡 202011041012 北京 

60 
“发现”、“冲击”与走向“自觉”：从

广告和酒标探百年青啤 
二等奖 杨苒君 202011120080 北京 

61 
“民族”与“国际”的博弈——中共早期

革命路线探索（1921-1931） 
二等奖 杨典 201911120175 北京 

62 
“赛先生”的两副面孔——灵学论争中的

《新青年》与《灵学丛志》 
二等奖 刘源均 201911120178 北京 

63 北洋海军医疗保障制度研究 二等奖 成羲 201911120139 北京 

64 从上海到海南：民初中医之霄壤 二等奖 吴晨嘉 201911120171 北京 

65 
反割台斗争中的刘永福民族英雄形象建构

——以报刊舆论为中心（1894-1895） 
二等奖 周逸峰 201911120134 北京 

66 
顾颉刚对“英美派”与“法日派”派系斗

争的认知及其变化 
二等奖 华诗怡 202011120084 北京 

67 

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叙述及演变——

以 1917-1949年间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为

例 

二等奖 田悦辰 201911120152 北京 

68 
价值何处在：一个晚清江南绅士的精神危

机——以《谢家福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二等奖 林新曙 201911120165 北京 

69 
理念、技术与习惯：50 年代北京垃圾分

类实效思考 
二等奖 肖和 201911940216 北京 

70 洋局内部事权之争与留美幼童之被撤回  二等奖 张伯凯 201911120104 北京 

71 
疫情防治与民众心态——以 1902年天津

霍乱为例 
二等奖 潘景怡 201911120118  北京 

72 9 世纪查理曼形象的建构与嬗变 三等奖 刘春佳 202011039429 珠海 

73 
从恐慌到无惧：1908-1919年德国齐柏林

飞艇对英国社会心态之影响 
三等奖 杨憬添 202011120104 北京 

74 
从跨境民族的民族观念看民族认同——以

云南沧源佤族为例  
三等奖 刘显涛 202111039403 珠海 

75 
从心理战角度分析美国“成功行动”与

“猪湾行动”不同结局的原因 
三等奖 李心语 202011120028 北京 

76 

对抗与媾和：秃头查理应对维京人入侵措

施探究 ——以《圣伯丁年代记》为中心

的考察 

三等奖 周述延  202011059325 珠海 

77 

对扎克雷起义的起义者不反对王权现象的

原因分析——纵观 14世纪前中期的法兰

西 

三等奖 胡森怡  202011039112 珠海 



78 
俄罗斯国家荣誉观的东正教因素及对外交

政策的影响 
三等奖 梅婷 202011120054 北京 

79 
金钱、面包、国会中的上帝——“大萧条

时期”美国宗教世俗地位变迁考察 
三等奖 赵若霖 201911030239 北京 

80 考察德国成为宗教改革起源地之文化因素 三等奖 邵倬妍  202011120092 北京 

81 
美国镀金时代财富思想中的“自由”

“ 平等”观 
三等奖 张净 201911120179 北京 

82 
迷失的斯里兰卡：十九世纪英国殖民教育

下的身份认同重构 
三等奖 余静然 202011999049 北京 

83 
叛徒与烈士：1916-1965年英爱两国对罗

杰·凯斯门特的形象塑造 
三等奖 李思楚 201911120136 北京 

84 
神化与造神：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元首崇

拜的两个方面 
三等奖 张芷源 202011059123 珠海 

85 
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与德国海军扩张政策

之关系探究 
三等奖 穆小琴 201911120173 北京 

86 
隐喻、冲突、性与暴力：英国内战中的男

性身体与情感 
三等奖 侯佳莹 202011999100 北京 

87 
英国新左派对华认识探析：以革命和建设

时期的中国为中心 
三等奖 李舒祺 202011120097 北京 

88 
影像的政治实践：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

战 
三等奖 肖静萱 201911940217 北京 

89 
战后英国国家形象重构初探——以 1951

年英国节之伦敦南岸展览为中心 
三等奖 孙祎阳 201911120115 北京 

90 
转型与重塑：魏玛共和国时期女性婚姻观

念嬗变研究 
三等奖 肖丽 202011120068 北京 

91 
野蛮的皇后与虔诚的信徒——论欧多西雅

在历史书写中的两面形象 
三等奖 黄远志 202011039115 珠海 

92 
金字塔阴影中的游牧民——金字塔时代边

境贝都因部族之研究 
三等奖 赵剑浩  202011120050 北京 

93 
“解药”还是“毒药”？——明代成化年

间荆襄流民政策实施成效探析 
三等奖 蒋佳霓 202011120021 北京 

94 
“李冰神子”形象探究——灌口神与灌口

二郎的身份、传播与职能 
三等奖 方程 202011998040 北京 

95 
“周道始衰”——“鉴戒”编纂主旨下的

<国语>首篇“穆王将征犬戎”选材用意 
三等奖 张友琦 202011059274 珠海 

96 
“子见君子”：浅析《论语》与孔子的君

子观 
三等奖 罗瑞 202111120003 北京 

97 
”建城市中有狂人“——明代成弘之际的

流氓群体与社会变迁 
三等奖 马舒月 202011120041 北京 

98 不同视角下讨论殷“帝”的至上神地位 三等奖 牛广鹏 202111998086 北京 

99 
从《捉季布传文》谈讲史类变文的书写因

素  
三等奖 王心怡  201911120154  北京 



100 从历史书写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观念 三等奖 罗睿琳 202011039250 珠海 

101 从陶寺牛骨遗存看我国牛耕的起源 三等奖 王浅一 202011999023 北京 

102 大盂鼎铭文“獸”字补释 三等奖 秦志桐 201911120174 北京 

103 
定窑水纹研究——兼论宋金时期瓷器上的

水纹 
三等奖 刘翔宇 201911120192 北京 

104 海昏侯墓《论语》研读札记 三等奖 石佩鑫 202111039817 珠海 

105 
汉代“母权”探微——从《孔雀东南飞》

谈起 
三等奖 李文静 202011059314 珠海 

106 礼与俗：明代赣南地区的禁毁淫祠 三等奖 高语彤 202011120004 北京 

107 
两汉西北边郡政区沿革中的民族关系——

以金城郡为中心 
三等奖 李宇萌 202111100008 北京 

108 论北魏文成帝酒禁 三等奖 罗佳 202011039248 珠海 

109 论秦国与三晋之兵力 三等奖 周小栏  202111039872 珠海 

110 

论魏晋南北朝西南地区民族关系之反向同

化趋势——以南中大姓的“夷化”倾向为

例 

三等奖 刘倩 201911039551 珠海 

111 
略论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儒释道融合——以

敦煌本梦书为中心 
三等奖 王予盟  201911940235 北京 

112 迈向新轨：“天禧诏书”与北宋台谏制度 三等奖 赵城艺 202111120078 北京 

113 门阀士族的形成及对东晋的影响探究 三等奖 邓惠文 201911039671 珠海 

114 内亚视角下北魏女性社会地位研究 三等奖 陈婉莹 201911039169  珠海 

115 秦汉妇女财产权探究 三等奖 韩心怡 202011039330 珠海 

116 宋人尚羊习俗原因略探 三等奖 王郅昊 201911039017 珠海 

117 探析《项羽本纪》中项羽的称呼及意义 三等奖 黄锦泽  202111079137 珠海 

118 唐代从事乐舞、杂技职业的儿童探究 三等奖 何梓凌 202011039231 珠海 

119 
唐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基于矿冶

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 
三等奖 佘盈岐 202011120047 北京 

120 
唐代在室女的身后世界——以唐代在室女

纪年墓为中心  
三等奖 赵一帆 201911120128 北京 

121 
唐宋宴会转向研究——以宴会主体为中心

的探讨 
三等奖 杜钰洁 202011120098 北京 



122 
唐中期三川豪强的士族化与中央化问题—

—以严氏、鲜于氏为例 
三等奖 姜山 201911120131 北京 

123 
晚明社会权力体系的禁锢与松弛——身体

史视野下的妓女群体考察 
三等奖 李安琪 202011120042 北京 

124 西汉太后权力探究 三等奖 江奕乐 20211079257 珠海 

125 中国冶铁技术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三等奖 赵家盛 2020119999113  北京 

126 
1960-1962年中国政府对美英援印的关注

与应对——以《人民日报》为中心 
三等奖 刘喆 201911120123 北京 

127 
从“沈崇案”到七五事件：胡适对北平学

生运动的态度流变（1946—1949） 
三等奖 鲍依凡 202111120051 北京 

128 
凤鸣高冈生梧桐——钱穆先生的基本教育

观与历史教学方法 
三等奖 帅霁轩 202011059385 珠海 

129 何妨做鬼：近代中国社会与“鸦片文化” 三等奖 黄安琪  202011050002 北京 

130 
近代内地士绅视野下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 
三等奖 薛淑雯 202011120055 北京 

131 

抗战时期国人对“意大利建国三杰”的形

象书写——兼论民族复兴思潮与“复兴领

袖”论 

三等奖 田思勉 201911120116 北京 

132 
民国前期中国师范教育救国思想初探——

以北师大为例 
三等奖 蔡伟俊 202011059100 珠海 

133 
末代土司卓克基索观瀛——川西嘉绒地区

从土司到民族自治地方转变述论 
三等奖 哈斯基 201911039675 珠海 

134 

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中的民族革命与

救国之道——以《民报》和《新民丛报》

为中心的考察 

三等奖 郭婧 202011120088 北京 

135 
日俄战争时期请政府中立政策之探讨——

从条约内容及其执行情况视角 
三等奖 文婕 201911120170 北京 

136 
三青团为何与青年渐行渐远？——从青年

运动探讨三青团争夺青年力量失败之原因 
三等奖 蒋雅柔 201911260218 北京 

137 
题材”互动与“体裁”对话：近代典妻书

写的话语研究 
三等奖 郭静怡 202011120026 北京 

138 
晚清四川义和团运动民教冲突探究——以

川剧《神拳闹》天鼓桥之战为中心 
三等奖 彭霖 201911010930 北京 

139 
新文化运动宗教观的海外本土化——以新

加坡《叻报》（1915—1923）为中心 
三等奖 许其逸 201911120103 北京 

140 

阅读生活的图景：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阅

读探析 ——以京师通俗图书馆（北平市

立第一普通图书馆）为核心的考察 

三等奖 李双全 202011120081 北京 

141 
桎梏于家：一位北平沦陷时期青年的世俗

之——以董毅《北平日记》为核心 
三等奖 陶方顺 202011998175 北京 



142 民国时期丹噶尔仁记洋行发展初探 三等奖 
朱雪晶 

李成芳 

201911039618 

201911039616 
珠海 

143 

“激情澎湃”、“惴惴不安”到“自我怀

疑”——浅析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士兵心理

变化 

鼓励奖 许越 201911039527 珠海 

144 

“相似会议，不同结局” ——以 1978 年

和 2000年的两场戴维营会谈进行对比分

析 

鼓励奖 张晗驰 202011120048 北京 

145 
《大宪章》中关于司法制度规定的民主意

义——英国法陪审制度的民主考虑 
鼓励奖 黄甘雨 201911120140 北京 

146 
19 世纪 30-60年代英国公学改革的绅士

文化特征探析  
鼓励奖 宋雨桐 202011120103 北京 

147 20 世纪 30年代美国女性就业研究 鼓励奖 刘妍 202011120067 北京 

148 
阿蒙神与阿吞神：信仰对抗与危机——以

埃赫那吞改革为中心 
鼓励奖 张燕盈 202011120013  北京 

149 
薄樱之鬼的曲折生涯——江户时代新撰组

武士究竟是惩恶扬善还是为虎作伥 
鼓励奖 吴葳 202111039457 珠海 

150 从《东印度公司》看南海公司的兴衰 鼓励奖 

肉克也

木·牙

生 

201911120906 北京 

151 
从《吉尔伽美什史诗》恩启都看人性和早

期人类思想 
鼓励奖 梁景锐 202111079140 珠海 

152 
对雅各布·布克哈特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女

性地位的论断的思考 
鼓励奖 李时青 202011039457 珠海 

153 汉莫拉⽐法典中的奴⾪制度 鼓励奖 定涵颖 202111039405 珠海 

154 
柯林武德的历史想象观念及其局限——以

《史记》为中心的考察  
鼓励奖 肖雨芊   202111120039 北京 

155 
卢旺达大屠杀初期国际社会不作为初探—

—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例 
鼓励奖 宋雨 201911940232 北京 

156 
论中世纪大学的宗教性和世俗性——以巴

黎大学为例 
鼓励奖 黄明标 202011059222 珠海 

157 
矛盾社会产生的“新女性”——魏玛时期

德国女性的社会生活 
鼓励奖 邓鑫逸 201911120105 北京 

158 浅论“托克维尔悖论” 鼓励奖 李子琪 202011039539 珠海 

159 
浅谈普罗柯比政治立场对《秘史》成书影

响 
鼓励奖 贾林毅 202111998185 北京 

160 浅谈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与反思 鼓励奖 杨雨欣 202111039778 珠海 

161 
浅析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时间观和

历史观 
鼓励奖 邓西 201911039672 珠海 



162 
浅析克罗斯比笔下的传染病研究与欧洲的

扩张——以《哥伦布大交换》为例 
鼓励奖 杨浏桢 201911039334  北京 

163 日本教育界人士对严修教育改革的影响 鼓励奖 张雨萱 202011120007 北京 

164 十月革命前到二战后苏联高等教育的发展 鼓励奖 顾悦然 201911120106 北京 

165 
文化传统与外交抉择——以《美国与中

国》为中心的考察 
鼓励奖 杨治安 202011059310 珠海 

166 
希罗多德《历史》关于克列欧美涅斯一世

死因记叙的考辩 
鼓励奖 张安富 202111039524 珠海 

167 
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借贷活动的态度变化与

基督教会在西欧影响力的消长 
鼓励奖 李海灿  202011039228 珠海 

168 中世纪晚期威尼斯城市发展 鼓励奖 马金婷 201911039617 珠海 

169 
从《亡灵书》看“来世审判”对古埃及人

的道德影响 
鼓励奖 曾雪萌 202111079104 珠海 

170 
“亨廷顿陷阱” ——亨氏文明视阈下的

世界秩序剖析 
鼓励奖 普润嘉 201911039309 珠海 

171 
拉施特《史集》——伊斯兰教化的蒙古史

叙述 
鼓励奖 李婉瑜 201911039180 珠海 

172 
“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从满清

的“中国认同”谈起 
鼓励奖 朱雨清 201911039193 珠海 

173 《史记》西汉建国书写中的刘邦称谓 鼓励奖 韩尚坤 202011120072 北京 

174 《周易》之“象”“意”与意象观 鼓励奖 胡琦兰 202011120033 北京 

175 2000年以来魏晋南北朝灾害史研究述评 鼓励奖 蓝钟凯 202011039499 珠海 

176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心理因素分析——主

要依《史记》 
鼓励奖 唐凯  202111039820 珠海 

177 
春秋笔法的表现形式——基于对《史记》

文本的分析 
鼓励奖 杨沛姗 202111120068 北京 

178 从“春秋决狱”看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鼓励奖 唐子欣 202111039014 珠海 

179 从《太平经》看早期道教的生死观 鼓励奖 周家馨 202111039522 珠海 

180 从历史角度探究隋唐大运河的修建过程 鼓励奖 吴佳琪 201911039018 珠海 

181 从墓志铭中再看一代才女：上官婉儿 鼓励奖 钱瑞伶 202111039058  珠海 

182 怛罗斯之战中唐军出兵数量问题探讨 鼓励奖 李图南 201911039179 珠海 

183 汉代的养老和敬老风俗 鼓励奖 韩沛玲  202111039653 珠海 



184 

晋之际高层政治权力升降所见的士族发展

史——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

络》 

鼓励奖 张馨元 202011120005 北京 

185 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及其简单分析 鼓励奖 肖卓彦 202011039104  珠海 

186 
历史的武则天与武则天的历史——关于历

史人物形象塑造的探究 
鼓励奖 韩子恒 201911039172 珠海 

187 
亮正严副：章武至建兴间蜀汉人事转折—

—以夷陵之战规模与战损入手 
鼓励奖 桑异凡  202011120061  北京 

188 明代宁夏书院教育考 鼓励奖 何蕾 202011120052 北京 

189 
齐鲁逐“鹿”——对春秋时期齐鲁外交关

系变化的研究 
鼓励奖 严珮瑄 202011120023 北京 

190 
浅谈唐朝佛教的社会渗透——以墓志铭、

《太平广记》等为考察对象 
鼓励奖 沈姝瑶 202011120062 北京 

191 浅析明清贞节制度对于女性的积极意义 鼓励奖 南嘉蕊 202011120029 北京 

192 
浅析魏晋女性形象特点与相应时代渊源—

—以《世说新语》为例 
鼓励奖 冉珈琳 202111998280 北京 

193 
浅析文化艺术在民族融合中的意义——以

清朝宫廷服饰为中心 
鼓励奖 林芊妤  201911039182 珠海 

194 
秦成于法家而毁于自身——浅析法家思想

与秦兴亡之关联 
鼓励奖 王晨亮 202111039456 珠海 

195 秦汉时期的政治变迁及其合法性讨论 鼓励奖 吴建 202111039780 珠海 

196 秦简所见“赀甲盾”问题研究综述 鼓励奖 廖芷轩 202111039573  珠海 

197 秦末陈胜“张楚政权”的政权名字由来 鼓励奖 刘玉晶 202111039523 珠海 

198 
儒道交融视域下嵇康对名教的“越”与

“守” 
鼓励奖 胡惠茹  201911039332 珠海 

199 
试论南汉时期都城广州（兴王府）的城市

建设 
鼓励奖 陈浚铭 202011039103 珠海 

200 
宋代的火崇拜探析——兼论中原火神信仰

与祆教的关系 
鼓励奖 马天宇 201911940207 北京 

201 探寻秦汉时期的服饰饮食习俗与文化  鼓励奖 滕素雯 202111039361 珠海 

202 唐代运河沿线城市经济互补性及其影响 鼓励奖 陈融枢 201911039577 珠海 

203 唐长安平康坊歌妓的社会生活 鼓励奖 李稚茗 201911039181 珠海 

204 王莽野心的始与终及其启示 鼓励奖 陶倩 202111039013 珠海 

205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变化 鼓励奖 张鑫越 202111039015 珠海 



206 文法吏与秦汉行政体系 鼓励奖 刘立文 202111079111 珠海 

207 
文化功能趋向性下古代都城空间形态的变

化——以隋唐佛寺与长安城为例 
鼓励奖 马智慧 201911039585 珠海 

208 
西汉“霸王道杂之”渊源新释——以“后

战国时代”的刘邦集团为视角 
鼓励奖 张洁 202111079136 珠海 

209 西汉时期酷吏的产生、职能及影响 鼓励奖 陈采薇 202111039572 珠海 

210 训诂学在《史记》中的部分应用 鼓励奖 白子晨 202111039779 珠海 

211 异物与贡物：论汉代荔枝的双重身份 鼓励奖 陈睿 202111039182 珠海 

212 
杂饮与清饮：文化史视野下唐宋时期饮茶

方式的延续与转变 
鼓励奖 任哲曦 201911039016 珠海 

213 
政治得与失——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看继承与发展 
鼓励奖 谢婷 202111120053 北京 

214 浅析隋炀帝之三征高丽  鼓励奖 许琛 202011120079 北京 

215 魏晋南北朝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鼓励奖 柯子漪 201911039175 珠海 

216 
抗战时期中共引导少数民族勠力抗日之努

力 ——以在陕甘宁边区为例 
鼓励奖 李成芳 201911039616 珠海 

217 初识门庭：作为史学方法的“事件史” 鼓励奖 杨琛  202011120036 北京 

218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保甲制在沦陷时期的

应用——以沦陷时期的上海为例 
鼓励奖 柳现现 201911039504 珠海 

219 
多重视角下南京国民政府破除迷信运动探

析 
鼓励奖 李思怡 201911120188 北京 

220 基于近代报刊观察中国近代营养观念 鼓励奖 薛红 201911120133 北京 

221 
近代华亭-娄县地区家庭棉纺织业的转型

（1840-1919） 
鼓励奖 徐梦恬 201911039190 珠海 

222 
抗战时期中国史学界对“东北民族”的诠

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视角 
鼓励奖 关长旭 201911940211 北京 

223 
雷海宗史学思想源流辨析——1922-1947

年间雷海宗文章为中心的研究 
鼓励奖 王启轩 202011120101  北京 

224 
廖添丁：从盗贼到抗日英雄——从传说形

象建构看台湾社会的民族意识发展过程 
鼓励奖 李嘉禧 201911039176 珠海 

225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战时体制的二重性 鼓励奖 范俊文 201911039170 珠海 

226 
民国时期百姓对中、西医的选择——以河

南地区为例 
鼓励奖 王佳婧 202011120014 北京 

227 
民族主义的个性表达 ——浅论顾维钧

“以公理争强权”的国家主权意识 
鼓励奖 蒋红宇 201911039676 珠海 



228 

浅谈新中国以来的中日外交关系演进历程

和特点——以中国共产党对日外交思想和

政策为例 

鼓励奖 王欣茹 201911039188 珠海 

229 
浅析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有关种族革命的

论战 
鼓励奖 黄晓璐 201911039529 珠海 

230 
失范与重塑：“新青年”群体的生成和收

编  ——以《新青年》月刊为中心的考察 
鼓励奖 吴秀海 201911120142 北京 

231 试析革命派与立宪派关于民族革命的论战 鼓励奖 苟庆 202011120075 北京 

232 
宋教仁与日本留学生群像探析——以《宋

教仁日记》为例 
鼓励奖 常雯婧 202011120095 北京 

233 
探析晚清政府对民间爱国运动的态度——

以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为例 
鼓励奖 肖璐 2019111120903 北京 

234 彝海结盟再探析——以彝区为中心 鼓励奖 何丹 201911039308 珠海 

235 
这个世界会好吗：清末民初的抑郁时代探

析 
鼓励奖 李若峰 202011998074 北京 

236 
“文化革命”与苏联解体——社会转型中

知识分子的抉择 
鼓励奖 李依璇 201911120113 北京 

237 2020年国内抗美援朝论文研究综述 鼓励奖 王美丹 20211111039472 珠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