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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论文/著作/项目 刊物/出版社/获奖名称 类型 时间

1 姜秋霞 教授
翻译专业课程实施的系统关系研究——兼议我国翻译本科专

业课程实施中的问题
中国翻译 论文 2014-11-15

论罗兰•巴特“今日神话”思想的符号学意义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论文 2014-09-30
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建设 其他研究项目 项目 2014-08-20

3 李晓梅 副教授 基于语音语料库的甘肃省英语学习者语音语调模式研究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项目 2014-07-01

4 刘晓霞 副教授 真实语言数据驱动的英语教学实践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4-01-01

5 石林平 教授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4-05-05

The Paper-cut of Longzhong and its Rhetoric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Culture: A Semiotic Approach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ASS/AIS）

论文 2014-12-08

陇中：中国民俗剪纸之源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4-06-10
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苏州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4-04-11

7 倪娜 副教授 外语学习中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和有效应用 中国教育指南 论文 2014-12-06

8 翻译教学中的合作学习模式 首都教育学报 论文 2014-02-05

9 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4-09-01

10 安翠英 讲师 汉英双语教学中的突出问题分析 新课程 论文 2014-12-07

11 周黎平 讲师 研究型教学策略——有效性的课堂教学探究 考试周刊 论文 2014-12-05

12 林玲 讲师 基于ESP理论的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发展研究 科学管理研究 论文 2014-12-03

13 马凌飞 讲师 基于语料库的情态动词意义的分析 校园英语 论文 2014-12-02

14 马燕 讲师 兰州方言对大学生英语发音影响及对策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4-09-01

15 张琳 讲师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语言系统的层次及实现化浅析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4-12-01

16 马魁 讲师 兰州城市学院双语班英语学习倦怠的调查分析 小作家选刊 论文 2014-12-01

17 胡静芳 讲师 《追风筝的人》中主人公阿米尔成长之路的引路人 考试周刊 论文 2014-12-01

18 李明子 讲师 语言输入输出视域下虚拟英语学习社区的体验学习 语文学刊 论文 201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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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艾丽 讲师 英语水平对英语专业学生在口语任务中交际策略使用的影响 科技风 论文 2014-11-15

20 赵粉琴 讲师 汉语语音对英语语音习得研究与教学启示 现代交际 论文 2014-11-01

21 张梅 讲师 基于标记理论的英语被动态结构的阐释 学园 论文 2014-11-01

22 李彬 讲师 马克吐温现实主义手法 文化产业 论文 2014-10-29

23 李艳 讲师 甘肃省地方高校英语专业本科口译教学定位与课程模式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4-09-01

24 刘琳 讲师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策略与学生习得 考试周刊 论文 2014-10-22
模块教学法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论文 2014-09-20
浅谈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 华人时刊 论文 2014-10-18

词汇模块与网络考试对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影响 科技创新导报 论文 2014-10-21
当代英语教学方法与实践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4-09-12

26 高文捷 讲师 模因视域下的车尾贴强势模因研究 科学导报·在线教育 论文 2014-10-20
伊恩•麦克尤恩笔下的城市寓言 《山东青年》 论文 2014-08-13

浅析《文静的美国人》中的侦探小说元素 《山东青年》 论文 2014-10-15

28 左瑜 讲师 解读《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 校园英语 论文 2014-10-01
探究中国大学生写作过程中的中式英语现象 英语广场 论文 2014-05-05

从对比语言学角度浅析汉语在大学生英语写作中的负迁移作 课程教育研究 论文 2014-09-08
基于系统论的网络外语信息资源整合模式研究 长江大学学报 论文 2014-05-23

网络外语信息资源优化建设研究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4-08-22

31 姜奕杉 讲师 经济一体化环境下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 读与写 论文 2014-08-15

32 陈晨 讲师 法汉谚语和俗语中动物名词的寓意及文化渊源 青年文学家 论文 2014-03-10

33 李晨歌 讲师 论当代美国文学中简约派的新现实主义 首都教育学报 论文 2014-02-12

34 杨梅 讲师 大学英语自主性学习能力初探 英语广场 论文 2014-02-01

35
何瑛

讲师

关于甘肃省农村小学英语骨干教师培训需求的调查研究——
基于“国培计划——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短期研

修班的调查研究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论文 2014-01-25

36 朱岚 讲师 艺体班级英语教学初探 考试周刊 论文 2014-01-06

37 徐珂 讲师 论科普读物翻译的趣味性 校园英语（中旬） 论文 2014-01-01

38 王凤琴 讲师 现代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研究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著作 20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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