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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年总目
# 括号内圆点前为期号 % 圆点后为起始页码 $

中国政治
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雷! 勇!)"@#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及探索……………………………………………………………………………赵! 敏!)"++#
试论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问题的理论创新 …………………………………………………………………………王民朴!@"@#
社会主义国际新形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乔丽军! 段治文!@"+*#
非政府组织参与西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路径分析………………………………………………李少惠! 穆朝晖!@"+"#
哲! 学
程颐$春秋%学的理学诠释&&& 兼谈宋代$春秋%学的理学化趋势…………………………………………………孙旭红!)"!A#
清季社会转型期民间传统儒家学派对理学的反动&&& 以太谷学派为例…………………………………………朱季康!)"!B#
自性清净心与本觉……………………………………………………………………………………………………陈! 兵!!")+#
天台别教与唯识古学&&& 智者大师的唯识观之一…………………………………………………………………刘朝霞!!"!+#
禅观影像与佛理境界'从物不迁论看(灵山会未散) ……………………………………………………史! 文! 王友根!!"!C#
宋代目录书所收禅宗典籍……………………………………………………………………………………………哈! 磊!!"A!#
$成
唯识论%的识变结构 ………………………………………………………………………………………………杨! 东!A"@#
魏晋南北朝山岳信仰与道教文化……………………………………………………………………………………刘! 志!A"++#
试探$新约圣经%对苦难的言说及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毛丽娅!A"+##
新约伪经与圣徒传记中的圣母玛利亚………………………………………………………………………………代国庆!A")A#
马克思财富观念的多维透视与当代价值……………………………………………………………………………冒大卫!@")!#
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观析评……………………………………………………………………………………………张桂权!@")B#
美! 学
美学的围城'乡村与城市 ……………………………………………………………………………………………高建平!@"!A#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诉求与境域构成………………………………………………………………………………李天道!@"A@#
庞蕴与中国居士佛教美学 ……………………………………………………………………………………………皮朝钢!#"@#
(本
原性节律)的感应与表达'从中国哲学到中国艺术 ……………………………………………………………陈晓春!#"+A#
法! 学
宪法哲学的方法论研究 ………………………………………………………………………………………………付! 恒!+"@#
论我国养老服务业之市场化运行模式及其规范
&&& 基
于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和以房养老等模式的法律分析与探讨 ………………………………………于新循!+"+!#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新论&&& 基于客观解释的立场………………………………………………………………关振海!+")+#
论树立宪法权威………………………………………………………………………………………………………曾! 瑜!)"+@#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重新解读……………………………………………………………………………张小霞!)")*#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分担规则设计……………………………………………………………………唐仪萱!)")##
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审视 ……………………………………………………………………………………………王从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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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经济学视野中的知识产权犯罪…………………………………………………………………………………谢旻荻!!"+*#
假冒他人专利罪实证研究……………………………………………………………………………………………石圣科!!"+@#
在宪政道德与法律责任之间&&& 论政府信用立法的可行性……………………………………………冉艳辉! 于新循!A"!+#
社会责任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义务………………………………………………………………………………王燕莉!A"!"#
论我国量刑引入诉讼化之路径……………………………………………………………………………钟佩霖! 李海峰!A"A!#
行政调解制度的(供求均衡)&&& 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冯之东!#"+B#
瑕疵行政行为的效力及法律后果论纲 ……………………………………………………………………黄! 全$陈! 海!#")C#
经济与管理
股权分置改革对企业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 ………………………………………………陈! 璇! 淳伟德!+")##
基于能力的企业经理人力资本结构研究………………………………………………………孙! 平! 段永清! 胡! 培!+"!)#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张运刚!A"AC#
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研究综述与改革思考……………………………………………………杜! 伟! 黄! 敏! 黄善明!A"@@#
货币政策差异效应'研究现状及其引申 ……………………………………………………………………………李虹檠!A"#+#
中国文学
萧纲研究述论……………………………………………………………………………………………………牟华林!+"!##
!* 年
温庭筠情景交融词境形成的意象解读………………………………………………………………………………赵春蓉!+"AA#
论近代对小说艺术的关注……………………………………………………………………………………………李联君!+"AB#
傅干$注坡词%三题…………………………………………………………………………………………赵晓兰! 佟! 博!)"#)#
清代游幕与小说家的创作视野………………………………………………………………………………………金敬娥!)"#C#
近!* 年来宋代李白接受研究述评 …………………………………………………………………………………王红霞!)"""#
(巴
渝舞)名号及曲辞嬗变探研………………………………………………………………………………………何光涛!!"@C#
杨慎(以曲入词)辨……………………………………………………………………………………………………杨! 钊!!"#)#
清初小说对古文的渗透'以小说为古文辞 …………………………………………………………………………庄逸云!!"#C#
$礼
记+ 乐记%非作于西汉考…………………………………………………………………………………………张小苹!A"#C#
拟骚作品的接受与传播………………………………………………………………………………………………熊良智!A""A#
杜诗(伪苏注)与宋文化关系管窥…………………………………………………………………………杨经华! 周裕锴!A"C+#
唐末五代道教小说中的隐仙…………………………………………………………………………………………谭! 敏!@"#C#
朱喜与严蕊'从南宋流言到晚明小说 ………………………………………………………………………………谢! 谦!@""A#
论$金瓶梅%的情色叙事模式………………………………………………………………………………孙! 超! 李桂奎!@""B#
论近代小说观念的嬗变及其新特点…………………………………………………………………………………李联君!@"C##
从(诗赋)到(骚赋)&&& 赋论传统之传法定祖新说 ………………………………………………………………许! 结!#"++!#
再论扬雄$反离骚% …………………………………………………………………………………………………赵乖勋!#"+)+#
语言学
转折连词(然)和(然而)的形成………………………………………………………………………………………袁雪梅!@"@)#
语言艺术发声节奏单元论……………………………………………………………………………………………杨小锋!@"@"#
论凉山彝语对普通话习得的负迁移……………………………………………………………………张富翠! 取比尔莲!@"#!#
新闻传播学
新闻媒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问题及思考………………………………………………陈! 叙! 操! 慧!#"!@#
新闻传播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探析…………………………………………………………………………彭! 立!#"A+#
新媒体的责任缺失与责任担当………………………………………………………………………………………林三芳!#"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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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语境下媒介产品生产模式之变……………………………………………………………………………石! 磊!#"@+#
教育学
近+@ 年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研究述评 ………………………………………………………张绍平! 邵晓枫!+""@#
以共同愿景建设推进高校班级组织文化重构……………………………………………………………李! 焰! 杜! 洁!+"C*#
基于心理契约的高校教学团队的创建………………………………………………………………………………廖! 红!+"C@#
小学低段儿童行为问题调查报告&&& 以成都市泡桐树小学二年级学生为例………………夏晓辉! 陈! 竞! 洪! 玥!+"CB#
策略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年实证研究进展………………………………………………………田! 澜! 张大均!)"A##
四川地震灾后阿坝州中小学教师心理创伤研究报告…………………………………………游永恒! 张! 皓! 刘! 晓!)"@)#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及认知偏差的比较研究………………………………………………王晓丹! 陈! 旭!)"@"#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大学生公平就业环境的构建…………………………………………………………王泽兵!!"AB#
远程教育教师导学质量综合评价模式研究………………………………………………………………黄社运! 周立波!!"@A#
试论教育功能研究之取向 …………………………………………………………………………………………雷! 云!A"+*+#
美国私立大学办学模式对促进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顾美玲!A"+*##
构建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实践机制 ………………………………………………………………………刘恒新! 张! 华!A"+++#
语文阅读教学对话的有效性研究 …………………………………………………………………………………余! 虹!A"++##
教育何为, &&& 试探教育价值及其建构生成 ……………………………………………………………………李业才!@"++##
教育公平与社会比较&&& 对(教育越来越不公平)的一个解释 …………………………………………………余! 英!@"+))#
农民工子女就学模式选择与泸县实践 ……………………………………………………………………彭久麒$张! 智!#"#+#
(人
性)'大班到小班的内在尺度&&& 对大班环境下人性基础的批判 ……………………………………………陶! 青!#"@@#
图式理论与阅读教学改革……………………………………………………………………………………………谭文丽!#"#"#
历史学
讲议司与北宋晚期政局………………………………………………………………………………………………吴业国!+"BA#
$春
秋集义%作者李明复籍贯略考…………………………………………………………………………聂树平! 赵心宪!+"BB#
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渊源 ………………………………………………………………………李! 韦!+"+*!#
美国建立非洲司令部动因中的中国因素 …………………………………………………………………………曹升生!+"++)#
从$唐律疏议%看儒家(孝治)施政的司法实践及其影响 …………………………………………………………黄修明!)"+*@#
精彩与无奈'陈兰彬与晚清出洋官员的两难选择…………………………………………………………………李喜所!)"++)#
法兰西历史的误读 …………………………………………………………………………………………………郭华榕!)"++"#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问题再探讨 …………………………………………………………………莫子刚!!"+*A#
法国大革命缘何未剥夺小农土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 …………………………………………………………邓俊康!!"++)#
论日本近代早期政治学说中的(抵抗权)思想&&& 日本近代公权思想的表现之二 ……………………………许晓光!!"++B#
冯京的角色定位与熙丰党争 ……………………………………………………………………………张邦炜! 吴菁菁!A"+)+#
北宋治河物料与自然环境&&& 以梢芟为中心 ……………………………………………………………………魏华仙!A"+)"#
南宋史浩与张浚之争析论 …………………………………………………………………………………………夏令伟!A"+!@#
蒋介石与川政统一 …………………………………………………………………………………………………黄天华!@"+)C#
中国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 世纪!*DA* 年代边政学的兴起…………………………………………………汪洪亮!@"+!"#
外国语言文学
利维斯小说批评弊病刍议……………………………………………………………………………………………王桃花!+"@@#
(草
叶)'美国文化的产物&&&$草叶集%中(草叶)之意蕴研究 ……………………………………………………张! 叉!+"#*#
垮掉一代的精神探索与$在路上%的意义……………………………………………………………………………肖明翰!+"#A#
论保罗+ 奥斯特$神谕之夜%的元小说叙事策略……………………………………………………………………李金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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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似飞鸿踏雪泥&&& 从$城堡%后+" 章看E 的行动在对话中的消弭……………………………………………张计连!)"C)#
海丝特+ 白兰的力比多升华解读……………………………………………………………………………………曹曦颖!)"C"#
反叛+ 回归'克鲁亚克小说的禅宗思想探析 ………………………………………………………………………谢志超!)"B)#
创伤性情感*历史性叙事和抒情性表现&&& 对于托尼+ 莫里森小说$娇女%的新诠释 …………………………陈! 平!)"B"#
西方语境下的浪漫主义思潮与文学分期……………………………………………………………………………罗昔明!!""A#
论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特征…………………………………………………………………………………陈后亮!!"C*#
品特在中国'回顾与反思 ……………………………………………………………………………………………袁德成!!"C@#
埃利森$六月庆典%主题探讨…………………………………………………………………………………………雷建国!!"CB#
$虹
%的
视觉化效果与空间解读………………………………………………………………………………………秦苏珏!A"C##
梦性空间'静观指向的广阔性阐释&&& 以小说$黄色糊墙纸%为例 ………………………………………………毛延生!A"B*#
安德森$鸡蛋%中(人的异化)之圣经原型批评………………………………………………………………………陈! 庆!A"B##
论埃兹拉+ 庞德诗学观之意义………………………………………………………………………………………冯文坤!@"B!#
主观与客观的悖论&&& 析埃兹拉+ 庞德诗学中的对立统一 ……………………………………………………付江涛!@"+**#
论庞德诗学的古罗马渊源 …………………………………………………………………………………………李永毅!@"+*@#
论人文主义者庞德 …………………………………………………………………………………………………汪翠萍!@"+++#
新课程改革与英语教师的观念重构…………………………………………………………………………………郑鸿颖!#""+#
高中英语新课改校本专业学习共同体构建研究……………………………………………………………………金黛莱!#""##
论高中英语的新课改语法教学……………………………………………………………………………罗明礼! 刘丽平!#"C+#
$中
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学风批评&&&$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后!上" ………张思武!#"C@#
文化研究
娱乐'俗化的判定及俗文化的提升介质&&& 从早期的先秦两汉文化阶段说起 …………………………………张朝富!!"BA#
叙事策略*民间人物及其审美品性&&& 比较$锦城旧事%*$成都方脑壳传奇%和$小时候%的方言叙事…………汪坚强!!"BB#
(禹
步)起源及其嬗变…………………………………………………………………………………………………夏德靠!#"B!#
$鸡
肋编%语言习俗探析 ……………………………………………………………………………………………方! 燕!#"+**#
波希米亚'被掩盖的现代主义………………………………………………………………………………………向! 琳!#"+*C#
旅游论坛
城市居民近郊休闲场所风格偏好研究&&& 以长沙市为例 …………………………………粟路军! 黄福才! 许春晓!+"++C#
旅游犯罪成因及防控对策研究&&& 基于日常活动理论和责任相关者视角 ……………………………………高! 科!+"+)##
欧美的公益旅游研究 ………………………………………………………………………………………………宗圆圆!+"+!!#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价值*主题与利益的悖离与协调&&& 从非营利制度看圆明园(园中园)门票问题…………张金玲!!"+)"#
民法安全保障义务对旅游安全管理的影响 ……………………………………………………………杨晓红! 李明华!!"+!)#
震后来川游客旅游动机及心理感知度分析 …………………………………………………刘! 妍! 程! 庆! 钟! 洁!!"+!"#
巴蜀论丛
$全
宋词%四川籍词人李寅仲小传辑补 ……………………………………………………………………………钟振振!)"+)##
卢作孚乡村民众教育建设实践探析 ……………………………………………………………………刘来兵! 彭泽平!)"+!+#
近代市政改革视野下的成都(新村)建设 ………………………………………………………………雷! 达! 曾瑞炎!)"+!C#
试探清末民国四川自贡盐业契约中的债务清偿习惯 ……………………………………………………………王雪梅!#"+)##
民国时期四川传统酒类的销售与市场 ……………………………………………………………………………肖俊生!#"+!!#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