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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学院 刘余香
《性别公正视野下对受虐杀夫妇

女的法律适用》
学术探索 2013-05-01

云南省社会科学联
合会

论文 CSSCI扩展库来源刊

2 法学院 胡峻 不良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 理论探索 2015-05-01
山西省委党校、山
西省行政学院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3 法学院 胡峻 教育权利冲突的法律治理 教育发展研究 2015-03-01
上海市教育科学院
、上海市高等教育

学会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4 法学院 胡峻 论程序失当行政行为的规制 行政论坛 2015-05-01 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5 法学院 胡峻
论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

规制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5-03-01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
科学院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6 法学院 胡峻
论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为的不当性
行政论坛 2014-07-25 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7 法学院 胡峻 图书馆权利冲突之法理解读 图书馆 2014-12-15 湖南省图书馆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8 法学院 陈红国
新分配视野下税收公平与效率的

辩证处理
现代经济探讨 2013-10-01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9 法学院 谭和平1 罗马契约中的胁迫论 求索 2013-09-01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10 法学院 谭和平1
网络背景下涉毒违法犯罪实务问

题研究
政治与法律 2013-06-01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11 法学院 喻冰峰 清教革命背景下的英国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教科版）

2014-03-31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12 法学院 喻冰峰
停滞中的变革——“不信奉国教
者学园”在英国的兴起与发展

现代大学教育 2013-12-31
湖南省高等教育学
会、中南大学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13 法学院 郑明景
不良行政行为致公民权益受损的

法律救济
行政论坛 2016-09-25 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14 法学院 曾志华
双管齐下：中国粮食安全监管的

方式转变
河北法学 2013-09-05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河北省法学会

论文 CSSCI扩展库来源刊

15 法学院 谢芳 人性之维：亚里士多德论逻各斯 伦理学研究 2016-08-15 湖南师范大学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16 法学院 谢芳
王船山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工

具理性及现代启示
湘潭大学学报 2016-08-15 湘潭大学 论文 CSSCI核心库来源刊

17 法学院 杨德群
The Basic Rules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Principle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Aussie-Sino
Studies

2017-06-06
The Journal Board
of Aussie-Sino

Studies

论文 外文期刊

18 法学院 杨德群
私人所有权不当处分的类型化分
析——以“违反公序良俗”为同

理性

特区经济 2017-06-25
深圳市经理进修学

院
论文 核心

19 法学院 张齐政 王夫之<南岳赋>之南岳宗教考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5-02-25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20 法学院 张齐政
以王船山研究为契机，促进海外
及台港澳地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同

衡阳师范学院
学报

2014-02-28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21 法学院 张齐政
再论王船山研究原文引用中的问

题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5-10-30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22 法学院 罗文正
世界贸易组织审查标准制度源流
考_以乌拉圭回合谈判为主要线

索

衡阳师院学报 2015-08-01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23 法学院 刘余香 非婚同居的概念探析 现代营销 2016-01-15
吉林省现代营销杂

志社
论文 省级

24 法学院 刘余香 论农村企业劳动争议研究 商品与质量 2014-09-25
中国消费者保障基

金会
论文 省级

25 法学院 刘余香
论农村中小企业员工合法权益的

有效保障
湘南学院学报 2015-06-01 湘南学院 论文 省级

26 法学院 李鲲
对赫哲族鱼皮衣鞣制技术的专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的第三方平台

中国发明与专利 2017-05-16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

发明协会

论文 省级

27 法学院 李鲲
浅谈第三方平台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的应用
发明与创新.大

科技
2017-05-23 湖南省发明协会 论文 省级

28 法学院 李鲲 社保基金监管存在问题之探析 华章 2014-07-25 《华章》杂志社 论文 省级

29 法学院 李鲲 社保基金监管路径之探析 职工法律天地 2014-11-25 江西省总工会 论文 省级

30 法学院 李鲲 社保基金监管与完善策略探索见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4-11-25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财贸经济研究所

论文 省级

31 法学院 胡峻 不良行政行为的立法规制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6-02-15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32 法学院 胡峻
论地方政府联合制定行政规范性

文件
行政与法 2013-08-01 吉林行政学院 论文 省级

33 法学院 胡峻
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滥用职权的

规制
江苏警官学院学

报
2015-01-01 江苏警官学院 论文 省级

34 法学院 谢华 南方丘陵果园开发之思考 文史博览 2013-12-28 湖南省政协 论文 省级

35 法学院 谢华 秦汉经济立法范围考察 湘潮 2013-12-31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
论文 省级

36 法学院 谢华 秦汉经济立法特征探析 湘潮 2014-10-31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
论文 省级

37 法学院 谢华 秦汉经济立法指导思想释读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3-04-03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38 法学院 谢华 秦王朝对私营工商业态度考量
衡阳师范学院

学报
2014-08-31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39 法学院 陈红国
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探究——以

湖南省为例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7-08-01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40 法学院 陈红国
中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制度的改

革推演
衡阳师范学院

学报
2014-04-15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41 法学院 陈红国
中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的演进

路径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3-04-01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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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法学院 陈秋玲
从平等权视角看高考加分政策存

在的问题及对策
法制与经济 2015-12-15 广西日报社 论文 省级

43 法学院 陈秋玲
法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方

法探究
丝路视野 2016-07-15

黄河出版集团传媒
有限公司

论文 省级

44 法学院 陈秋玲
非婚生子女强制认领制度之比较

研究
品牌 2015-03-01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论文 省级

45 法学院 陈秋玲
论非婚生子女权益保护制度之完

善
衡阳师院学报 2015-01-01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46 法学院 陈秋玲 论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实现机制 法制与社会 2015-11-01
云南省人民调解员

协会
论文 省级

47 法学院 陈秋玲
论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合理差别

对待标准
法制博览 2015-11-01

共青团山西省委、
山西省青少年犯罪

研究会

论文 省级

48 法学院 谭和平1 “失独老人”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法制博览 2015-11-01
共青团山西省委、
山西省青少年犯罪

研究会

论文 省级

49 法学院 谭和平1 “重典治刑”与和谐社会构建
安庆师范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03-01 安庆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50 法学院 谭和平1 成人收养与我国收养立法的完善 法制与社会 2014-09-25 云南省司法厅 论文 省级

51 法学院 谭和平1
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

题研究
华章 2014-04-15 华章杂志社 论文 省级

52 法学院 谭和平1
高校法律援助中心与法科学生应

用能力的培养
法制博览 2015-12-15 共青团山西省委 论文 省级

53 法学院 谭和平1 罗马法中的胁迫论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学报
2014-02-0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论文 省级

54 法学院 谭和平1 美国赡养立法研究 湘南学院学报 2016-01-15 湘南学院 论文 省级

55 法学院 谭和平1
普通高校与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比较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学报
2014-04-01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56 法学院 谭和平1 我国儿童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学报
2014-10-01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57 法学院 谭和平1
影响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的基本因素分析
职业时空 2014-09-01 廊坊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58 法学院 喻冰峰
19世纪下半叶英国职业技术教育

的艰难起步
科技视界 2016-08-15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
会

论文 省级

59 法学院 喻冰峰 近代初期英国学徒制的变化 经济研究导刊 2016-06-15
黑龙江省报刊出版

有限公司
论文 省级

60 法学院 喻冰峰 修道院的解散对英国教育的影响 文史博览 2015-01-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论文 省级

61 法学院 郑明景
关于对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范

围之探讨
教育 2016-06-15

重庆维普资讯有限
公司

论文 省级

62 法学院 郑明景
农民工权益保障法律对策研究－

以衡阳地区为例
科技视界 2015-08-01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
会

论文 省级

63 法学院 郑明景 浅论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 法治与社会 2016-06-15 法制与社会杂志社 论文 省级

64 法学院 郑明景
浅析准抢劫罪的前行为是否需要

构成犯罪
小作家选刊 2016-05-15 吉林省作家协会 论文 省级

65 法学院 曾志华
衡阳市中小学体罚现象的现状、

原因和对策分析
法制与社会 2015-06-05

云南省人民调解员
协会

论文 省级

66 法学院 曾志华
粮食安全监管政府责任追究机制

革新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6-10-25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67 法学院 曾志华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行政权介入私

权的界限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3-08-01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68 法学院 杨晓
两型社会视域下治理违章建筑的
法律对策研究--以湖南省衡阳市

为例

才智 2014-04-15 才智杂志社 论文 省级

69 法学院 杨晓
我国建设低碳城市的法律对策研

究---以湖南省为例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3-06-01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70 法学院 杨晓
新型城镇化阈下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机制构建探究---

以衡阳市为例

法制博览 2016-03-15 共青团山西省委 论文 省级

71 法学院 谢芳
传承与拓展：湖湘文化传统的现

代转型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学报
2016-04-15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论文 省级

72 法学院 谢芳
关于智慧城市视域下衡阳市人文
生态环境建设路径问题的研究

经济研究导刊 2017-09-19
黑龙江省报刊出版

有限公司
论文 省级

73 法学院 谢芳
基于不确定因素的食品安全问题

频发的伦理分析
昆明理工大学学

报
2014-12-25 昆明理工大学 论文 省级

74 法学院 谢芳
论《菜根谭》的人生哲学及其启

示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6-04-15 牡丹江大学 论文 省级

75 法学院 谢芳
论彭玉麟的官德修养思想及其现

代价值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7-02-07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76 法学院 谢芳 论王船山的经济伦理思想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3-02-28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77 法学院 谢芳
浅论王船山的和合思想及其现代

启示
船山学刊 2013-04-28 湖南省社科联 论文 省级

78 法学院 谢芳
试论王船山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存

在论基础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5-04-30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79 法学院 宋社洪 《酃酒的历史地位考论》
衡阳师范学院

学报
2014-02-28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80 法学院 宋社洪 《酃渌酒史考》 文史博览 2014-03-3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论文 省级

81 法学院 宋社洪
《唐摭言·乡贡》所见唐代四门

俊士之兴衰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5-02-25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82 法学院 宋社洪
彭玉麟梅花诗的身世家国之叹述

论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7-04-03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83 法学院 贺丽娟
法国大革命土地所有权的确立—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经济研究导刊 2016-12-25
黑龙江省报刊出版

中心
论文 省级

84 法学院 贺丽娟 衡阳红色文化的开发与传承研究 长江丛刊 2015-12-01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

办
论文 省级

85 法学院 贺丽娟 中世纪晚期法国农奴制的瓦解 黑龙江史志 2016-01-15 当代黑龙江研究所 论文 省级



86 法学院 杨德群
规制瑕疵以求真意－评《意思表
示瑕疵理论与立法比较研究》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学报

2015-03-0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论文 省级

87 法学院 杨德群 应收财款质押的标的及设立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6-02-15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88 法学院 陈红国 高校模拟法庭的实践性探讨 法制与经济 2017.03 广西日报社 论文 省级

89 法学院 陈红国 模拟法庭实训模式的强化探讨 西部素质教育 2017.03 青海人民出版社 论文 省级

90 法学院 陈红国
知识产权案件模拟法庭“形式化

”的探讨及其改进
传播与版权 2017.04 广西期刊协会 论文 省级

91 法学院 李鲲
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实训培养的几

点思考
经贸实践 2017.3

浙江省经济贸易委
员会

论文 省级

92 法学院 谢芳
论王船山教本政末之教育理念及

其现代启示
船山学刊 2017.2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

论文 省级

93 法学院 谢芳
意义、现状与不足：关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问题研究

东方教育 2017.1 江苏广播电视报 论文 省级

94 法学院 谢芳
使人们合乎伦理的艺术——浅析
黑格尔关于教育本质的论述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7.2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95 法学院 谢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大学

生学习幸福感培育研究
教育界 2017.6 广西出版杂志社 论文 省级

96 法学院 谢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的路径分析
科教文汇 2017.9 科教文汇杂志社 论文 省级

97 法学院 谢芳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学生

主体性的培养
成功 2017.6 长江商报社 论文 省级

98 法学院 郑明景
地方性院校法科生法律职业技能
培养新模式探索--司法援助模式

西江文艺 2016.12
广东省肇庆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

论文 省级

99 法学院 谢华
“国培计划”实施中凸显的基础
教育困窘观察及对策——地方师
范院校教师教育改革的认识基点

教育界 2017.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

闻出版局
论文 省级

100 法学院 杨德群
实践教学法在知识产权法课程中

的运用
报刊荟萃 2017.1 陕西日报社  论文 省级

101 法学院 杨德群
实践教学法在民法课程教学中的

运用
考试周刊 2017.9 长春出版社 论文 省级

102 法学院 杨德群
地方二本高校《民法总论》课程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读书文摘 2016.12

湖北省出版工作者
协会

论文 省级

103 法学院 杨德群
案例教学法在知识产权法课程教

学中的应用
知识文库 2017.8

哈尔滨日报报业集
团

论文 省级

104 法学院 杨德群
案例教学法在民法学课程教学中

的运用
课程教育研究 2017.5

中国外语学习研究
会

论文 省级

105 法学院 杨德群
研讨式教学法在知识产权法课程

教学中的运用
山西青年 2017.10 山西青少年报刊社 论文 省级

106 法学院 刘余香
论高师院校“三高五双”卓越中

学教师培养模式的构建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7.6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107 法学院 陈秋玲
本科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与法律

职业技能的培养方法探微
丝路视野 2016.9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论文 省级

108 法学院 陈秋玲
案例教学法与法学职业技能培养
的实施路径与模式选择研究

丝路视野 2016.8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论文 省级

109 法学院 杨晓
地方独立学院大学生创业困境及

应对对策
新西部 2017.3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论文 省级

110 法学院 郑明景
浅论司法援助模式下法科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以湖南省法律援
助中心衡阳师范学院工作处为例

山西青年 2016.4 山西青少年报刊社 论文 省级

111 法学院 郑明景
司法考试背景下本科刑法学传统
课堂教学方法之不足及内容之改

革

青春岁月 2016.9 共青团河北省委 论文 省级

112 法学院 郑明景
地方性院校法科生法律职业技能

的培养现状之分析
人间 2016.6 广东省作家协会 论文 省级

113 法学院 郑明景
地方性院校法学专业“双师型”

教师之构建
鸭绿江 2016.7 辽宁省作家协会 论文 省级

114 法学院 郑明景
论地方性院校法科生法律职业技

能的培养机制
读写算--基础教

育研究
2016.5

中央科教所课程教
学研究中心

论文 省级

115 法学院 郑明景
浅析司法考试背景下刑法课堂教
学方法的改革—以双向互动式案

例教学为范本

科技风 2016.6
河北科技咨询服务

中心
论文 省级

116 法学院 谭和平
法学专业速录技能人才培养中的

若干问题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6.2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117 法学院 罗文正
地方高师复合型法学人才培养模

式探析
山西青年 2016.7 山西青少年报刊社 论文 省级

118 法学院 罗文正
法律职业化趋势下的地方院校法

学教育改革
科研 2016.7

重庆维普资讯有限
公司

论文 省级

119 法学院 罗文正
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开展双语教学

的思考
青春岁月 2016.10 共青团河北省委 论文 省级

120 法学院 罗文正
地方本科院校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刍议
西部皮革 2016.9

四川省皮革行业协
会

论文 省级

121 法学院 杨晓
地方院校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中的

缺位及应对措施
才智 2016.4

吉林省行政学院《
才智》杂志社

论文 省级

122 法学院 谢芳
关于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幸福感

研究的理性思考
时代教育 2016.5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 论文 省级

123 法学院 喻冰峰
英语教学的论争及其对教会学校

的影响
科技视界 2013.12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
会

论文 省级

124 法学院 喻冰峰
浅谈地方师范本科高校双语教学
的现状与发展策略——以衡阳师

范学院例

科技信息 2013.7
山东省技术开发服

务中心
论文 省级

125 法学院 张齐政
西汉历史教学中湖南古今地名之

异同与演变疏证
衡阳师范学院学

报
2013.10 衡阳师范学院 论文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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