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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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桂保 教授 模块教学-新建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3-1-1

基于文化导向型教学模式的大学英语听说模块教学研究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3-5-15

甘肃省英语学习者英汉平行语音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3-9-1

3 刘晓霞 副教授 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中双向文化教育研究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项目 2013-07-01

4 石林平 教授 心理语言学五十多年发展评述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3-03-10

转型时期的社会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 考试周刊 论文 2013-10-08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现代妇女·理论前沿》 论文 2013-12-06

新编大学基础英语《泛读教程》1-4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 著作 2013-10-24

以“SMART”目标引领儿童的学习与发展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论文 2013-11-25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问题研究的价值及思路 丝绸之路 论文 2013-11-16

外语学习中小组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和有效应用策略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论文 2013-10-10

提高课堂活动交互性的理论基础和教学途径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论文 2013-09-03

提高课堂活动交互性的理论基础和教学途径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论文 2013-09-01

渭水文明：大地湾——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背景之一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3-05-15

文化符号学视野中的陇中民俗剪纸 西北语言与文化研究 论文 2013-03-11

大众传媒社会兰州大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兰州城市学院为例 学校社科项目 项目 2013-11-10

9 郝玉荣 副教授 甘肃省新建本科院校语言自主学习中心实施方案及效果评价研究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项目 2013-09-02

10 杨梅 讲师 关于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与训练策略之我见 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 论文 2013-12-20

11 张梅 讲师 采用双语字幕视频资源，改进大学英语听说教学 科教导刊 论文 2013-12-10

12 马魁 讲师 态度资源在英汉社论中的对比分析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3-12-01

13 陈雪雪 讲师 从容器图式角度浅析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审美想象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论文 2013-12-01

14 艾丽 讲师 一项有关英语专业学生口语交际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以兰州城市学院英语专业学生为例 科技视界 论文 2013-11-26

15 魏华 讲师 浅议双语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的关系 考试周刊 论文 2013-11-13

16 杨文珺 讲师 浅谈思想政治教育艺术 新课程研究 论文 2013-11-13

17 魏华 讲师 CLIL理论指导下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与双语教学的衔接性探讨 考试周刊 论文 201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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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甘肃文化知名度，旅游英语推介研究 教育界 论文 2013-11-12

提高甘肃文化知名度、美誉度，面向英语国家旅游推介研究 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科研项目 项目 2013-09-01

19 党海菲 讲师 大学法语口语教学得与失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3-11-10

20 周黎平 讲师 简论英语课堂的实效性 考试周刊 论文 2013-10-22

21 高文捷 讲师 英语拟声词初探 数字化用户 论文 2013-10-22

22 张鼎 讲师 英美话语研究的理论传统回顾 青年文学家 论文 2013-10-21

23 周进 讲师 语篇分析在大学英语精读教学中的作用 理论纵横 论文 2013-10-20

24 吴颖 讲师 自我认同危机与忏悔——论《威廉 威尔逊》的自传体小说特点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论文 2013-10-19

25 何瑛 讲师 关于甘肃省农村小学英语教师培训需求的调查研究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 论文 2013-10-10

26 胡静芳 讲师 身份认同的缺失和追寻---《追风筝的人》中主人公阿米尔的身份认同轨迹 剑南文学 论文 2013-10-01

27 袁憬 讲师 从方言负迁移探究西北地区中小学英语教师发音问题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论文 2013-10-01

28 高文捷 讲师 车尾贴强势模因构建的顺应性研究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论文 2013-09-23

29 吴颖 讲师 解读《只爱陌生人》中的酒神冲动 《山东青年》 论文 2013-09-21

30 白雪 讲师 浅谈幼儿园双语教育教学活动 科学时代 论文 2013-09-20

31 张鼎 讲师 英美文学中的戏剧性独白传统 剑南文学 论文 2013-09-16

32 张亚 讲师 网络英语报刊阅读在英语专业学生自主学习中的辅助作用 牡丹江大学学报 论文 2013-09-08

33 朱岚 讲师 如何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 发展 论文 2013-09-05

34 李彬 讲师 《夏日十字路口》中女主人公格蕾迪的悲剧根源 《青春岁月》 论文 2013-08-15

35 左瑜 讲师 浅析来自农村地区大学生的英语听力现状和提高策略 教育界 论文 2013-08-01

36 王凤琴 讲师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短语动词的使用调查 考试周刊 论文 2013-07-26

37 周黎平 讲师 简论英语课堂的实效性 考试周刊 论文 2013-07-23

38 艾丽 讲师 不同水平大学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口语任务中交际策略使用差异的研究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3-07-23

39 袁憬 讲师 Searl言外行为理论下莱辛作品语言特色的探究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论文 2013-07-01

结构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的对比研究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3-06-10

文化兴省战略下的兰州本土文化对大学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3-09-01

自主学习目标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3-09-01

41 王忠 讲师 接触测温法的不确定度分析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 论文 2013-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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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李艳 讲师 提高大学生英语写作水平之方法研究 甘肃高师学报 论文 2013-05-15

43 张亚 讲师 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论文 2013-04-08

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论文 2013-03-05

建构主义理论下区域性翻译工作坊的教学模式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3-09-01

45 陈美龄 讲师 母爱的挣扎——评《姐姐的守护者》中的母性形象 青年文学家 论文 2013-02-10

46 丁斯甘 讲师 北外教材《法语》改版的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论文 2013-01-16

47 高文捷 讲师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辨析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论文 2013-01-01

48 景恒伟 讲师 英语口语测试任务与类型对测试表现影响的研究 地、市、厅、局等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 201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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