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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论道德适应的衍化逻辑(李建华 刘 　 刚,

2018-1)

教育研究的意蕴与教育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刘铁芳 位　涛,2018-1)

主体间性美学思想对恩情文化的解构(杨春

时,2018-2)

生态环保论坛:“环境健康

法制比较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孙佑海,2018-1)

美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法律制度研究(孙佑

海 朱炳成,2018-1)

美国环境健康损害赔偿的法律实践与借鉴

(于文轩,2018-1)

中日环境健康损害因果关系证明比较研究

(王社坤,2018-1)

生态环保论坛:“邻避冲突”专题

邻避冲突的生成与化解:环境正义的视角

(刘海龙,2018-2)

“缺席”抑或“在场”? 我国邻避抗争中的环

境 NGO———以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为切片

的观察(谭　爽,2018-2)

生态环保论坛:流域生态治理专题

中国古代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及其现代

启示(高利红 李培培,2018-6)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

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李奇伟,

2018-6)

社会治理研究:“社区治理研究”专题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

成路径研究(陈伟东 吴岚波,2018-1)

娘家与亲家:城市居民小区良性治理关系的

生成机制研究(江立华 梁贤艳,2018-1)

社会治理研究:青年论坛

政府非税收入及其治理研究(李勇辉 林　

森,2018-1)

棘手问题治理的复合困境、可行路径与理论

反思———基于网络化治理的视角(陈　亮 熊

　竞,2018-1)

社会治理研究:“高校学术不端治理”专题

主持人语(么加利,2018-2)

高校学术不端的缄默向度及治理(么加利,

2018-2)

高校学术治理的生态逻辑:制度保障与环境

建设(王牧华 宋　莉,2018-2)

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及其治理(陈　亮,2018-2)

社会治理研究:“认知科学与公共治理”专题

人类认 知 五 层 级 与 生 态 移 民 社 会 适 应 探

讨———基于 HP 村 的 实 证 调 查 (谢 治 菊,

2018-3)

人类认知五层级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探究

(张　旭 蔡曙山 石仕婵,2018-3)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的文化认知:功能、困

境及出路(刘　超,2018-3)

社会治理研究

我国环境治理政策的研究路径与演变规律

分析———基于 CNKI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叶娟丽 韩瑞波 王亚茹,2018-5)

适应、干预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以浙江温

岭C村撤村建居为例(张丙宣 王蓓娴 华逸

婕,2018-5)

经济学研究

养老地产空间宜居度研究———以武汉市为

例(吴宇哲 吴艳芳,2018-1)

直接融资、空间溢出与农业现代化———基于

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宋　坤 林　佳 柳晓

倩,2018-1)

生态扶 贫 研 究 (冷 志 明 丁 建 军 殷 　 强,

2018-4)

家务劳动时间分配对提升家务劳动效率产

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姜海纳 符国群,2018-4)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

策略(许经勇,2018-6)

大数据情境下民营企业政治关联、跨界搜寻

与技术创新(刘力钢 董　莹,2018-6)

水泥企业循环经济资源价值流转分析———

以 T公司为例(朱　鹏,2018-6)

经济学研究:文化产业专题

文化创 意 产 业 能 助 推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吗? ———以湖南省为例(熊正德,2018-5)

基于 DEA模型的中国文化产业安全评价实

证分析(李孟刚 贾美霞 刘晓飞,2018-5)

管理学研究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弥合———以

食品标签制度为例(任大鹏 李　蔚,2018-1)

转型期水权管理的进展研判及改革路径研

究———以山东省为例(刘　芳 苗　旺 孙　

悦,2018-1)

征地过程中的退出意愿、受偿诉求与行为策

略———基于被征地者视角的本土研究述评

(张　简,2018-2)

基于个体—环境匹配的施工项目经理能力

不足风险量测方法(李晶晶 张飞涟 刘建军,

等,2018-2)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

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盛明

科 李代明,2018-4)

智库学:学科基础·现实困境·可能路径

(何绍辉,2018-4)

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周

芳检 何　振,2018-4)

“三农”问题研究

身份认同视角下国家与失地农民关系的流

变(王　亮,2018-1)

论责任规则视角下的农民留种收费制度(万

志前 张文斐,2018-1)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法律适用及运行保

障———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

为中心(李长健 兰　馨,2018-5)

内部资源整合、外部注意力竞争与乡村振兴

(郭　珍 刘法威,2018-5)

文学研究

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陈众议 高照成,

2018-1)

论文学本体的生命有机性(赵建军,2018-1)

语言文化研究

产业化视角下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转化机理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为例(罗爱静 许泽华 梁朝聪,等,2018-1)

制图理论背景下汉语特指疑问句中话题与

焦点的分布(白　蓝,2018-1)

“大数据与计算社会科学”专题

主持人语(罗教讲,2018-2)

大数据时代的计算社会科学与学术话语体

系重构(罗教讲 张东驰,2018-2)

计算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数据观(罗　俊 李凤

翔,2018-2)

互联网社会科学实验:数字时代行为与社会

研究的新方法(郝　龙,2018-2)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工商人类学”专题

文化差异与农业“走出去”跨文化管理策略

分析(于永达 韩振国,2018-2)



从工商人类学看商业组织策略行为———基

于互联网时代的学术思考(黄彬云 樊　伟

李　敏,2018-2)

家族变迁和中国家族企业的再思考———以浙

江万氏企业为例([美]赵剑华,2018-5)

社会空间视角下“淘宝村”的生计模式转型

研究(周大鸣 向　璐,2018-5)

本土与域外:工商人类学的兴起———人类学

学者田广访谈录(田　广 张　明,2018-5)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试析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的逻辑契合———以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为例(游　俊 李晓冰 李骥龙,

2018-6)

明代五开卫“华款”初探———兼论明代汉侗

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龙　圣,2018-6)

社会学研究

非正义化与找回社会: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

险质变研究(张广利 赵云亭,2018-2)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行动演化根源及治理(冉

光仙,2018-5)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 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

脉络及反思(李向振,2018-5)

底层弱者的“武器”:个体表演、例外话语和

身体暴力(林仲轩,2018-6)

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基于个体化视角

的广场舞分析(杨　君,2018-6)

法学研究

商法通则的法律意义与基本架构(马治国 田

太荣,2018-2)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

题研究(肖伟志 龚恒宇,2018-4)

论宏观仲裁法学的构建(鲁　洋,2018-4)

互联网时代涉外商标侵权管辖法律问题研

究(徐伟功 郝泽愚,2018-5)

国际海洋立法新动向与中国应对———以《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

为视角(王秀芬 檀　畅,2018-5)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

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

自治权的关系(邓　莉 杜承铭,2018-5)

法学研究:文化传统与当代中国法治专题

中国传统司法功能的价值意蕴与现代启示

(李拥军 戴巍巍,2018-6)

从先秦法家到近代新法家:国家主义及其当

代价值(魏治勋 刘一泽,2018-6)

哲学研究

“马克思是否能进孔庙?”———1925年一场争

论引发的思考兼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

的融通问题(殷国明,2018-2)

可名非常名:论钱锺书的名实观(刘 　 涛,

2018-2)

《抱朴子内篇》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道儒思

想的会通(邓　辉 龙泽黯,2018-4)

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吗? ———兼谈休

谟伦理学的当代价值(赵永刚,2018-4)

精准扶贫研究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郑吉

峰,2018-2)

水库移民贫困人口主体性缺失及其重塑(孙

良顺,2018-2)

马克思主义研究

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方法

论和当代价值(王雨辰,2018-3)

对话协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核与特

质(马纯红,2018-3)

从异化的人到人本性的复归———以《私有财产

和共产主义》为中心的考察(兰俏枝,2018-4)

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挑战及应对

(李　丽,2018-4)

伦理学研究

仁义·行健·和谐———当代中国核心价值

观建构(易小明,2018-3)

论同意(consent)的自由价值及其影响因素

(吕耀怀 曹　志,2018-3)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晚生,2018-3)

旅游学研究

“一带一路”与我国区域旅游空间布局优化

(梁　琦 蔡建刚,2018-3)

张家界旅游产品开发的空间演化与乡村振

兴分析(麻学锋 杨　雪,2018-3)

政治学研究

基层政府的廉政生态:概念·困境·出路

(黄大熹 张浩舟,2018-3)

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目标与路径(于

　瑶,2018-3)

法治政府的目标体系及建构路径———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论

述(曾　明,2018-3)

百年中美关系:回眸与启示(周小毛,2018-4)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李

群山,2018-4)

新时代核威慑的四维审视(刘利乐 罗成翼,

2018-4)

“创新创业”专题研究

绿色 产 品 创 新 研 究 的 知 识 图 谱———基 于

WebofScience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揭筱

纹 邱　璐 李小平,2018-3)

农村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模式选择及其实

现机制(张怀英,2018-3)

“大数据与公共服务平台”专题研究

互联网、大数据与区域共享公共服务———基于

互联网医疗的考察(汪　波 赵　丹,2018-3)

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机制分析———基

于不完全信息模型(彭　聪 许　坤,2018-3)

大数据时代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研

究———基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框架的视角

(殷　强 丁建军 李　峰,2018-3)

“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自信”笔谈

文化软实力的“硬核”(易小明,2018-4)

从软实力角度看文化自信(唐代兴,2018-4)

关于文化自信的再思考(沈湘平,2018-4)

土司文化研究(“土司学”建构)

主持人语(李世愉,2018-4)

论土司学的广博性(瞿州莲 瞿宏州,2018-4)

土司术语与“土司学”的概念体系(于爱华,

2018-4)

土司学:发生逻辑、研究指向与建设路径(葛

天博,2018-4)

域外撷英

比较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能学到什

么,为什么重要([加]贝淡宁/著,崔佳慧 王

生章/译,2018-5)

全球化何时帮助穷人? (尼塔·鲁德拉,珍

妮弗·托宾/著,王生章/译,2018-6)

文化研究

视觉与权力:约翰·菲斯克的视觉文化理论

(章　辉,2018-5)

西方文化产业视野下的快感理论及反思(林

　铁,2018-5)

传播学研究

媒体使用、政治信任与腐败感知———以中国

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薛　可 余来辉 余

明阳,2018-6)

“逆城市化”的动力模式:一个健康传播的分

析框架(姜　海 金　苗,2018-6)

沈从文研究:纪念沈从文逝世30周年专题

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机制与话语

实践(吴翔宇,2018-6)

神圣动物:沈从文“湘西边地”中审美理想的

神话原型研究(周雅哲 文学武,2018-6)

教育学研究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性教学? ———关于

“一流教学”建设的思考(周　 序 张祯祯,

2018-6)

英国城市学院早期与地方的互动及其启示

(唐　超,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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