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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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语言生态，对外传播敦煌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 论文 2018-08-14

敦煌文化翻译：策略与方法 中国翻译 论文 2018-07-15

综合运用翻译策略，推动社会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 论文 2018-07-10

敦煌文化术语翻译：问题与方法 中华思想文化学术论文集 论文 2018-01-10

远古的记忆-甘肃非物质文化简明读本 敦煌文艺出版社 著作 2018-12-01

“一带一路”语言生态研究—以敦煌文化对外传播的
语言生态研究为例

中央其他部门社科专门项目 项目 2018-08-06

丝绸之路（敦煌）文化交流丛书（双语版） 横向项目 项目 2018-03-29

2 李晓梅 副教授
以服务专业为导向的多元化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和课程

生态建设
其他研究项目 项目 2018-11-13

3 倪娜 副教授 新时代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多元视角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8-06-02

4 郝玉荣 副教授 高校外语教师课程设计能力提升研究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项目 2018-10-25

“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对大学生英语写
作行为的影响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8-11-13

体育赛事国际化背景下甘肃省体育英语人才培养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8-10-12

外语教育中存在的文化问题及应对策略 校园英语 论文 2018-03-14

从《菜根谭》两个译本看中国文化因素英译的归化与
异化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8-08-15

《菜根谭》中的模糊性数词及其翻译策略
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

(第七卷)
论文 2018-06-10

浅谈英语文化对翻译效果的具体影响 现代交际 论文 2018-05-09

浅谈英语翻译当中跨文化转换及翻译技巧 时代教育 论文 2018-03-09

国际商务谈判课对跨文化商务人才的培养研究 长春大学学报 论文 2018-06-30

庞德汉诗英译中的意象再造策略分析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8-06-01

大学英语翻译教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8-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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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形态教材对提高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写作水
平的实证研究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论文 2018-07-30

心理语言距离与外语水平的相关性实证研究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8-06-08

浅析大学英语语篇教学的分析与思考 散文百家 论文 2018-12-04

关于大学英语翻转课堂的实践及反思 校园英语 论文 2018-08-29

应用语言学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学园 论文 2018-01-01

功能语言学与语用学理论分析及其应用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8-05-01

浅议微信息中关联准则的语用功能 考试周刊 论文 2018-09-01

浅议微信信息中关联准则的应用 文教资料 论文 2018-08-05

大学英语生态课堂与生态教学模式的路径探索 东南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8-12-26

“学得——习得”假说新解 海外英语 论文 2018-07-08

对话教学在农村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研究——以甘
肃省某九年制学校为例

校园英语 论文 2018-11-28

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探讨 青年文学家 论文 2018-05-08

小说《仲夏夜之梦》的语言风格探讨 校园英语 论文 2018-04-25

经典侦探小说中的叙事空间探析 文学教育（上） 论文 2018-03-15

解读《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华生”一角 牡丹 论文 2018-02-13

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人物话语分析及反思 学园 论文 2018-01-15

后方法时代大学英语教学再思考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8-12-04

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吉林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8-04-02

浅析法语俚语的特点、修辞手法与文化内涵 小说月刊 论文 2018-09-15

地方应用型高校基于专门用途法语FOS对翻译人才的培
养模式研究

学校社科项目 项目 2018-12-04

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视域下的高校英语教学改革 海外英语 论文 2018-08-20

大学英语阅读教程 吉林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8-05-01

18 张晶 讲师 农村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思考 课程教育研究 论文 2018-08-03

19 李彬 讲师 婴幼儿语言习得规律与阅读习惯养成初探 新校园 论文 2018-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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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何瑛 讲师 核心素养在中小学英语课堂中的体现 校园英语 论文 2018-07-18

21 艾丽 讲师 《高级英语》教学中学生思辨缺席问题及其对策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8-06-24

22 李艳 讲师 地方本科院校英语口译教学定位与课程模式研究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8-06-08

23 常新宇 讲师 文化局限词的译法初探 文教资料 论文 2018-05-03

24 成玲 讲师 穆尔理论与远程教育的交互性研究 科技风 论文 2018-05-01

25 唐琼 讲师 浅谈关联理论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校园英语 论文 2018-04-11

26 李国访 讲师 英汉元音对比与英语语音教学 环球市场信息导报 论文 2018-04-02

27 胡慧 讲师 亚历山大战史 中国画报出版社 著作 2018-07-06

当代高校英语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著作 2018-06-15

构建主义视域下基于“U校园”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
模式实践研究

横向项目 项目 2018-07-06

29 丁斯甘 讲师 19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古伯察著作中的甘肃形象 学校社科项目 项目 2018-12-04

30 刘文艳 讲师
以服务专业教育为导向的多元化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和

课程生态建设研究－－以兰州城市学院为例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项目 2018-09-25

31 马燕 讲师 “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英语ESP课程的模式与构建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8-09-22

32 杨国萍 讲师 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伊斯兰文化与当代回族文学研究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项目 2018-05-25

讲师28 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