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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热点聚焦·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与时代内涵

李拓，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研室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3期

世界变局中的突出矛盾

裘援平，作者单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央外事办公室

摘自《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2期

原创：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今天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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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的未来

唐世平，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摘自《国际观察》二〇一九年二期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国际体系

 魏玲，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周恩来外交研究中心

摘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2期

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双重位置

李形   彭博，作者单位：丹麦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嘉兴学院区域软

实力研究所

摘自《教学与研究》2019年2期

前   沿前   沿

人工智能威胁论溯因

李恒威   王昊晟，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

摘自《浙江学刊》2019年2期

语言的生物属性及语言演化

毛眺源，作者单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与哲学系

摘自《语言学研究》2019年1期

数字史学的价值、方法与案例                             

邱伟云等，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历

史系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摘自《南京大学学报》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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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与学林学人与学林

海德格尔、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

唐娜泰拉·迪·切萨雷著  曹忠来译，作者单位：意大利罗马大学，译者单位：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院

摘自《伦理学术》2018年秋季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

钱锺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

张治，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摘自《学术研究》2019年3期

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孙卫国，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2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 （栏目主持：李潇潇）马克思主义理论 （栏目主持：李潇潇）

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陈曙光，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2期

超越“市民社会”：重思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文兵，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

摘自《哲学研究》2019年3期

唯物史观视阈下“机器人联合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辩证关系

高洋，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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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2期

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张涛甫，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摘自《济南大学学报》2019年2期

《论十大关系》主题考辨

韩晓青，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

摘自《学术研究》二〇一九年三期

中国经验与现代性的拓展

陈立新，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2期

数字中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慎明，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2期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定力理论与实践解析

白艳，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理论探讨》2019年2期

哲学·宗教学 （栏目主持：莫   斌）哲学·宗教学 （栏目主持：莫   斌）

黑格尔法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韩立新，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摘自《学术月刊》2019年4期

黑格尔法哲学思想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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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摘自《云梦学刊》2019年2期

黑格尔的自然法思想与西方近代法哲学

李育书，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摘自《哲学动态》2019年1期

“情感—责任”视角下儒学与自由的关系

陈少明，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2期

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两种模式及其影响

任蜜林，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摘自《中国哲学史》2019年2期

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基础问题

胡友峰，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摘自《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4期

对工程生活的哲学反思

卡尔·米切姆著   黄晓伟译，作者单位：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

学院，译者单位：天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摘自《哲学分析》2019年2期

文学·语言学 （栏目主持：李   琳）文学·语言学 （栏目主持：李   琳）

文学批评与思想生成：建构广阔的文化诗学理论       

唐诗人   蒋述卓，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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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2019年4期

地图术：从幻想文学到故事世界

施畅，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自《文学评论》2019年2期

从图像到文学：西方古代的“艺格敷词”

龙迪勇，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2期

由“史料热”谈治文学史方法 

旷新年，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摘自《文艺争鸣》2019年2期

传统诗文评中的文章“体制”论 

党圣元，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摘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2期

新时代一流外语学科建设：内涵、原则与路径

王雪梅，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自《外语界》2019年1期

历史学 （栏目主持：晁天义   周学军）历史学 （栏目主持：晁天义   周学军）

近四十年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主要趋势与反思 

王震中，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摘自《澳门理工学报》2019年2期

中国近代史前沿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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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勇，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1期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缘 

张宝明，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6日，第5版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张凯，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摘自《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2期

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的构建：路径与方法

朱孝远，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1期

“加齐起源说”与奥斯曼早期国家的历史阐释

韩志斌   姜欣宇，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摘自《世界历史》2019年2期

工业化时期英国企业家群体与自由贸易转向

尹建龙   陈雅珺，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摘自《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2期

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中俄贸易

刁莉   金靖壹   胡娟，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2期

经济学 （栏目主持：梁   华）经济学 （栏目主持：梁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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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绿色发展的概念与特征

许宪春   任雪   常子豪，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

数据研究中心

摘自《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4期

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实践与理论的当代启示

林光彬   拓志超，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自《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2期

垂直结构、资源误置与产业政策

钱学锋   张洁   毛海涛，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自《经济研究》2019年2期

金融结构、契约环境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盛斌   景光正，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摘自《世界经济》2019年4期

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

张琛   彭超   孔祥智，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农业农村部农

村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摘自《改革》2019年2期

家庭农场与小农户的比较分析

王波，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摘自《东岳论丛》2019年5期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

马涛   王姝黛，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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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5期

政治学·公共管理 （栏目主持：李潇潇）政治学·公共管理 （栏目主持：李潇潇）

中国式政府监管：特征、困局与走向

徐国冲   张晨舟   郭轩宇，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摘自《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1期

差异政治的历史经验与当下处境

汪卫华，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2期

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过程分析

沈承诚，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自《江汉论坛》2019年4期

“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

王庆丰   苗翠翠，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4期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唯心史观本质

薛新国，作者单位：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西华大学学报》2019年1期

国际关系·军事学 （栏目主持：张   萍）国际关系·军事学 （栏目主持：张   萍）

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

傅莹，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摘自《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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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刘德斌，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

摘自《史学集刊》2019年3期      

欧洲激进右翼政党选举格局论析

祁玲玲，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2期

中东欧极右翼政党的现状、特点及发展态势

姬文刚，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自《当代世界》2019年3期

法学 （栏目主持：刘   鹏）法学 （栏目主持：刘   鹏）

中国式的利益论权利理论

刘小平，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摘自《法学家》2019年2期

宅基地资格权、使用权定性辨析

孙建伟，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摘自《政治与法律》2019年1期

生态文明时代的共生法哲学

朱明哲，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

摘自《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2期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便利化法律制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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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秀艳   杨宽，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金砖国家法律研究院    北京

理工大学法学院

摘自《中国国际法年刊（2018）》，法律出版社，2019年5月

“一带一路”背景下反恐国际合作的国际法战略

徐军华，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摘自《法学评论》2019年1期

智慧社会建设中的“众创”式制度变革

马长山，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4期

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的正当性、进路与原则

王成，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摘自《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2期

自动化行政的法律控制

胡敏洁，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法学院

摘自《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2期

以科学立法促进刑法话语体系发展

刘艳红，作者单位：东南大学法学院

摘自《学术月刊》2019年4期

社会学·教育学 （栏目主持：刘亚秋）社会学·教育学 （栏目主持：刘亚秋）

中国农村社会学40年的重建与发展

陆益龙，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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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西北师大学报》2019年3期

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

麻国庆，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自《求索》2019年2期

中国乡村善治中的智库建设

赵秀玲，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摘自《求是学刊》2019年2期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庄改制的逻辑

刘成斌，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摘自《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2期

当代社区研究理论反思

吴越菲，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

摘自《社会科学》2019年3期

社会资本的条件性来源与回报

吕涛，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自《兰州大学学报》2019年2期

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福利制度创新

范慧   彭华民，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摘自《安徽大学学报》2019年2期

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28—1947

田耕，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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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学海》2019年2期

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的制度变迁（1949—2018）

蔡连玉   李海霏，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摘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2期

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分析维度和变迁趋势

陈伟，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

摘自《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3期

论点摘要论点摘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哲学中正义的思想意蕴  曹孟勤

人以“实践”为纽带创造人自身  李海霞等

“现实的人”有着丰富生活的追求   贾英健

马克思“对象化”的实践性内涵  叔贵峰等

哲学·宗教学

中国文化的心学修行  彭彦华

身体运动与时间表征的起源   张志伟

奥卡姆的唯名论作为权利观念的起源  李   璐

真理论悖论的消解  赵   震

文学·语言学

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生态向度  彭修银等

儒学嬗变与魏晋文艺精神的崛起  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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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石窟造像艺术研究反思  王继训

高丽后期文集中的“中国”认同  张春海

跨文化传播中的术语翻译策略  徐广东

基于生物语言学的语言官能研究  李富强

历史学

三代礼制传统与华夏文明的连续性  曹建墩等

“知行合一”的阳明解读  方志远

士大夫的海洋书写与近代国民的观念转变  陈绪石

中共对反帝统一战线的认识演变  周家彬

民国时期汉剧坤伶之登台  余冬林

古代中非交往史料补遗与辨析  李安山

经济学

新中国70年工业发展的历史贡献   李金华

中国潜在产出的综合测算及其政策含义  徐忠等

不完全合约视角下的公共品负担理论  龚强等

政治学·公共管理

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实施路径   刘梦然等

双维度福利混合框架的建构  张继元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拆解”风险  陈伟等

改进省级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能力  郑家昊等

国际关系·军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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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   温尧

“锐实力”论与美国对华战略环境的转变  刘国柱

法学

我国行政法制向精细化形态变迁   莫于川

法治视野下“放管服”改革中的几对关系  蔡欣欣等

广告过滤行为的正当性判断  兰楠

社会学·教育学

城中村：城市社区治理的安全阀  陈晨

转向一种适应性的人口政策  任远

空间社会学视域下的学校教育空间生产  付强等

完善大学学科治理体系 崔延强等

大学教学原则的重构  眭依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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