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女性主义成为女性主义研究领域的一支生力军以来， 其流派纷繁复杂， 主张

各异。 粗略地说， 生态女性主义可划分为两大支流：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女性主义。 其理论分

野主要在于妇女是否与自然产生联系， 或者妇女该如何与自然产生联系。 弄清这一问题， 对于重新评价

妇女、 女性特质以及自然的地位至关重要； 不仅涉及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 而且影响男性和人类身份的

建构。 本文在澄清女性—自然联系所蕴涵的二元论架构和所生发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纠结的基础上， 探

讨生态女性主义怎样跨越其理论疆界， 采用其他理论来合理阐释女性—自然、 人类—自然的关系， 重新

建构人和自然的主体身份， 为发挥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潜力和指导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可行的理

论依据。

一、 女性—自然联系蕴涵的二元论架构

一直以来， 西方文化中对自然和妇女的否定主要是以 “背景化” 和 “工具化” 的形式， 即将自然和

妇女处理成衬托前台聚光灯下显赫功绩和成就的背景。 这一背景化深深镌刻在经济体制的逻辑中， 也存

在于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结构之内。 把自然背景化就意味着否定人类对于生物圈过程的依赖， 并将人类

视为游离于和外在于自然的存在。 把自然工具化则是把自然看成一个取之不尽的供给源， 没有任何自身

需求和主体存在，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社会非可持续的自然利用模式。 [1] （P4）

对自然的背景化和工具化与施加在妇女身上的同等待遇如影相随， 潜移默化地构造了妇女在公共和

私密空间的主要角色。 例如， 在经济系统的阐释中， 妇女从事的传统劳动被忽略不计； 在人类历史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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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叙述中， 妇女往往缺席。 男人拒绝承认自己对妇女的依赖， 却持续地构造自己的概念世界。 在那

里， 男性 （也是人类） 的前台自由活动发生在由女性 （自然） 所提供的背景和必需品的基础上。 如同人

类身份的定义是通过与自然的对立和否认而建立起来的， 男性身份的定义是通过与女性的对立和否认而

建立起来的。 在这种女性—自然与男性—人类的对立中蕴藏着更深一层二元论架构。 于是， 妇女成为一

个他者、 一个例外和一种失常， 男人则成为主导； [1] （P17） 自然也成为一个他者和被征服者， 人类则成为中

心和主宰。 这种二元结构对西方文化的扭曲以及对妇女和自然的历史性贬低， 是基于一套包含着紧密纠

结的多种二元论概念的假设， 尤其是理性—自然或文化—自然的类似结构。 只有把这些假设清楚地呈现

出来， 才能寻找出一条避免这些陷阱的道路。

二、 女性—自然联系生发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纠葛

为了澄清女性—自然联系背后潜藏的一系列二元论概念的假设， 薇尔·普鲁姆德在 《女性主义与对

自然的主宰》 一书中提出两套对应的假设： [1] （P18-20）

A 套假设： （1） 女性=自然假设 （将女性等同于生理和自然的领域）； （2） 自然低等假设 （假定

女性和自然的低等性）； （3） 二元论假设 （通过一套二元论概念来建构女性和自然， 并将自然领域

与理性和人类对立起来）。

B 套假设： （1） 男性=理性假设 （将男性等同于理性、 真正的人以及文化）； （2） 理性优越性假

设 （假定理性、 人类和文化优越于自然）；（3） 二元论假设 （通过一套二元论概念来建构人类和文

化， 并将它们与自然对立起来）。

对上述两套假设的不同解释、 接受和批判， 生发了不同形式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同时也使生态女

性主义面临着被批评和类型化的危 险。 例如， 社会生态 女性主义 （或自 由派生态女性主 义） 拒绝 A
（1）， 不承认传统模式下的女性—自然联系和将妇女排斥在真正的人类之外的主张。 为了摒弃女性—自

然的联系， 自由派生态女性主义采取非批评性平等策略， 要求妇女被允许平等地加入主流社会的建制

中， 进入那些由男性精英把持的领域， 例如科学技术领域。 在要求平等的进入权这一策略中， 妇女加入

科学界， 但科学本身及其所具有的支配自然 （或支配其他受排斥的族群） 的导向却没有改变。 实际上，

这种将女性—自然联系彻底摒弃的方法并不可取， 因为它不仅没有注意到公共领域中个人主体隐含的男

性特征， 也没能看到其排斥性的偏见， 因此未能挑战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统治模式以及人类文化与自然的

对立。 由于非批判性平等观不仅在对社会个体的阐释中带有隐含的男性主义色彩， 而且在人类身份的假

设和文化价值的评价中都隐含着理性与自然的对立， 所以它默许了一种双重菲勒斯中心主义模式， 即接

受 A （2）、 以及 B （2） 和 B （3）。 在这种意义上， 自由派生态女性主义未能看到， 理性主义与自然相排

斥的人类模式不仅蕴涵了性别优越性的理论假设， 也蕴涵了阶级、 种族和物种优越性的理论假设。

与自由派生态女性主义相反，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 （或激进派生态女性主义） 接受 A （1）， 但摒弃将

女性和自然进行贬低的前提假想， 并逆转传统上赋予女性和自然的负面价值。 这种非批评性逆转模式把

解决女性压迫的方法归结为能否重新发现女性的本质， 认为性别差异是天经地义的， 而没有看到其在权

力关系中形成的事实， 因而把理性这样的品质从新的女性典范中排除出去， 承认这种品质为男性所独

有。 这实际上是在重新肯定女性特质的过程中保存和维护原先的二元结构， 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维护对

妇女的压迫。 虽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即 “为女性的准则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
[2]（P408） 在女性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女性文化。 但是， 它仍然未能脱离二元化的问题， 对两极分化和排斥缺

乏必要的批评， 也没能承认女性身份的多样性。 同时也模糊了女性的各种生存环境和政治中所存在的主

要差异。 [3] 由此可见， 虽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抛弃 A （2） 和 B （2）， 但却未能触及更深层的A （3） 和B
（3）， 也就是将妇女和自然定义为对立于男权文化和理性的假设。

以上两大生态女性主义流派在女性—自然联系的问题上面临着二者必选其一的两难境地： 要么是逆

性别歧视的全盘接受 （生理本质主义）， 要么是非批判性平等的彻底摈弃 （理性—自然二元对立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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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但这两种选择都未能摆脱二元论架构的束缚。 要走出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樊篱， 生态女性主

义必须超越平等论和逆转论， 向全部的两套假设———A （2）、 A （3） 以及 B （2）、 B （3） 提出质疑， 同

时彻底审视性别身份和人类身份的二元结构， 重新构建女性—自然和人类—自然的联系。

三、 女性—自然联系的批判性重构

在质疑女性—男性和自然—人类二元对立的架构过程中， 生态女性主义发展了一种批判性生态女性

主义。 其主要观点是， 在男性统治的西方文化中， 是妇女和自然共同遭受的压迫， 而不是生物或本质身

份构成了妇女和自然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 也正是男人和女人都受到男性统治的文化力量的影响， 使他

们不能参与所有人类共有的自然。 男人和女人同时都是自然和文化的一部分。 男女两性不仅能与自然共

处， 而且可以携手打破主流文化的二元建构， 质疑被二元化的人类身份， 并发展出新的人类文化。

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把女性身份看作是重要的传统， 对它进行批判性重构： 既认识到女性身份带来

的力量， 也明白它所产生的问题， 因而会注重与传统性别典范的延续性和差异性。 这样可以纠正西方文

化通过对女性和自然的场所进行肯定和赋权而造成的扭曲， 因而能以一种改进的形式继续女性主义和生

态女性主义的关怀。 但是， 女性身份批判性重构一定要考虑到性别身份受到权力影响的方式， 也一定要

应对权力悖论在女性主义中的反映； 必须认识到， 女性身份就像被殖民者身份一样， 并不是偶然地被作

为一种独立的本质而摆在从属地位， 而是在殖民过程中形成的。 如果女性特征和价值是在从属关系中形

成， 就应该使妇女在得到社会尊重和重视之后还能保持她们的品质和特征。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不能是

女性身份的被动接受者， 而应该积极地在本质上和传统意义上对女性身份进行塑造和定位。 [1] （P57-60） 要明

白， 那些受到贬低和背景化的妇女特征、 活动和生活领域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具有价值， 因而它们不能

简单地被作为缺乏权力的表征而被忽略， 而且某些女性特质在一种合理的社会中还能产生积极正面的作

用和真正的价值。

要想使性别二元论解体， 不仅要承认差异， 而且要认识到延续性和差异性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模

式。 既然传统上已经对男性和女性进行本质上的区分， 而且性别二元论已经造成男女界限和等级划分，

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就必须强调共同的政治权利和共同的人权， 打破排斥的障碍， 使妇女脱离那个被劣

等化的特殊领域。 另一方面， 只要性别二元论对于女性的定义仍然是相对于中心的主宰身份的一种欠缺

或他者， 女性就需要强调女性身份的正面和独立的概念和根源， 进而创造性地重新解释和肯定女性的差

异。 然而， 批判性重构所包括的远远不只是对女性特质和女性差异的肯定。 在压迫的网络中， 殖民者和

被殖民者身份的交织是平常之事。 女性的身份是双重的， 在性别意义上， 她们是被殖民者， 但同时她们

也可能是殖民者 （例如， 在其他种族、 文化、 阶级和物种的关系上）。 只要这种双重身份的结合还存在，

批判性重构涉及到的就不仅仅是对从属身份的纠正和重构， 而且是对双重身份中的另一种身份———主宰

身份也要进行重构。 [1] （P61） 不仅要批判性重构女性—自然的联系， 而且要批判性重构人类—自然的联系，

以消除西方文化中其他主要的压迫、 异化和统治形式。

四、 人类—自然联系的批评性重构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识到， 人类—自然联系也面对着同样的延续性和差异性问题。 那些完全基于人类

与自然延续性的理论看不出非人类自然最明显的特征和价值， 也就是它独立于人类之外的状态； 那些只

强调非人类自然的差异性和独立性的理论则无法反击西方主流文化把自然作为异类的做法， 也不能为善

待自然提供理论基础。 这一两难境地在深层生态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中时常体现。 深层生态学家

阿恩·奈斯在他提出的 “自我实现” 的概念中， 把自我最大限度地与世界等同起来， 把自然和荒野看作

是自我的一部分。 这种通过吸纳的方法来与未了解的事物和未涉猎的领域建立关系肯定是行不通的， 因

为它只承认人与自然的延续性而否认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差异性 （吸纳）， 实际上是否认他者的存

在。 因而， 存在主义哲学家彼得·里德批评这一观点未能认识到自然本身所展示的他者性和独立性。 随

之， 他提出 “作为陌生人的自然” 这一概念， 并认为对自然的尊重应基于其完全的他者性， 以及人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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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全然分离。 [4] 但是这种论调同样是一种扭曲， 因为它维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刻裂痕， 否认建立延

续性的可能性 （异化）。 这种刻板地把自然定性为同类或异端的观念， 表明我们未能跨越二元论的障碍。

杰西卡·本杰明在 《爱的盟约》 一书中发展了一套相互性自我理论。 在她看来， 自我在现实世界中

的抗拒体验来源于与他者需求之间的遭遇。 此遭遇产生一种互相转变和互相限制的交互过程， 即 “交互

性之舞” （dance of interaction）， 这种自我的相互性和交互性不仅适合于他者的存在， 也要求他者必须存

在。 但是他者同样必须是独立的， 这有助于 “共鸣与差异的有机结合”， [5] （P26） 它是自我与他者之间互动的

基础。 在本杰明的相互性自我理论基础上， 薇尔·普鲁姆德提出了生态自我的概念， 即地球上其他存在

也具有主动性和意向性， 他们也在地球这个社群中占据着和我们一样的一席之地。 但是他们是不同的存

在， 并制约着我们的行为。 自然界的兴盛与繁荣并不是工具性的， 而是从本质上和它自己的兴盛与繁荣

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不需要把他者与自我等同起来或合并起来， 或把两者之间的边界抹除。 在相互尊重

的关系中， 我们既要保持对对方的谅解与同情， 又各自维持诉求上的差异。 这种生态自我可以被理解为

是共同自我的一种形式， 即自我与地球上的其他存在建立重要关系， 在实现自我的目的时， 也实现了他

者的目的。 在特定的关系之内， 他者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受到关怀， 因此被认为具有内在价值。 [1] （P202） 关

系性自我和内在价值是对生态自我的美德式描述， 也体现了一种人类身份的新概念， 即打破对自然的极

端排斥， 改变人类与自然的统治和工具主义关系， 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对自然万物丰富的关怀方式和关

系， 包括依赖、 责任、 关爱和延续性， 以及对差异性、 独立性和无限性的尊重。

在延续性和差异性互动中建构的生态自我理论有助于自然和人类主体身份的多模态建构。 因为人不

仅与自然和世界上其他存在发生联系， 而且与社会历史、 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发生联系。 休艾伦·坎贝

尔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提出了人的身份是由各种不同力量建构的理论， [6]（P205） 而非人类自然是这些力量之

一。 由于非人类自然也具有主动性和意向性， 那么自然世界就不应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或男权主义计划中

被映射和被挪用的资源， 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 它不仅是一种文化建构， 而且是一种政治建构。 在不同

的政治背景中， 其身份和定义会不断变化。 它不是人类政治的被动受害者， 或沉默无声、 丧失主体的人

类文化的工具， 而是一个随政治风向变化而变化的说话主体。 由于人类的干预， 自然世界也会在人类领

域， 甚至在人体内部进行干预。 [7] （P46）

为了认识非人类的说话和行动潜力， 人类有必要通过艺术角色塑造或文字散文形式， 把自然表现为

说话主体， 并把它展示的含义转化为语言描述。 由此，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提出了让主体通过话

语颠覆性地参与自我和他者的主体建构的身份理论。 她们意识到， 当主体暴露在变化的意识形态力量和

不同的言语结构中时， 它是不断变化的。 正如琼·斯科特所阐释的， “主体是在言语中建构的， 但是言语

体系存在冲突”。 [8] （P34） 任何体系都有矛盾， 都会由于概念的展开而形成多重意义。 正是言语系统中、 不

同差异轴中、 以及个人主体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使得多重意义或多种阐释成为可能。 正是通过阐释那些

对人们产生影响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力量， 个人主体反过来参与这些力量的建构。 为了让个体发挥其阐释

和参与意识形态力量和自我主体性建构的潜能， 德·劳雷提斯提出了 “古怪的主体” (strange subject) 概

念， 即通过一种政治和个人换位的实践， 跨越社会性别和团体之间、 身体和话语之间、 人类和自然之间

的边界， 以获得一种 “额外批评立场”。 [9] （P145） 这种换位可赋予主体新的视角， 突出对意义阐释的差异性

和多重可能性。 但是换位不是从二元角度去选择边界的一方而放弃另一方， 或者把两方均匀地结合起

来， 以消除边界， 而是采用对话形式。 只有通过对话， 自我和他者的思想才能沟通， 但又不会融为一

体。 对话中， 思想的独立性仍然存在， 所有主体地位和价值都是平等的。 同样， 墨菲在 《表达另一个自

然》 一文中使用 “另一性” （anotherness） 的术语来理解 “他性”， 即尊重差异， 而不以此来为统治辩护

或阻止联系。 正如她解释的， “‘另一性’ 产生于异构结构———即非等级结构———的差异意识。” [10] （P63） 这

种非等级差异意识有助于人们接受主流人类文化经历之外的观点和社群， 使自我成为一个包容复杂性和

多样性的矛盾分裂体。 这样的自我拥有颠覆统治意识形态的潜力， 因为其分裂和矛盾允许他/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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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会使其身份过度单纯化以至于以新的形式重蹈原来那些意识形态。

在认识主体身份的复杂性过程中，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承认主体的社会建构及其变化的、 多模态的

特性， 因而承认我们之间的差异， 而不一定把我们相互疏离。 正如德·劳雷提斯所解释的， 主体是变化

和多重组合的， 它 “跨越不同差异轴”， 包括但不局限于性属、 种族、 阶级、 少数民族、 或性倾向的轴。

她承认话语与社会实践的相互联系， 以及社会领域中同时共存的多重地位的相互联系。 她认为， 不是一

种单一的权力体制而是纷乱复杂， 独特多样的权力关系和对抗点统治着无权力的人。 [9] （P131） 如果我们采用

一种肯定压迫的交织而不是压迫的等级特权的主体性理论， 我们就能承认每个人社会建构的主体性的独

特性， 而不必退入以种族、 性属等身份类别为基础的固定不变的群体中。 通过把主体性看作跨越多重差

异轴而建构起来的， 我们就能在不同时期强调我们身份的不同方面。 [11] （P22-23） 在建立联系中我们就不会把

自己局限于一种自我或他者的僵化不变的身份概念中。

综上所述， 生态女性主义身份建构理论不主张把妇女和自然看作同类的和延续性的整体而抹杀差

异， 也不主张人类与自然的异化和对自然的统治， 在批判性重构女性—自然和人类—自然的关系中， 生

态女性主义理论家努力发掘相互性自我中存在的理性， 这个自我承认与他者的相似关系， 能够宽容他者

的抗拒， 并从他者的差异中获得助益。 这样一种理性能够珍视世界上不同文化和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

性， 与世界上其他生命和存在一起参加到共同生活的对话中来。 这种身份意识让我们认识到， 人与自

然、 人与人， 包括性属、 种族、 少数民族、 和性倾向之间的差异不必是冲突的根源， 相反， 可以成为人

类文化内部以及人类文化与非人类自然之间新的和可持久的关系的潜在能源。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能够跨

越其理论疆界， 吸纳其他理论的精华， 因此在身份理论建构中能摆脱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的羁绊， 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打破和质疑统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人类身份和人类与非人类自然关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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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like a single-plank bridge for the western knowledge spread to the east and the eastern knowledge

transmitted to the west in the last 500 years, Maca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onnecting China with the
world and giving convenience for the western people came to China, being a place where various religions and
cultures came together, conflicted and mixed together. The studies of Macao are endeavoring to re-recognize
and even rewrite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nd that of the modern world, and should become a discipline
comparable to and more practical than the Dunhuang Studies.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studies of
Macao take the profound history and research of Macao as it self’s founda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knowl－
edge system involved Macao’s history and social reality as its core and being able to enrich the cognition of the
world history, so as to reveal the academic paradigm of Macao in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 -
tion and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Another Thinking on Marx’s View of Justice
Li Dianlai 11

Marx dealt with the issue of justice in different layers. The pu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garded the justice as
an attaching concept. But this is not the essence of justice for Marx.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connecting to
the paradigm for ‘changing the world’ and of ‘ revolution’, the justice is a fundamental clue under Marx's
view of research, included its research of political economy relying on economic facts. From this standpoint of
justice, Marx criticized the justice of liberalism drastically, because he thought and argued that the latter just
talked about the freedom, right and equity in a lower and special layer, but did not touch the private property
system leading to alienation. A careless checking up the layers and contexts in which Marx dealt with the issue
of justice is likely lead to not only one-sided observation on Marx’s justice, but also to an examination of
Marx’s justice with an external justice.

Media Culture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across Time and Space
Ge Binchao 34

Media culture is built on the bas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ss media technology. It expe－
dites the speed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shortens the distance of bodies, and makes the striding
across the space-time fulfill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constructs an exoteric and permissive cyberspace.
Marx’s view of time and space leads u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interactive between space
and time in the media culture and the meaning of network spac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ing of media
culture helps us reconstruct the public domain in modern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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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zziness of the Property Right of Agriculture Land: a Conceptual Frame and Explanation
Luo Biliang 48

The paper reveals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public domain’ and the fuzzy essence of property right,
sums up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inner logic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perty right fuzziness, and analyzes
the property right fuzziness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its being invaded. And then, it points out clearly the correct
direction for reforming the system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land property right, which should be a certain scope of
public profit, a seriously restricted right of land requisition, and a mechanism and system of reasonable compen -
sations for land requisition and agricultural land protection. To settle down the problem of interior-people con -
trol, we have to block the invasion of official hierarchy institution, so as to disintegrate the system of positional
hierarchy right of property, improve the stableness of land property right, and restrain the corrupt problems e -
merging in the process of re-adjusting land.

A Comparison of Educat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Increase between PRC and USA
Yao Yilong, Liu Jinhua and Xie Zhongqiu 73

Based on Feder’s model （1982），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education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in Chi-
na and US, and compares the spillover effects and total growth effects of education in these two countri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otal 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s larger than that in USA
between 1995 and 2009;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 in China, which is caused by ineffi -
ciency of educational system. Meanwhile, although there is inefficiency in educational section compared to other
sections in economic system in both countries, the gap between educational section and other sections in china
is spreading, and the efficiency of educational system in China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USA. At the end, we
suggest some polici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in our educational system.

On Mr. Josephus’ Historical Narration
Wu Xiaoqun 104

The author Josephus, who was regarded as the first Jewish historian by the non-Jewish world, tried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Jewish culture and Grace-Roman culture. In fact, no matter what an unclear attitude is reflect -
ed in the book ‘Jewish Antiquities’, the two-standards in ‘Jewish War’, or the self-contradictory argument in
‘Against Apion’, all of those exhibit a deep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conflict in the heart of Historian Jose -
phus.

On Mr. Qiu Dongping’s Creations
Lin Gang 147

The transition from ‘ literary revolution’ to ‘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forming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writers of new literature, in which Mr. Qiu Dongping was the most excellent one as a new
generation writer. His works absolutely surpassed over the model of ‘revolution and love affairs’ applied in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for his had got up with the ‘ student speech’ and ‘petty bourgeoisie style’ existing in
those left-wing’s works. He brought a new clear and unaffected mood into the left-wing literary circles, for his
vivid, real and emotional style of writing could infect the readers. So, his successful creation offers an example
for us to reconsider the left-wing literary movement and ev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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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丰 袁 政 2.40
论纳税人诚实纳税推定权立法的完善 张富强 2.46
著作权质权登记程序研究

———兼及 《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 的修改

陈文学 高圣平 2.53
我国赃款赃物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原因及处置原则初探

胡学相 3.44
从 “扁家弊案” 看台湾地区刑事司法的发展

郭天武 孙末非 3.51
民初的法律广告与法律文化 （1912-1926）

———以 《申报》 为中心的考察 董陆璐 4.45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 价值、 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杨 桦 刘 权 4.52
从垂直激励到平行激励： 地方政府合作的利益激励机制创新

杨爱平 5.47
网络版权立法： 全球趋同化中的利益差异

──以技术措施法律保护机制为视角 郭 鹏 5.54
婚姻家庭变迁的制度回应

———以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为视角 熊金才 5.59
幸福指数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郑方辉 6.51
行政行为模式： 类型及要素界定 谢新水 6.58
反思与重建：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型构建 李小鲁 7.51
论网络媒介的公共话语空间及其制度培育路径

张 玉 张志华 7.57
从非正式规范到地方法制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规范补充供给路径的嬗变 贾海龙 7.64
交通肇事 “致人死亡” 疑难问题研究 李朝晖 7.70
科学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

———评于幼军新著 《社会主义在中国 （1919-1965）》

田 丰 陈金龙 8.31
自由与主权

———当今国际关系两大原则及其关系的法哲学思考 严存生 8.36
马克思主义防止公仆变质的思想及意义 蒋德海 8.44
民政法制的理论基础与制度体系 孔繁华 8.49
“理性选择” 视野下的决策过程研究： 基于一个 “镇改街道”

的个案 叶贵仁 8.54
从反封建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认知

闾小波 赖静萍 9.33
从革命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

———中国共产党 90 年法治思想发展的探索

李瑜青 冯梦成 9.40
宏观管理、 战略管理与顶层设计的辩证分析

———兼论顶层设计的改革意蕴 石国亮 刘 晶 10.41
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的金融行为研究 王国伟 10.47
监察机关职责范围的法律思考 曾超鹏 10.53



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彭向刚 朱丽峰 11.36
对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的几点思考 罗恢远 刘歌德 11.46
论在建建筑物抵押登记的性质与效力 王荣珍 11.50
清代皇权推动下 “官箴书” 的编撰与传播

———以 《钦颁州县事宜》 为例 杜 金 11.56
关注什么样的 “民生”

———基于唯物史观的实践理性省察 张晓东 12.79
慈善事业的伦理根基和理性建构研究 郑雄飞 12.85
选举制度的技术性分类辨析 陈 健 12. 92

经济学 管理学

·转型升级专题研究· 【八篇】

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研究

———以台湾自行车产业整体升级及其竞合机制为例

毛蕴诗 林晓如 李玉惠 6.63
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以广东省为例 张 捷 张媛媛 7.75
系统观视角下的外生型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研究

———以大岭山家具集群为例 戴 勇 温思雅 毛蕴诗 8.64
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 赵玲玲 8.71
金融危机对中国天生国际化 OEM 企业的影响及其战略

反应研究

覃大嘉 吴东旭 毛蕴诗 9.6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型增长 黄铁苗 9.70
产业转移的诱因分析与趋势预测

———以长三角为例 赵 峰 姜德波 10.62
珠三角产业布局与地区专业化发展研究

李胜兰 张 昀 郑华懋 10.68

产品内垂直国际分工的锁定化风险与中国对外经济失衡形成

的内在机制 黄兴年 1.64
自主 R&D 投入、 国际技术外溢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 （1996-2006 年） 的实证分析

柳剑平 程时雄 1.72
我国股票市场 “政策市” 现象的理论阐释 王 曦 叶 茂 1.81
小额信贷 “郁南模式” 的制度性解析

———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新探索 张乐柱 胡浩民 1.91
挫败、 迷失与转折： 民间资本运行态势研究

———以浙江民营资本为例 王寿春 2.60
论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效应 李 翀 2.67
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的改革选择 迟福林 2.72
空间再配置： 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张 莉 徐现祥 2.75
后危机时期中国产业的成长方式和路径转型

南开大学产业经济课题组 2.82
产业链纵向交易的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实证研究

袁 静 毛蕴诗 3.59
企业非伦理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李 非 江 峰 3.68
中国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演变的特征、 趋势与影响因素分析

———兼析服务业分支行业部门就业的能力与潜力 邓于君 3.75
流域经济区产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刘有明 3.83
中国经济增长的 “道” 与 “义” 高 帆 4.5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潜在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宋 磊 孙晓冬 4.66
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下劳动收入的合理性 朱富强 4.72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后突破

———中国农地的产权确认 杨万东 4.80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 “替代效应” 和 “收入效应” 李 琴 孙良媛 4.85
转变发展方式与市场经济新思考 李义平 5.66
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分工现状及其双边竞争力 关红玲 5.72
贸易开放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 U 型关系吗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非参数估计

林 江 黄亮雄 孙 辉 5.81
产业转移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述评 向晓梅 5.89
央企高管问责制研究述评 方秋生 5.96
美国政府反危机政策的两难困境 方兴起 6.71
熟人社会、 抱团取利与中国民间金融的稳定性发展

刘明远 6.79
地区经济差距、 财政公平与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模式选择

郭颂平 张 伟 罗向明 6.84
转型改制期中国传媒业现状分析 龚彦方 6.90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预算的效率原则与约束 黎熙元 7.81
企业高管团队组织与领导行为关系研究 郭忠金 姚振华 7.88
中国高等教育周期波动的典型化事实： 一个基于 CF 滤波的

研究 蔡俊兰 7.96
为增长而控制

———中国的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行为

曹正汉 史晋川 宋华盛 8.76
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与农村流通体系的完善 文晓巍 8.85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研究

———基于温氏集团和三鹿集团案例比较分析 郑红军 8.90
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联研究： 评述与前瞻

顾海兵 刘 杨 9.76
企业组织与员工间的交换： 均衡与非均衡

———基于我国企业组织员工认知差异的角度分析

黄 桂 关新华 9.84
当前个税体系的调整方向： 基于收入再分配正义的思维

朱富强 10.74
“小承包大经营” 的 “中农化” 政策研究

———台湾 “小地主大佃农” 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邓大才 10.80
中外家族企业研究： 评述与比较 梁 强 杨学儒 10.87
澳门产业结构多元化战略调整的困境 郭永中 11.64
我国第三产业促进就业的有效性研究 付春光 11.70
功利主义制度理论的逻辑困境

———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起源理论的反思 刘 牧 李 锐 11.79
珠三角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实证研究 邵念荣 11.86
农地产权模糊化： 一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 罗必良 12.48
快速转型期农村土地利用方式的变迁

———一个东部沿海村落的个案解析 倪建伟 12.57
沿海地区工业产品创新现状及增长绩效研究 张 超 12.61
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分析 郝 雁 12.68
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中美比较研究

———基于 Feder 模型的实证检验

姚益龙 刘晋华 谢中秋 12.73

历史学

·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 【七篇】



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

———栏目解说 桑 兵 3.89
蔡锡勇《美国合邦盟约》译本考论 胡其柱 3.92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张卫明 3.102
1903 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 曾 荣 3.113
清季府厅州县改制 关晓红 9.92
新瓶装旧酒：改设政务处与丙午内官改制 赵 虎 9.104
集权与分权：民国元年的军民分治之争 陈 明 9.116

·历史、 史学与社会· 【三篇】

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

———中国古代史学观的理性发展 瞿林东 6.95
论唐宋官修类书中帝王观的发展变化 申慧青 6.101
论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的互动 徐 彬 6.107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一篇】

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性转折

王先明 7.101
·环境史· 【二篇】

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与限度

———以环境史为中心的几点思考 方万鹏 8.115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 赵九洲 8.122

中西与新旧之间： 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郑大华 1.99
现代化思潮的重奏与交响

———论近代中国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 何晓明 万国崔 1.106
“和谐” 语境之下的回眸

———对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关系的再认识

俞祖华 赵慧峰 1.112
清末广东的地方自治与顺德地方精英 [日] 宫内肇 1.121
新发现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七通考释 彭玉平 2.91
重评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

———以 《劝学篇》 为中心 宋德华 2.99
新启蒙运动性质新探 谭群玉 2.105
西方考古学 “三期论” 传入考 李孝迁 2.111
美国 “新左派” 史学研究述评 徐 良 2.118
汉代 “新声” 初探 翟麦玲 3.122
超越百年 路在何方

———“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 高峰论坛纪要

王 杰 4.90
西方 “世界历史” 观念的源流与变迁 陈 恒 洪庆明 4.102
在神话与历史之间

———金斯密的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 陈 喆 4.110
以科学与理性的名义： 新文化运动中的海克尔及其学说

在中国的传播 欧阳军喜 4.120
棉花与鸦片： 19 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的货品易位

郭卫东 5.100
民国初年广东的盗匪与地方社会

———一种 “非法” 武力权势的形成 何文平 5.109
中华农学会与现代农学研究机构的创设 杨 瑞 5.117
死尸的威逼： 清代自杀图赖现象中的法与 “刁民”

段文艳 5.125
从 《纽约时报》 看伍廷芳病逝前夕与孙中山的关系真相

郭世佑 6.113

《科林·坎贝尔日记》 初探

———早期瑞典对华贸易研究 江滢河 6.120
历史的另面：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与列强的较量

——以西人在华架建电报之纠缠为考察中心 夏维奇 7.112
追古制而复雅正： 宋初乐制因革考论 胡劲茵 7.122
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 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

信仰之研究 易素梅 7.130
英国的自由与权利学说及其争论： 从平等派到宪章派

（1640-1840 年代）

[英] 哈里·迪金森 [文] 黄艳红 [译] 8.96
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之再考察 肖 瑜 8.109
清末轮船招商局汽船和日本

[日] 松浦章 [文] 杨 蕾 [译] 10.92
最早的 “香蕉人”： 留学先驱容闳新论 周炽成 10.102
试析唐代士大夫的转型

———以韩愈所论 “士大夫” 为中心 胡明曌 10.107
宋代广州商税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章 深 10.112
区大相 “壬辰之役” 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颜广文 10.120
康有为的不变与梁启超的善变

———史料解读与史事探究 桑 兵 11.94
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

———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 罗家祥 11.98
阶级意识与行会理念

———广州正式政府成立前后的劳资关系变动 霍新宾 11.107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法国著名史学家克洛德·马佐里克教授访谈录

[法] 克洛德·马佐里克 周立红 12.97
约瑟福斯的历史叙述 吴晓群 12.104
《资治通鉴》 文本的内外语境

———兼说 《通鉴纪事本末》 的体裁障碍 姜 鹏 12.111
孙科和蒋介石、 李宗仁之争与国共和谈 张 皓 12.121

文 学 语言学

论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意蕴 胡铁生 周光辉 1.127
文化诗学观照下的中国当代新诗 曹山柯 1.136
文化现代化： 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

———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 金 岱 1.145
女书： 谁是第一个发现者和第一个研究者

蒋书红 孙雍长 1.154
清末广府戏剧演出图像说略

———以 《时事画报》、 《赏奇画报》 为对象 康保成 2.125
南社女性作家论 郭延礼 郭 蓁 2.134
“诗变为词” 说辨证 解玉峰 何 萃 2.147
汉字演变的历史我们还很陌生 王贵元 2.154
“批孔”： 开启新文化倡导的一道闸门 陈方竞 3.128
跨文化交际理论从欧洲中心到多中心演进探析 戴晓东 3.137
诡异构思中的人文意趣

———爱伦·坡的侦探小说解密 任 翔 3.147
粤语是绝对不会沦陷的

———对出现 “废粤推普” 风波的一些思考 詹伯慧 3.152
语言与思辨

———西方思想家和汉学家对汉语结构的早期思考 方维规 4.128
“进化” 视野下的经学阐释



———陈柱经学研究 卢鸣东 4.137
《宋书·乐志》 铎舞歌诗二篇考辨 许云和 4.146
晋宋庐山僧团与文艺 “神思” 的逻辑生成

刘红红 徐国荣 4.153
西方思维与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点批判 王 坤 5.130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与词典释义 夏立新 5.141
德性审美文化的人性论基础与审美选择 柯汉琳 5.146
汉赋源于 《诗》 赋体之辨考 陈元胜 5.152
关于 “形式本体” 问题的通信 王元骧 苏宏斌 6.129
身体主体观中的审美过程论 王晓华 6.136
《周颂·有客》 与周代宾礼 姚小鸥 李文慧 6.142
绝句文体批评考论 李晓红 6.147
劝农文学： 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体类 徐燕琳 6.153
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三个关键词

———从 “学科互涉” 到 “学科规训” 梅琼林 连水兴 7.137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进路 金 岱 7.142
金元碑志体散文的文化价值考察

———以道教人士碑志为中心 蒋振华 7.148
新民社始末 王凤霞 7.153
先秦诗歌句末语气词的来源及其声调、 功能 李炳海 8.128
“闲评” 式文学批评的产生及其历史价值 谢珊珊 8.136
学堂讲授与文话书写

———晚清民初教育转型之际的文话考察 慈 波 8.140
人的骄傲与人的限度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三组 “合唱歌” 释义 魏朝勇 8.146
简朴与信仰

———《圣经》 叙事的一种独特模态及其神学意蕴

李增强 李志雄 8.154
亚氏四因说与西方本体论思维方式之发生

———兼论康德对西方传统本体论之批判 劳承万 9.128
从师友交游看刘克庄的文学及仕途 周 炫 陈建森 9.139
跨文化的语言嬉戏与离散身份书写

———论华裔美国英语诗歌中的汉语语码嵌入

蒲若茜 宋 阳 9.146
粤方言地图制作研究 刘新中 张丽红 9.152
跨文化研究： 方法论与观念 周 宪 10.127

物性的诱惑

———弗雷德的现代主义立场及其对极简艺术的批判

张晓剑 沈语冰 10.134
身体作为伦理秩序的始基： 以身体立法 唐健君 10.141
古代小说考证同名交错之误及其对策

———以 《三国演义》、 《西游记》 考证为例 杜贵晨 10.147
来华新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

———以 《教务杂志》 刊载的评论为中心 孙轶旻 孙 逊 10.152
跨文化公民： 外语教学作为国民教育的扩展

[英] Michael Byram [文] 韩 慧 [译] 11.128
新时期汉语 “X” 族词语与当代中国社会 曹凤霞 11.136
花开花落： 论中国现代女性解放叙事的社会想象

宋剑华 11.142
近代化视野下传统妇女文学的衰退 花宏艳 魏中林 11.150
从风俗批评到审美批评

———应劭 《风俗通义》 新探 袁济喜 宋亚莉 12.130
科举废而诗愈昌

———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余来明 王 勤 12.136
明代科举与通俗小说中的冒籍 叶楚炎 12.142
论丘东平 林 岗 12.147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主体身份建构理论研究 戴桂玉 12.154

学术动态

社会观念变迁与公民教育

———两岸学者共同研究公民教育问题

王文岚 黄甫全 陈玲辉 3.156
王贵忱学术座谈会暨 《可居丛稿》 首发式在广州举行

郭秀文 4.101

学海酌蠡

“门庭” 释义考辨 朱 城 5.157
西汉未行火德辨 李梦泽 5.158
粤地河流通名 “涌” 和 “滘” 考辨 黄小娅 11.156
告子： 首言 “食色性也” 的先秦思想家 王福湘 11.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