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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年总目次索引
□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

“知识的迁移与近代东亚的政治转型”专题

黄海章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
!!!!!!!!!!!!! 李

［主持人：孙宏云］
松（１）

杜定友《校雠新义》与传统目录学之

明治维新和政党认识
———日本近代史上政党的“部分性”

知识分化 !!!!!!!!! 范旭艳（６）

和公共性·爱国主义的矛盾
!!!!! ［日］真边将之著，袁甲幸译（３）

□宗教与文明研究［栏目主持人：王

丁］

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与梁启超的

高昌 α寺遗址所出摩尼教、佛教寺院

《霍布士学案》

回鹘文账历研究 !!!!!! 松井太（２）
六朝前期荆襄地域的佛教 !!!! 陈志远（２）

———ＨＩ
Ｓ
ＴＯＩ
ＲＥＤＥＬＡＰＨＩ
ＬＯＳ
ＯＰＨＩ
Ｅ
在中日接受的东亚语境 !!! 王志松（３）

新史料中所见札八儿火者史事及其
时代背景 !!!!!!!!! 邱轶皓（２）
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
佛教信仰 !!!!!!!!! 仝

［主持人：李广众］
涛（５）

９世纪于阗的法灭故事 !!!!!! 朱丽双（５）
锁喃嚷结的真相

汇率跳跃风险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
!!!!!!!!!! 朱佳青，李广众（３）

房地产信贷对我国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六研斋笔记》所载“梵僧”
行记辨伪 !!!!!!!!! 曲

“新时代金融协调监管体系”专题

强（５）

□“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
［主持人：毛艳华］

———基于银行体系内部借贷网络的模拟
实证研究 !! 李世泽，马家丽，朱书尚（３）
金融风险情绪跨市场影响：股市与网络
借贷市场 !!!!!! 陈

雪，张学勇（３）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使命 ! 荣健欣（２）
□新时代文化与哲学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
制度创新 !!!!!! 毛艳华，杨思维（２）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空间尺度
研究 !!!! 孙久文，夏

添，胡安俊（２）

文化自信的对话性建构 !!!!! 金惠敏（４）
文明对话：东亚人文交流的历史与展望
———以中国与韩国的人文交流为例
!!!!!!!!!!!!! 金柄珉（４）

□中国文体学研究［栏目主持人：吴承学］
“比兴”与文体学 !!!!!!!! 胡大雷（３）

□贡赋经济体制研究［栏目主持人：刘志伟］

东汉仙人碑“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及

贡赋经济体制研究专栏解说 !!! 刘志伟（４）

与仙传之关系
———以《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
唐公房碑》为中心 !! 刘湘兰，夏朋飞（３）
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 祝尚书（３）

官民之间：再论周忱改革对江南赋役征收
组织的改造及影响 !!!!! 侯

鹏（４）

在徭役与市场之间：明代徽州府上供物料的
派征与审编 !!!!!!!! 丁

亮（４）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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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财政分配视角下的晚明浙淮盐法

徐现祥］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专题［主持人：

变迁 !!!!!!!!!!! 李义琼（４）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专题解说 !! 徐现祥（６）
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制度性成本

□跨区域与文化研究［栏目主持人：刘志扬］

!!!!!! 张

莉，陈邱惠，毕青苗（６）

商事制度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

跨界与共生：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下的
人类学回应 !!!!!!!! 朱剑峰（４）
涨缩的时间，同构的空间 !!!!! 张文义（４）

!!!!!! 黄亮雄，孙湘湘，王贤彬（６）

商事制度改革与市场主体进入率
———数量竞争还是质量竞争

融合与断裂

!!!!!!!!!! 徐现祥，马

———对美国波士顿“在家教育”学习

晶（６）

网络的人类学分析 !!!!! 尚文鹏（４）
□文学
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

———兼论早期文人杂言曲子辞的

论中华民族 ７０年的经济复兴之路
!!!!!!!!!!!!! 李

罛（５）

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 !!!! 查洪德（１）

新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与改革
１
９
４９—２
０
１
９ !! 王
方向：

曦，金

文本建构 !!!!!!!!! 张之为（１）

钊（５）

唐代因明与佛学论证研究 ７０年 !! 曾昭式（５）

纪昀“著书者之笔”说考论 !!!! 刘晓军（１）
科学思维的局限性与“诗话”批评的
复兴 !!!!!!!!!!! 龚

刚（１）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

０
０周年
□纪念五四运动 １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 黄修己（５）

历史进程 !!!!!!!!! 黄万华（１）
梦断：沈从文“伟大中国文学作品”理想的

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舆论和
抵制运动 !!!!!!!!! 陈以爱（５）

寂灭及其内因 !!!!!!! 罗义华（１）
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

新文学运动的边缘回响
———论澳门的早期新诗 !!! 邓骏捷（５）

———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 !! 林晓光（２）
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 王小惠（５）

———以沈炯《归魂赋》为例 !! 于

溯（２）

晋唐时期的山水认知与地学山水记的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栏目主持人：陈伟武］
齐陶文“陈枳尚”考 !!!!!!! 徐在国（６）

江山入赋
———宋代纪行赋中的文本风景与

清华大学所藏竹书《邦家之政》校证
!!!!!!!!!!!!! 陈斯鹏（６）

历史地理 !!!!!!!!! 丁

涵（２）

桐城派寿序与“中国之文” !!!! 沙红兵（２）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札记四则
!!!!!!!!!!!!! 刘

文体流变 !!!!!!!!! 李翠叶（２）

杰（６）

中国现代“杂”文学的价值重估 !! 金宏宇（２）
凌初的南京冶游历程对其文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分析思维及其
研究路线 !!!!!!!!! 朱富强（６）
２０４

创作的影响 !!!!!!!! 徐永斌（３）
２０世纪前期词体与新体乐歌的
离合关系 !!!!!!!!! 彭建楠（３）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
０
１
９年总目录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

卢梭学说在清末的传播方式与影响所及

双程流传 !!!!!!!!! 刘先飞（３）
“个人”概念变迁与早期现代长篇小说

!!!!!!!!!!!!! 庄泽（１）

大学区制改革背景下的国立武汉大学

结构嬗变

筹建始末 !!!!!!!!! 刘文祥（１）

———以张资平、茅盾为中心的考察
!!!!!!!!!!!!! 周文晓（３）

印尼当代文学中的多元民族主义

日俄战争前的路透社与清政府 !! 安东强（２）
清季捐纳、科举停废与保举走向 !! 林浩彬（２）

———以普拉姆迪亚和黄东平为例
!!!!!!!!!!!!! 马

———对知识、舆论及现实政治的检讨

贵族视域下的中古政治危机
峰（３）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 董芬芬（４）

蔡邕《青衣赋》与中国古代的青衣意象

———１２５８年英国贵族改革运动
的发生 !!!!!!!!!! 金德宁（２）
清代英国在台湾水域的水文调查 !! 王

涛（３）

走向革命：
１９
２０年代范文澜急遽

!!!!!!!!!!!!! 赵德波（４）

清代“吹腔”源流及其与周边声腔的关系

政治化的历程 !!!!!!! 叶毅均（３）
十九信条新探 !!!!!!!!! 彭

!!!!!!!!!!!!! 陈志勇（４）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

剑（４）

明代漕运卫所中的藩王护卫军 !! 张程娟（４）
民国部聘教授及其待遇 !!!!! 沈卫威（４）

之关系 !!!!!!!!!! 王齐洲（５）
明代出版文化语境下神仙集传的刊刻

“颜元”的诞生
———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

与新变 !!!!!!!!!! 程瑜瑶（５）
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

重建与诠释 !!!!!!!! 张

循（５）

南宋临安都城政权下的僧侣与士人

———从《血泪仇》说起 !!!! 秦林芳（５）
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 !!!! 李冠兰（６）
三类词调与唐宋词体之演进 !!! 王卫星（６）
写作场与文本生成

关系探析 !!!!!!!!! 王菲菲（５）
明朝海防战船欧化变革的历史考察
!!!!!!!!!!!!! 谭玉华（５）

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 !! 桑

———宋代上梁文叙写方式的

兵（６）

“义阳三关”两周时期的区位发展与

形塑与流变 !!!!!!!! 周剑之（６）
１９３
０年代“施鲁之争”的文选学史意义

东畿开发 !!!!!!!!! 于

薇（６）

方镇为国：后梁建国史研究 !!!! 闫建飞（６）

!!!!!!!!!!!!! 郭宝军（６）

“安心”的战争

□哲学

———作为建国史诗的《铜墙铁壁》
及其文明论意义 !!!!!! 罗

董仲舒人性论新探：以性朴论为
成（６）

文本与政治：法国理论在美国的接受
与重构 !!!!!!!!!! 周

中心 !!!!!!!!!!! 周炽成（１）
一体与同体：程颢“万物一体”

慧（６）

说辨证 !!!!!!!!!! 雷

静（１）

为政与良知
□史学

———阳明学者邹守益的为政理念及其

“番禺”得名于“蕃商侨寓”考 !!! 宋亦箫（１）

对江西地方官员的影响 !!! 张卫红（１）

东汉临湘县交?来客案例详考
———兼论早期南方贸易网络 !! 张朝阳（１）

责任伦理与儒家工夫论：船山《读四书
大全说》另解 !!!!!!!! 姚育松（１）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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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劝诫的权力与方法

论唐宋法律考试与法官职业化趋向

———庄子“心斋”说解读 !!! 周

耿（２）

论董仲舒的“馀义”言说 !!!!! 郑朝晖（２）
宋儒读经法中的感通诠释初探

!!!!!!!!!!!!! 蒋楠楠（１）

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

———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视野

机制研究 !!!!!!!!! 关

!!!!!!!!!!!!! 蔡祥元（２）

“数”的哲学观念与早期《老子》文本的经典化
———兼论通行本《老子》分章的来源

键（２）

刑事裁判说理中的“常理”
!!!!!!!!!! 谢进杰，邓慧筠（３）

ＷＴＯ补贴制度欧洲化方案评析 !! 易在成（３）

!!!!!!!!!!!!! 丁四新（３）

康德未完成的第四个批判 !!!! 曹俊峰（３）

□经济学

《庄子》的“自”世界 !!!!!!! 宋德刚（４）

公司诉讼、母子公司距离与集团债务

“德性”抑或“理性”

分布 !!!! 夏子航，辛

———《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

宇，谢

伟（１）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

代词之谜 !!!!!!!!! 舒远招（５）
超越“他者”的路径

!!!!!! 杨

薇，徐茗丽，孔东民（１）

资产剥离能否激发中国企业研发投资？

———当代美国的古代中国思想研究方法
论考察 !!!!!!!!!! 刘玉宇（５）
印度陈那、法称量论因明学比量观探微
!!!!!!!!!!!!! 顺

真（６）

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
———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 董滨宇（６）

———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研究
!!!!!! 李

萍，苏亮瑜，徐

欣（１）

创业者受教育水平影响新创企业成长吗？
———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 吴长征（１）

腐败与创业：润滑效应还是抑制作用
!!!!!! 刘嘉琦，李新春，胡明志（２）

□政治学

产业政策、人才密度与企业创新效率

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实践与失衡
!!!!!!!!!! 张宇权，冯甜恬（３）

———基于地区产业政策的视角
!!!!!! 张婷婷，张新民，陈德球（４）

沉寂与复兴：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利益
理论 !!!!!!!! 陈天祥，黄宝强（４）

把握“脱虚向实”力度
———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传染
机制研究 !!!!!! 杨海生，杨祯奕（４）

□社会学

寅吃卯粮：标的公司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

移民与家庭生活：新西兰中国新移民
实证研究 !!!!!!!!! 王炳钰（３）

———基于并购溢价与业绩承诺
实现的视角 !!!!! 刘娥平，关静怡（４）

逃离式加入与分裂式归附

ＣＥＯ文化背景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泰北华人的研究
!!!!!!!!!! 黎相宜，古若愚（６）

———基于南北文化差异视角
!!!!!! 李善民，公淑玉，杨继彬（５）

□法学
私力救济抗辩初探 !!!! 李
２０６

扬，张

旗（１）

□编后记 !!!!!!!!!! 彭玉平（３—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