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姓名 职称 论文/著作/项目 刊物/出版社/获奖名称 类型 时间

翻译的文化书写：有形与无形 中国社会科学报 论文 2015-11-17

Ideological Impact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A Descriptive Stud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Two

Different Periods in China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Intercultural Studies

论文 2015-10-13

翻译在社会系统中的文化生态位研究 中国外语 论文 2015-10-07

2 李晓梅 副教授 方言对英语学习者语音学习的影响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论文 2015-04-01

论视角下小游戏学英语课教学游戏模式
创新性研究------以义务教育教科书《

英语》为例
甘肃教育 论文 2015-12-01

心理语言学发轫解析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5-07-04

4 李永霞 副教授
以思辨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大学英语口语

教学研究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项目 2015-09-16

陇中剪纸的符号修辞研究 符号与传媒 论文 2015-03-27

剪纸符号的像似级差及修辞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论文 2015-03-27

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类型分析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5-01-27

中国外语学习者的“教-学”耦合系统
理论范式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5-09-30

中西方城市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教学
范式研究

学校社科项目 项目 2015-06-22

甘肃省外宣翻译文化的培育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5-09-30

MOOC背景下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研究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项目 2015-09-15

外国语学院2015年教师科研成果汇总

1

3

5

6

姜秋霞

石林平

张淑萍

张美玲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7 郝玉荣 副教授



西北地区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科研状况调
查研究

中国教育指南 论文 2015-02-25

英语专业学生合作学习团体凝聚力影响
因素分析研究

其他研究项目 项目 2015-02-26

9 田义晟 讲师 大数据时代的大学英语语法教学 当代外语研究 论文 2015-12-28

10 李艳 讲师
高校英语口译课程教师素质调查:问题

与建议——以甘肃省为例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论文 2015-12-25

11 崇兴甲 讲师 思维导图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论文 2015-12-25

谈谈“背诵法”学英语 考试周刊 论文 2015-12-07

谈谈背诵法学英语 考试周刊杂志社 著作 2015-07-14

13 袁憬 讲师
基于计算机辅助语料库对中美研究者医

学论文功能词使用的对比分析
读与写 论文 2015-11-15

14 林玲 讲师
基于EFL/ESL到EAL的转变对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的启示
教育界 论文 2015-11-09

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的结合研究 校园英语 论文 2015-10-21

中外名著导读 中国书籍出版社 著作 2015-06-01

16 马魁 讲师 影视剧作品字幕翻译中的归化策略的应 小作家选刊 论文 2015-10-18

17 张鼎 讲师 汽车商标跨文化翻译策略分析 英语教师 论文 2015-09-25

18 白雪 讲师 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论文 2015-08-23

感受现实的创造者：略谈博尔赫斯诗作
《南方》

牡丹江大学学报 论文 2015-08-15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现
状及其生态课堂建设研究

学校社科项目 项目 2015-02-18

20 陈晨 讲师 对法语泛读课程的教学心得与研究 亚太教育 论文 2015-08-10

21 王小兵 讲师
语音语料库在大学英语模块教学中的建
设和应用---以兰州城市学院大学英语

模块教学为例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5-07-15

22 陈雪雪 讲师 庞德汉诗英译的审美关照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论文 2015-04-20

8

12

15

19

倪娜

朱岚

左瑜

吴颖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讲师



23 李晨歌 讲师 解读《渔猎》中"Jacklighting"的涵义 《陇东学院学报》 论文 2015-03-16

虚拟大学英语学习社区的语言生态及结
构分析

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论文 2015-01-25

语言生态改变对少数民族三语学习者心
理语言距离的影响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5-08-25

25 景恒伟 讲师
英语口语测试任务与类型及其对测试表

现影响的研究述评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5-01-01

行动导向教学法在第二外语法语课堂中
的应用

亚太教育 论文 2015-12-25

浅谈法语视听课程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培养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论文 2015-10-15

浅析多元语境下英语语言的语用研究 高教学刊 论文 2015-09-25

浅谈国际商务英语中的语言特点 考试周刊 论文 2015-08-25

《老人与海》的生态批评主义分析 校园英语 论文 2015-12-01

《红与黑》的梦想解析 都市家教 论文 2015-06-15

大学英语课堂环境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论文 2015-11-15

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生态学分析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5-07-24

30 苏云华 讲师 跨文化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5-10-26

31 刘琳 讲师
甘肃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双语教学定

位与课程模式研究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项目 2015-09-22

24

26

27

28

29

李明子

丁斯甘

马凌飞

张黎娜

张亚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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