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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头条 摇 TTOOPP IISSSSUUEE
7摇 大中小学课程德育一体化建设的整体架构与实践路径研究 翁铁慧

马克思主义研究 摇 MMAARRXXIISSMM
12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陈卫平

14摇 马克思历史规律理论的三重价值析论 李国泉

16摇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双重转换中的当代建构 唐爱军

18摇 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上的矛盾和局限 王玉鹏

20摇 论阿多诺与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概念及其政治后果 朱彦明

哲学研究 摇 PPHHIILLOOSSOOPPHHYY
22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及内在逻辑 白摇 刚

25摇 构建引领新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韩庆祥

27摇 严复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古今之变 李维武

29摇 轴心时代、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危机 张志伟

31摇 儒学的内核及其多重向度 杨国荣

33摇 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需解决的四个关键问题 李佃来

美学研究

35摇 论中国现代美学形态的发展历程 陈摇 伟

经济学研究 摇 EECCOONNOOMMIICCSS
38摇 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 陆江源摇 张摇 平等

42摇 经济“脱实向虚冶的成因与治理 彭俞超摇 黄志刚

44摇 我国大都市群产业—城市协同治理研究 陈建军摇 陈菁菁等

46摇 受教育水平与退休后再就业 杨摇 筠摇 张摇 苏等

48摇 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 钱摇 龙摇 钱文荣

50摇 “内冶“外冶联动: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与移民脱贫的实现路径 孙良顺

管理学研究 摇 MMAANNAAGGEEMMEENNTT
52摇 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刘摇 伟摇 蔡志洲

54摇 公共管理研究基于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方法论革命 范如国

56摇 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的总结与展望 徐二明摇 李维光

58摇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思路、目标与路径 芮明杰

60摇 进一步深化分类推进逻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杨瑞龙

法学研究 摇 LLAAWW
62摇 新时代发展权救济的法理审思 蒋银华

64摇 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 马长山

66摇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 徐摇 宏

68摇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的主要矛盾 张新宝

70摇 人工智能刑事法治的基本问题 皮摇 勇

72摇 正当防卫的异化与刑法系统的功能 劳东燕

政治学研究

74摇 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1978—2018) 俞可平

77摇 从国际定位看中国外交之延续与变革 卢摇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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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研究 摇 EEDDUUCCAATTIIOONN
79摇 世界比较教育 200 年回眸与前瞻 胡摇 瑞摇 刘宝存

82摇 论面向知识生产力提升的一流学科建设逻辑 龙宝新

84摇 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困境与出路 周兴国

86摇 现代大学治理形态及其变革趋势 李立国

心理学研究

88摇 论理论心理学的技术职能 蒋摇 柯

文学研究 摇 LLIITTEERRAATTUURREE
91摇 中国早期文本的两种书写思维及其演进 孙少华

93摇 从“兮冶字的脱落看汉晋骚体赋的文体变异 林晓光

95摇 论唐代格式、复古两派诗论的形成及其渊源流变 钱志熙

97摇 论“当代诗词冶批评史的发展、建构与意义 曹辛华

99摇 美国文学研究的范式确立与转换及问题 金衡山

101摇 新时代人文社科期刊的特色化发展 刘曙光

103摇 语言研究的系统观 石毓智

艺术研究

106摇 中国戏剧理论的现代建构 胡星亮

历史学研究 摇 HHIISSTTOORRYY
108摇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中华文明 张庆熊

110摇 江河改道对区域社会形成和转型的影响 钱摇 杭

112摇 五胡政治观念实践分析 雷摇 戈

115摇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棉纺织产业的体系化创新 马瑞映摇 杨摇 松

118摇 元代中国沿海的倭患及其原因新探 马摇 光

120摇 地域之外的社会:明代役法与一个跨地域网络的兴衰 刘永华

文化研究

123摇 现代技术、日常生活及民俗学研究思考 张翠霞

专题论文 摇 FFEEAATTUURREESS
改革开放 40 周年研究

125摇 40 年来的中国分析哲学研究:问题与挑战 江摇 怡

126 改革开放 40 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研究综述 傅艳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127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与总体结构 刘明远

12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孟摇 捷

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危机与反思

129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廖摇 凡

130 中国国际私法学的危机与变革 何其生

中美贸易战与中国对策问题研究

132 以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型应对中美贸易战 龚摇 刚摇 马摇 丽

133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及中国对策 陈继勇

教育信息化研究

134 教育信息化 2. 0 时代的中国特色创客教育 何克抗

135 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教育信息化 2. 0 李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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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城市空间研究

136 都市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城市问题 车玉玲摇 宋摇 杰

137 城市空间的政治逻辑:未来走向与局限 赫曦滢

学术前沿 摇 FFOORRNNTTIIEERRSS

139摇 人工智能权利话语批判 刘振宇

140 韩愈“五原冶文体创新的思想意涵 刘摇 宁

141 大数据时代的政府管理与服务:提升能力及应对挑战 江小涓

143 跨国史:概念、方法和研究实践 刘文明

144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民分化及其引申含义 高摇 帆

145 标准化均等化:乡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公正尺度 汪盛玉

学术评论与反思 摇 CCRRIITTIIQQUUEESS && RREEFFLLEECCTTIIOONNSS

147摇 国外语法化研究的历史进展 张秀松

148 论中国预算法的现代化 蒋悟真

149 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 章志远

151 关于我国中考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 肖摇 磊

152 “中兴事件冶对中国加入 WTO《政府采购协定》敲响了警钟 贾根良

153 四大认知范式的互补及其学术意蕴 李承贵

154 《聊斋志异》高珩序发微———兼与欧阳健相关论述商榷 詹摇 丹

当下关注 摇 CCUURRRREENNTT CCOONNCCEERRNNSS

156摇 高校“人才争夺冶:谁是受益者? 黄海刚摇 连摇 洁等

157 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贸易政策的战略转移 霍伟东摇 周摇 荃等

158 论文化的建构型自信 易小明

160 大数据、透明世界与人的自由 黄欣荣

161 改革 40 年:农民和集体不断解放的过程 项继权

162 赈灾抢险中的社会弹韧性机制 张摇 原摇 汤摇 芸

163 司法改革范式与司法学研究 崔永东摇 葛天博

观察与思考 摇 OOBBSSEERRVVAATTIIOONNSS && MMEEDDIITTAATTIIOONNSS

165摇 中俄经贸合作的成长空间及政策方向 徐坡岭摇 那振芳

166 民生政治参与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 张明军摇 朱玉梅

167 高等教育中“学科化冲动冶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姚怡然

168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在结构和治理逻辑 葛大伟

170 “新生代白领冶进入中产阶层的体制机制障碍 李摇 强摇 丁辉文

171 金融扶贫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增信研究 周孟亮摇 李向伟

172 构式语法应用于汉语研究的若干思考 张伯江

173摇 网络社团的发展与网络空间治理

———从准社会组织视角考察 熊光清

学术述评 摇 SSUUMMMMAARRIIEESS

175摇 中国 40 年开放型发展道路:战略节点与理论内涵 张幼文

177摇 国内学界关于劳动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李建蕊



第 35 卷 2018 年第 6 期 摇

学术卡片 摇 AACCAADDEEMMIICC CCAARRDDSS
179摇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与实现民族复兴 摇 石书臣
179摇 民主与正义间的良性循环可能吗?

———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中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摇 杨礼银

179摇 平等主义正义何以可能?
———兼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形态 摇 林育川

179摇 人工智能发展的资本逻辑及其规制 摇 董志芯摇 杨摇 俊
179摇 边界守望:贫困群体介入无边界冲突论析 摇 冉光仙
179摇 美好生活的伦理意蕴及其实现的价值引领 摇 周中之
180摇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的

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 摇 刘子平
180摇 改革开放 40 年:从邓小平到习近平 摇 石仲泉
180摇 “不忘初心冶的哲学意蕴与时代意义 摇 曾志刚
180摇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建设的四个维度

摇 陈摇 瑶摇 阎丽丽
180摇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方法论自觉 摇 周嘉昕
180摇 中国思想对阴阳伦理意义的确证 摇 周海春摇 荣光汉
180摇 过程论视野中的政府创新 摇 李兆友摇 董摇 健
181摇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 摇 何云峰
181摇 哲学文化隆起带现象观止 摇 刘长明
181摇 新发展理念与价值的哲学自觉 摇 刘进田
181摇 “天理冶、圣人与学者 摇 王新宇
181摇 中国的“天赋心灵冶研究及其

心灵—认知哲学意义 摇 高新民摇 吴摇 燕
181摇 中国当代宗教 40 年的变迁逻辑 摇 李向平
182摇 伦理信任解构的伦理方式 摇 唐代兴
182摇 立德树人:教育伦理的根本原则 摇 王正平摇 林雅静
182摇 童年期留守经历的情感补偿与代际效应 摇 刘志军
182摇 新社会阶层与社会凝聚力:社会心态的视角 摇 王俊秀
182摇 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 摇 张摇 静
183摇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动员转型研究 摇 贺治方
183摇 乡村治理变迁与新乡贤的当代表达 摇 舒摇 隽
183摇 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维度分析

摇 何泽军摇 王摇 耀等
183摇 中国失能老人问题探究 摇 彭希哲摇 宋靓珺等
183摇 中国经济改革 40 年的阶段、成就与历史逻辑

摇 赵凌云摇 冯兵兵
183摇 新时代中国居民消费:从高速度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 摇 毛中根摇 谢摇 迟
183摇 交通发展、市场分割与地区产业增长 摇 毛琦梁摇 王摇 菲
183摇 时空压缩下的经济趋同 摇 范摇 欣摇 姚常成
184摇 中国如何走出“芯冶之殇? 摇 刘敬富摇 靳卫东
184摇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和成功率的战略选择 摇 樊增强
184摇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云创新冶模式研究

摇 李光红摇 刘德胜
184摇 水泥企业循环经济资源价值流转分析 摇 朱摇 鹏
184摇 基于财政赤字统计口径差异对

我国赤字率的思考 摇 李摇 燕摇 彭摇 超
184摇 金融发展、信贷错配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摇 张庆君摇 李摇 萌
184摇 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影响 摇 王桂花
184摇 换手率:流动性还是不确定性? 摇 邢红卫摇 刘维奇

185摇 PPP 模式下的城镇供热标杆价格管制政策
摇 王俊豪摇 王玉璋

185摇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土地政策回溯与展望:
城市化的视角 摇 吴宇哲摇 孙小峰

185摇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冶的权利结构与
实施路径 摇 刘圣欢摇 杨砚池

185摇 农地抵押贷款后农户融资满意度与
忠诚性研究 摇 梁摇 虎摇 罗剑朝等

185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嵌入冶乡土社会? 摇 陈摇 靖
185摇 利益联结、选择性激励与联合社的稳定性研究

摇 周摇 静摇 曾福生
185摇 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与行为差异 摇 余志刚摇 张摇 靓
186摇 1961 年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提出的

政治经济学思想 摇 刘正妙
186摇 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中国的角色转换

摇 刘雨辰摇 杨鲁慧
186摇 国家形象战略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方案 摇 王海洲
186摇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

世界新型政党关系的构建 摇 郑长忠
186摇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文化范式与

历史逻辑 摇 代金平摇 沈清容
186摇 全球化何时帮助穷人?

摇 [美]尼塔·鲁德拉摇 [美]珍妮弗·托宾
186摇 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

何以能在欧美兴起? 摇 宋全成
187摇 社会科学与法律论证 摇 赵摇 雷
187摇 核心价值观“诚信冶融入法治政府建设的

几个问题 摇 杨登峰
187摇 网络市场规制的三种模式及其适用原理 摇 宋亚辉
187摇 民法典时代司法解释的重新定位

———以隐私权的规范为例证 摇 姚摇 辉摇 焦清扬
187摇 我国学前儿童受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

———基于国家义务的视角 摇 聂帅钧
187摇 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外国判例的适用问题研究 摇 孙尚鸿
187摇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 摇 万摇 毅
188摇 “一带一路冶背景下国际民商事争议

解决机制之建构 摇 袁发强
188摇 物权证券的法律结构与立法选择 摇 刘摇 斌
188摇 论作为社会保险法基本原则的

“精算平衡冶和“预算平衡冶 摇 娄摇 宇
188摇 “非法之法冶:当代中国农村纠纷解决中的

灰色规则 摇 柯昌林
188摇 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统一立法走向

———《世界环境公约(草案)》观察 摇 杜摇 群摇 郭摇 磊
189摇 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模式比较与选择

摇 李仁真摇 戴摇 悦
189摇 诉讼化审查逮捕机制的难题与破解 摇 闵丰锦
189摇 担保贷款双重诈骗案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研究 摇 钱叶六
189摇 岩礁国际法律地位的路径重构 摇 陈敬根
189摇 ICSID 上诉机制建构的法理基础及制度选择 摇 王军杰
189摇 平衡与牵制:明代厂卫与法司的关系 摇 赵晓耕摇 时摇 晨
190摇 全球视野中的院校国际化理论构建 摇 马万华摇 张优良
190摇 从“知识冶到“思维冶:

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学科转向 摇 安摇 涛摇 周摇 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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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摇 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情感转向
———来自情感社会学的启示 摇 刘摇 雨

190摇 何去何从? 通用人工智能视域下
未来的教师与教师的未来 摇 刘摇 凯摇 隆摇 舟等

190摇 科研量化评估的历史建构及其对
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影响 摇 沈文钦摇 毛摇 丹等

190摇 重思大学的知识危机 摇 李海龙
190摇 督学与美国城市学校制度的变革:

纽约市的历程(1898—1918) 摇 张斌贤摇 钱晓菲
191摇 从实体性到过程性:基于过程哲学视域的

我国课程语言变革 摇 王洪席摇 刘志军
191摇 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与反思 摇 刘志林
191摇 “新时代冶红色家风德育功能及其

实现路径探析 摇 杨美新摇 黄摇 丽
191摇 农业高校设置农业经济史学科的意义与实践

摇 李摇 军摇 马摇 烈等
191摇 城市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社区心理学与

社区心理服务 摇 张海钟摇 安容瑾
191摇 晚清时期执权居士创制“心理(学)冶

一词的考察 摇 阎书昌
191摇 他人评论对大学生网络新闻评论

信息化从众的影响 摇 沈成平摇 叶一舵等
192摇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学谱系与文化启蒙 摇 杨文欢
192摇 作为中国美学史内在脉络的修养 摇 刘毅青
192摇 童庆炳与中华古代文论研究 摇 江摇 飞
192摇 困境与归路:文化工业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 摇 霍俊国
192摇 别现代:在“意识形态冶与“乌托邦冶之间 摇 肖明华
192摇 从行为实践到空间实践:论数字时代

文艺批评的公共领域属性 摇 马聪敏
193摇 论小雅宣王中兴时期的作品 摇 木摇 斋摇 魏广言
193摇 论唐前七体文骈偶句式的生成 摇 林家骊摇 汪妍青
193摇 唐代开元盛世的边疆格局及其西北民族关系

———以敦煌遗书 P郾 2555 陷蕃组诗为中心 摇 钟书林
193摇 杜甫乐府诗的体类特征 摇 吴淑玲摇 韩成武
193摇 韩愈《毛颖传》新论 摇 孙羽津
193摇 耕读传家观念的重塑与强化

———以南宋中后期辞赋为中心 摇 刘摇 培
193摇 论宋词中的都市风采与人文精神 摇 杨庆存摇 李欣玮
194摇 论吴派《论语》诠释特点 摇 柳摇 宏摇 冯晓斌
194摇 《红楼梦》文本接受中的“矛盾冶 摇 曹金钟
194摇 中国现代诗歌分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摇 王泽龙摇 高周权
194摇 大众化诉求与新世纪诗歌的民间性建构

摇 张福贵摇 王文静
194摇 当代小说与口头语言 摇 晓摇 苏
194摇 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与中国现代文学 摇 彭兴滔
194摇 比较视域下的重写中国文学史策略

———以哈佛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为例 摇 孙摇 太
194摇 理解与信仰的循环

———中国经学思想的恢复性重构 摇 姜摇 哲

195摇 超越作为实体的受众与作为话语的受众 摇 胡翼青
195摇 选题策划对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报的作用 摇 李摇 媛
195摇 “嫁女冶与“选媳冶:学术期刊编辑与作者

互动关系新论 摇 叶庆娜
195摇 “泛艺术化冶的五副面孔 摇 陆正兰摇 赵毅衡
195摇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内容论析 摇 刘菊芳
195摇 现实主义电影理论与欧洲左翼文化思潮

摇 唐摇 乐摇 顾明栋
195摇 海外第六代电影研究的新西方主义

———与毕克伟教授商榷 摇 周文姬
196摇 语言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本土化意识 摇 张和友
196摇 全球视域中的汉语功能 摇 李宇明摇 王春辉
196摇 宁波话“昨天、今天、明天冶系列词探源 摇 汪维辉
196摇 语言交际理论研究需要注意澄清的

几个基本问题 摇 于全有
196摇 心物随附性:代体宾语心智表达过程的

语义举隅 摇 周彦每
196摇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汉英语言融通的

方式、成因和机理 摇 刘一辰
197摇 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 摇 刘摇 绪
197摇 再论近年出土文献中的先秦禅让传说

———兼谈所谓尧舜禹“篡夺冶说 摇 彭邦本
197摇 考辨与解读:中国古代渡水皮具的

形制、起源与传播 摇 张轲风
197摇 论汉代酒器的随葬礼仪传统

———从考古发现的西汉海昏侯墓酒器库说起 摇 马利清
197摇 汉代儒学与民间信仰融合共生的文化形态 摇 杨清虎
197摇 3—6 世纪的北方水运与军事经略 摇 张兴照
197摇 传说文本与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洱海地区

白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历史变迁 摇 刘灵坪
198摇 血脉与学脉:从颜元的人伦困境看他的学术思想

———一个心理史学的尝试 摇 王东杰
198摇 公共性的建构:基于近代中国红十字会

疫病防治的考察 摇 丁泽丽
198摇 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

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 摇 陈建樾
198摇 从“臣民冶到“国民冶:清末民初袁世凯的

身份认同 摇 马建标
198摇 《新青年》同人分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细节 摇 耿云志
198摇 从重军事走向重民生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研究旨趣的转向
摇 傅摇 敏摇 时摇 梦

199摇 传家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冶例要 摇 彭兆荣
199摇 国家、族群与村落:盘古瑶身份建构的

历史人类学研究 摇 黎永励
199摇 二战后美国纽约后工业经济探研 摇 石光宇
199摇 燃煤使用与伦敦雾形成的历史渊源探究 摇 高麦爱
199摇 科尔贝改革与近代法国海权的崛起 摇 胡德坤摇 李摇 想
199摇 便溺·生育·婚嫁

———马桶作为一个隐喻的力量 摇 周摇 星
199摇 未竟对话:“文化中国冶的新时代思考 摇 孙振玉

学术专栏介绍 摇 SSPPEECCIIAALL CCOOLLUUMMNN
200摇 《中国社会科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冶笔谈等(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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