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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洛克实体观新论 …………………………………………………………………………………… 张桂权（４·５）
现代哲学本体论的重建 ………………………………………………………………………… 杨春时（４·１０）
解构与建构———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 张 骋（４·１７）
宗教学
《 新约》 中的死亡观及其历史影响 ……………………………………………………………… 林中泽（１·３０）
巴蜀禅师的“ 文性” ———以圆悟克勤为例 ……………………………………………………… 尹邦志（１·４２）
美 学
拓宽中国美学史研究范围的新途径———开展禅宗书画美学思想史研究 …………………… 皮朝纲（１·４８）
从“ 意指的猴子” 到埃苏⁃埃拉巴拉———盖茨非裔文学理论的“ 逆生长性” 研究 ……………… 何燕李（１·６１）
阐释的自然———论董仲舒的儒教自然观 ……………………………………………………… 刘 敏（４·２２）
禅宗美学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
———当代图像的异化及其与禅宗公案的异趣同构 ……………………………………… 邓绍秋（４·２７）
儒家美学之“ 本真” 生存论 ……………………………………………………………………… 李天道（６·５４）
论康德的地域美学思想———以《 自然地理学》 为中心 ………………………………………… 钟仕伦（６·６３）
戴维·哈维的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维度 ……………………………………………………… 阎 嘉（６·７２）
政治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基于总体性原则的分析视角 ………… 李德虎 曾 艳 黄金辉（３·５）
论中共十六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问题的认识创新 ………………………… 李新芝（３·１１）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价值与发展途径 …………………………………………………… 段永清（３·１８）
从“ 做好自身管理” 到“ 担当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后中国宗教政策法规导向的变化 ………… 毛丽娅（５·５）
电子政务：多元化治理视角下行政管理的新模式 ……………………………………………… 熊 宇（５·１１）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西方因素 …………………………………………………… 郑易平 聂圣平（５·１９）
经济与管理
从马克思的生态内因论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对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解读 …………………………… 龚万达
让利益集团理论回归马克思主义 …………………………………………………… 易 淼
我国循环经济研究中管理学研究的缺位及建议 ………………………………………………
我国利率市场化下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建设探索 ……………………………………………
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全球蔓延的原因分析 …………………………………………………
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机制构建 ……………………………………………… 杨 莲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化研究 ……………………………………………………………
提高老年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新思路 …………………………………………………………
出口导向战略下中国公司企业家精神与非传统国际化战略选择 ………………… 李建平
经济增长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以川渝地区为例 …………………………………
农业土壤碳汇视角下农户不同耕作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四川省都江堰市的调查 ……………………………………………… 刘 奕

刘祖云（１·５）
赵 磊（１·１１）
王兴琼（１·１８）
钟 晨（１·２５）
蒯正明（２·２６）
付 恒（２·３３）
尹 宏（２·３９）
王德忠（３·４９）
宋 竞（３·５５）
高 宁（３·６１）
张建伦（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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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制度利益主体博弈及创新路径 …………………………………………… 袁 媛（４·６４）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扶贫：过程、成效及问题———以小金县社区发展基金为例 … 唐 新 韩 伟（４·６９）
中小企业融资偏好与资本结构优化策略 ……………………………………………………… 林 俐（４·７４）
农业增长中的要素配置：一般模型和绩效改进 ……………………………………… 管乃生 杨继瑞（５·４１）
建立“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气候安全” 城市生活方式的探索 ………………………………… 吴铀生（５·４７）
基于吸引效应的银行理财产品开发策略 ……………………………………………………… 陈良凯（５·５２）
城乡分割、城乡一体与农村人口发展———兼论四川省农村人口发展模式 ………… 张 果 曾永明（６·８０）
进步运动时期美国市政管理的企业化改革 …………………………………………………… 张卫国（６·８８）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基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分析与建议 ………………………… 杜 伟 黄 敏（６·９６）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困境与实施路径 ………………………………………… 何克东 邓 玲（６·１０１）
欧债危机性质研究：透过救助效果反观危机性质 ……………………… 蒋若凡 李菲雅 刘 强（６·１０６）
法 学
合意与治理：彝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新型德古调解的实证分析 ………………………
能动司法之简约化反思 …………………………………………………………………………
立宪主义视野下的地方政府债务化解思路 ……………………………………………………
我国政府信用建设研究：基于法制视角 ……………………………………………… 于新循
自由权视角下慈善募捐管理体系之重构 ………………………………………………………
农村违法建筑征收补偿问题研究———以宅基地上的违法建筑为研究对象 ……… 陈 晋
社会转型对我国释宪机制的挑战及其应对 ……………………………………………………
论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 …………………………………………………………………………
中国刑法中违约行为犯罪化之现象分析与反思 …………………………………… 王燕莉
论完善我国选举诉讼制度 …………………………………………………………… 龚文龙
养老金平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法律改革的启示与宪法思考 ………………………………
我国现行节假日制度研究 …………………………………………………………… 谢维雁
中国应确立何种金融检察政策？ ———基于宽严相济理念的思考 ……………………………
论我国侵权法上使用人替代责任的谱系化建构
———兼论对“ 雇佣关系” 概念的改造 …………………………………………… 王 竹

何 真（１·６８）
徐 钝（１·７８）
陈健夫（１·８３）
刘 琳（２·５）
褚 蓥（２·１３）
喻 晶（２·２０）
刘 国（３·２５）
纵 博（３·３３）
唐稷尧（３·４２）
黄通菊（４·３５）
周 伟（４·４０）
段鸿斌（４·４９）
林喜芬（５·２６）
张

恒（５·３３）

心理学
汉、藏中学生的生活事件、心理控制源和应付方式的比较研究 …………………… 梁 斌 陈国典（３·８９）
亲子依恋关系对大学生抑郁易感人格的影响 ………………………………………………… 徐华春（３·９６）
男性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研究述评 ……………………………………… 卢 勤 亢旭东 李 旭（３·１０１）
教育学
基于自我反思的教师缄默知识的显性化 ……………………………………………………… 曲铁华（１·８９）
有效培训：帮助教师将间接经验变成直接经验 ………………… 孔凡哲 严家丽 范连众 赵连磊（１·９４）
复杂系统理论视域下的教师教学观念系统研究 ……………………………………………… 郑鸿颖（１·１００）
清末中国学制改革的文化价值取向 …………………………………………………………… 杨 晓（２·５８）
西南联大历史系课程设置与教研的时代特征 ……………………………………… 陈 勇 颜克成（２·６３）
美国公共教育种族隔离合法性的确立：普莱西案始末 ……………………………… 祝 贺 张斌贤（２·７１）
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挑战———美国部落学院的兴起与发展研究 …………………… 傅 林（２·７７）
论社会正义视野中的教育公平 ………………………………………………………………… 孙志远（３·６８）
视野下移中的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 …………………………………………………………… 王莹莹（３·７２）
大学英语精品课程建设的理性审视：问题与对策 ……………………………………………… 郭学文（３·７７）
论高校“ 大财务观” …………………………………………………………………… 梁 勇 干胜道（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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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遍的教育实践非理性 ……………………………………………………………………… 雷 云（４·８０）
“ 教授治校” 与“ 教授治学” 之辨析———兼与杨兴林教授商榷 ……………………… 李献斌 陈金圣（４·８５）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发展战略思考 ………………………………………………………… 倪怀敏（４·９２）
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障和认证制度及启示———以意大利为例 …………… 翁伟斌 彭慧敏（４·９７）
学校布局调整背景下农村富余教师安置政策研究 ………………………………… 赵忠平 秦玉友（５·７６）
现阶段中小学校教育发展的四个方向 ………………………………………………………… 李松林（５·８１）
中小学教学名师专业发展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以四川省“ 名师培养人选” 为例 …………………………………………… 张 华 王亚军（５·８６）
“ 五四” 后学生自治与校园学潮 ………………………………………………………………… 娄岙菲（６·１１４）
泛在学习理论视角下自学考试教育范式的转变 …………………………………… 张绍平 邵晓枫（６·１２５）
论校长的知识领导 …………………………………………………………………… 王世伟 秦金华（６·１３２）
语言学
汉语趋向补语构式“ 动词 ＋下来” 分析 ………………………………………………………… 卫 斓（３·１０８）
单音词义项双音化中双音词选用的制约机制———兼论词汇古今未来不变 ………………… 谢永芳（３·１１３）
从中古译经看汉语目的连词形成机制 ………………………………………………………… 袁雪梅（５·９４）
张颂的播音发声思想研究 ……………………………………………………………………… 杨小锋（５·１０２）
文学与文献
《 论语》 文体的生成及结构模式 ………………………………………………………………… 夏德靠（１·１０６）
从文本形态看《 楚辞》 的早期传播 ……………………………………………………………… 熊良智（１·１１５）
论陆贾以《 诗》 治世的《 诗》 学观及其影响 …………………………………………………… 张华林（１·１２２）
南宋宰相赵鼎怀归诗的内蕴 …………………………………………………………………… 陈 忻（１·１２９）
唐诗中的“ 五陵少年” …………………………………………………………………………… 刘飞滨（２·８６）
《 歧路灯》 中的戏曲剧目考析 …………………………………………………………………… 吴林博（２·９０）
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的经典化意义和偏至 ………………… 曹万生 徐玉兰（２·９６）
经典重构视域下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歌的接受与再接受 …………………………………… 王 欣（３·１１９）
当代美国土著文学中的自然观探析———以斯科特·莫马迪的自然书写为例 ……………… 秦苏珏（３·１２６）
计算机辅助下的《 警幻仙姑赋》 英译研究 ……………………………………………………… 胡筱颖（３·１３２）
“ 壶梁” 考义 ……………………………………………………………………………………… 李斯斌（４·１０２）
杜审言《 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应制》 诗系年考 ……………………………………………… 赵建明（４·１０８）
论杜诗赵次公注引小说 ……………………………………………………………… 郝 敬 张 莉（４·１１３）
明代禁小说令与小说的发展 …………………………………………………………………… 张晓芝（４·１２３）
论孔子诗学的文化转向 ………………………………………………………………………… 陈绪平（５·１０７）
《 文选》 分文体为三十八类说辨正———《 〈 文选〉 分体三种说论衡》 之二 …………………… 力 之（５·１１１）
论清代小说中的妒悍现象 …………………………………………………………… 霍省瑞 谢 谦（５·１１９）
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及其忧患意识———以《 第二十二条军规》 和《 五号屠场》 为例 ………… 侯晓艳（５·１２４）
《 汉书·艺文志》 小说家之《 百家》 辨疑 ……………………………………………………… 庞 礴（６·１３９）
京都赋写作与古代地图之关系 ………………………………………………………………… 邓 稳（６·１４４）
敦煌吐鲁番所出法制文书疑难词语新释 ……………………………………………………… 徐 华（６·１５１）
“ 翠屏诗社” 考 ………………………………………………………………………… 朱则杰 黄治国（６·１５５）
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 黄丹青 黄文虎 曹顺庆（６·１６１）
历史学
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 清实录》 初探 …………………………………………………… 谢贵安（１·１３６）
民国史学与宋学———以陈垣先生为例 ………………………………………………………… 牛润珍（１·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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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的欧美史学写作———以《 历史哲学概论》 为中心 ………………………………………
停罢科举后的特科余绪 …………………………………………………………………………
失望与希望：《 努力周报》 有关国民党问题的论争 ……………………………………………
媒体视野中的宁粤对峙与和解———以 １９３１ 年《 大公报》 报道与评论为中心的讨论 ………
中间势力的分合与国共两党的因应———以抗战中期民盟组建为考察中心（１９３９ － １９４１） …
历史与距离的探讨 ………………………………………………………………………………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与城镇商人的商业关系 ………………………………………………
文明交往视野下的美国穆斯林移民 ……………………………………………………………
南宋民族英雄赵立和楚州保卫战 …………………………………………………… 王曾瑜
“ 镜古孰非殷监呈” ———《 钱塘遗事》 考述 ……………………………………………………
宋代狱讼胥吏之弊及其成因探析 ………………………………………………………………
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 ………………………………………………………………………
论北宋前期的时代命题与史学贡献 ……………………………………………………………
试述南宋的正统论 ………………………………………………………………………………
旅游论坛
旅游“ 第三空间” 的审美意蕴———基于哲学和美学的视角 ……………………………………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民族村寨游客偏好研究
———以丹巴县甲居藏寨游客为例 …………………………………… 王汝辉 张 琼
旅游目的地网络知识转移机制研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 曾艳芳
我国包容性旅游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印度旅游扶贫的启示 …………………… 王 超
文化有用性：文化认同的价值判断———以羌族旅游开发为例 …………………………………

李 勇（１·１５４）
关晓红（２·１０６）
余 杰（２·１１２）
曹明臣（２·１２１）
黄天华（２·１２９）
郭华榕（３·１３８）
张松韬（３·１４９）
王国栋（３·１５５）
贾芳芳（４·１３１）
王瑞来（４·１３９）
张本顺（４·１４９）
刘 军（５·１３０）
李 峰（５·１３６）
曹鹏程（５·１４３）

胡

田（２·４６）

赵吉明（２·５１）
许 锐（５·５９）
王志章（５·６５）
吴其付（５·７０）

巴蜀论坛
宋代官府力量与成都节日市场 ………………………………………………………………… 魏华仙（１·１５９）
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 ………………………………………………… 黄 博（１·１６９）
论秦始皇之礼遇“ 巴寡妇清” ………………………………………………………… 谭 平 杨志玲（２·１４０）
“ 游目汉庭中” ：陶渊明与扬雄之关系发微———以《 饮酒》 其五为中心 ……………………… 范子烨（２·１４５）
《 华阳国志》 所录歌诗谣谚之作者与时代 ……………………………………………………… 王怀成（３·１６１）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对川西北及康北土司政策及其演变 ……………………………… 田利军（３·１６８）
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 …………………………………………………………………… 段 渝（４·１５６）
汉代西南之“ 徼” 与“ 徼外” 地理概念考论 ………………………………………… 吴宏岐 韩虎泰（４·１６３）
王十朋悠然治夔州 ……………………………………………………………………………… 张邦炜（４·１６９）
信心丧失与知识忠诚：从谯周生平看蜀汉灭亡原因兼驳地域势力集团矛盾亡国说 ……… 王 瑰（５·１５０）
曹学佺《 蜀中广记》 的成书及版本略考 ………………………………………………………… 严正道（５·１６０）
四川自贡、西昌话的平翘舌声母分布 ………………………………………………………… 周及徐（５·１６６）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 舒大刚 吴龙灿（６·５）
论三苏蜀学的哲学思想 ………………………………………………………………………… 蔡方鹿（６·１４）
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 张 卉（６·１９）
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的转型、发展及其特征 …………………………………………………… 刘俊哲（６·２６）
论民族国家建设与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和发展 ……………………………………………… 凌兴珍（６·３１）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重构四川乡村权力结构的努力与成效 ………………………………… 冉绵惠（６·４５）
新闻与传媒
社交媒体的形成与公民新闻的传播 …………………………………………………………… 彭 涛（２·１５６）
论中国当代艺术媒介形象的建构———以《 南方周末》 为中心的考察 ………………………… 谭小荷（２·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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