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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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晓梅 副教授
转型期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ESP课程模式探

究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7-08-15

2 刘晓霞 副教授 应用型本科院校翻译专业教师发展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7-10-26

3 孙晓芸 副教授 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翻译工作坊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7-05-15

4 张美玲 副教授 中西文化认同与外语教学范式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7-09-01

高校英语专业经验教师口语教学信念与教学实践
的个案研究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论文 2017-08-08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中学英语教师认知发展影响因
素的叙事研究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论文 2017-05-05

巫术干预与生殖崇拜——白马藏族十字三角服饰
纹探源

西藏研究 论文 2017-08-18

Meaning-Centrism in Roland Barthes
Structuralism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论文 2017-08-17

河州花儿《马五哥与尕豆妹》的叙述学研究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论文 2017-07-18

网络语言符号的像似性——评曹进《网络语言传
播导论》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7-05-17

A Survey on Roland Barthes’ Myth Today US-China Foreign Languages 论文 2017-03-11

外国语学院2017年教师科研成果汇总

5

6

倪娜

张淑萍

副教授

副教授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OBE理念的模块化改革 考试周刊 论文 2017-09-12

大学英语教学中基于OBE理念的自主学习模式构
建

考试周刊 论文 2017-09-05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输出驱动—输入促成”理
论的应用

新校园下 论文 2017-08-10

大学英语教学中OBE理念与翻转课堂的结合应用 新校园上 论文 2017-08-10

成果导向引导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施分析 考试周刊 论文 2017-08-04

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乌托邦小说分析 考试周刊 论文 2017-09-29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任务型教学法运用分析 新校园 论文 2017-08-29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构建分
析

新校园 论文 2017-07-29

《菜根谭》蒋坚松译本中儒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7-11-27

《菜根譚》中數詞模糊語義英譯研究 东北亚外语论坛 论文 2017-08-15

A Study of Translation of Imagery
Rhetorics in Cai Gen Tan

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论文 2017-10-25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f
Semantic Prosody of Basic Color Wor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Proceedings of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Language,Art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CELAIC2017)

论文 2017-10-17

讲师

讲师

白梅

崇兴甲

9

10

7

8

安翠英

胡静芳

讲师

讲师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慕课的应用研究 校园英语 论文 2017-08-30

项目学习在英语语言学教学中的应用意义探讨 时代教育 论文 2017-06-08

地方本科院校英语口译教法优化与改革思路探析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论文 2017-11-20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策略研究---培养学生获取以
句子为单位信息的能力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7-01-10

甘肃省地方院校英语口译慕课教学设计与实践研
究

其他研究项目 项目 2017-07-25

面向英语国家甘肃旅游宣传推介对策研究 知识文库 论文 2017-05-05

甘肃旅游文化品牌海外推介方式研究 知识文库 论文 2017-05-05

14 钟为晓 讲师 转型背景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项目 2017-09-29

15 艾丽 讲师
艺术类学生英语学习倦怠调查研究 ——以兰州

城市学院美术专业学生为例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7-11-15

16 张亚 讲师 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环境研究回顾与反思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7-10-23

17 马凌飞 讲师 交际教学法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 校园英语 论文 2017-10-18

18 陈洁 讲师 内容依托式英语教学对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影响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7-07-11

19 王怡茗 讲师 工作坊教学模式在翻译教学的应用研究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7-05-15

20 林玲 讲师
探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多元化外语人才的

培养
考试周刊 论文 2017-05-12

讲师

讲师

讲师

高文捷

李艳

马燕

11

12

13



21 詹晓燮 讲师 新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员的服务能力探讨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7-01-15

22 刘文艳 讲师 美国南北战争回忆录（下册） 吉林出版集团 著作 2017-09-01

23 张晶 讲师
甘肃省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英语）专业发展模

式探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7-07-25

24 徐珂 讲师 新媒体环境下写作中心教学模式的研究 其他研究项目 项目 2017-0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