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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忠纯

 

文章发布时间：2011-12-06
 

 

 

     肖忠纯，1969年生， 政治与历史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教授，史学学士，工学硕士。锦州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主要从事宋辽金史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东北史地》、《兰台世界》等

刊物上共发表论文20余篇，编著学术著作《辽宁历史地理》，参编论著3部，目前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2010年

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1项，2010年度锦州市社科联项目1项，参与项目2项，获奖成果5项。   
 

 

                           近几年主要科研成果一览表
 

公开发表著作情况
 

序号 著作名称 出版号 出版社名 出版时间 著作类型 参与人数 本人角色 总字数 本人完成
 

1. 《辽宁历史地理》 2010052537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03 编著 3 主编 36万 32万
 

2. 辽西及周边地区辽金时期考古发现和遗址发掘资料汇编 2008211599 长江出版社 2008.12 编著 3 副主编 32万 10万
 

3. 《中华五千年奇谋秘计》 ISBN 7-8058-648-5/R•259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01 编著 30 参编 120万 3万
 

4. 《高职教育研究与实践》 ISBN 7-5017-6636-3/F•42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11 编著 30 参编 15万 1万
 

 

                               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刊物级别 收录或转载情况 本人排序 备注
 

1. 论古代“辽泽”地理范围的历史变迁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0.03 一般核心(CSSCI) 独立完成 

2. “辽泽”地理范围及其特点、成因分析 北方文物 2010.08 北大核心 独立完成 

3. 明清时期辽河平原东部地区河道变迁与沼泽湿地的扩展 东北史地 2010.07 普通期刊 独立完成 

4. 古代辽宁地区行政建置的特点管窥 兰台世界 2010.04 北大核心 独立完成 

5. 金代辽宁地区行政建置述论 《历史与社会论丛》第三辑 2010.04 普通期刊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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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论古代下辽河平原“辽泽”地区的地理分界线作用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10 北大核心 独立完成 

7. 辽河平原主干交通线路的历史变迁 《东北史地》 2009.11 普通期刊 独立完成 

8. 古代下辽河平原“辽泽”地区自然环境的特点和成因分析 《历史与社会论丛》第二辑 2008.12 普通期刊 独立完成 

9. 唐宋元时期黑人奴隶的名称、特点、来源 《山东文学》 2007.01 北大核心 独立完成 

10.中国古代黑人奴隶的分布和生活状况 《世纪桥》 2007.02 普通期刊 第一作者 

11.中西王室制度的差异 《辽东行政学院学报》 2007.04 普通期刊 独立完成 

12.论近代法国对外政策的扩张性 《世纪桥》 2007.04 普通期刊 独立完成 

13.唐、宋时期“僧祇奴”、“昆仑奴”涵义考证 《科学时代》 2007.02 普通期刊 独立完成 

14.建国以后对个人崇拜的抵制 《党史文苑》 2007.07 普通期刊 独立完成 

15.僧祇奴、昆仑奴——唐、宋、元时期的黑人奴隶 《渤海大学学报》 2007.03 普通期刊 第一作者 

16.“传统思想”在中英两国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 《辽宁师专学报》 2003.06 普通期刊 独立完成 

17.浅谈教学中多媒体课件的制作 《辽宁师专学报》 2004.05 普通期刊 独立完成 

 

                        科研立项情况
 

负责人 本人排序 备注
 

1.辽宁省生态环境的历史研究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4000元 2008.12 2009.12 肖忠纯 主持 

2.古代辽宁城镇变迁研究 2010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 1600元 2010.05 2011.08
 

肖忠纯 主持 

3.锦州古城经济与文化研究 2010年度锦州市社科联项目 无
 

2010.07 2010.12 肖忠纯 主持 

 

                         获奖成果名称
 

序号 获奖成果名称 授奖部门 奖励类别 奖励等级 获奖时间 成果
 

负责人 备注
 

1.   建国后对个人崇拜的抵制 辽宁省历史学会 论文 三等奖 2009.07 肖忠纯 

2.   《僧祇奴、昆仑奴——唐、宋、元时期的黑人奴隶》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首届学术年会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首届学术年

会入选成果 优秀奖 2007.06 肖忠纯 

3.   历史系《考古学》等课程实践教学研究   渤海大学 教学成果 二等奖 2006年 李亚光 

4.   中国历史地理 辽宁省教育厅教育信息中心 辽宁省第九届教育软件大赛 优秀奖 2008.09 肖忠纯 

5.   中国历史地理 渤海大学 精品课 校级 2008.06 肖忠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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