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９ 卷第 ６ 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３９ ，No ．６
Nov ．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９ ０２ ２２ ［本刊网址 · 在线杂志］ ht tp ：／／www ．journals ．zju ．edu ．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２００９ ０９ １０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８０４３０２１０） ；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基金资助项目（CSL０２０８０６）
［作者简介］ １ ．韩昊英 ，男 ，浙江大学土地科学与不动产研究所教师 ，博士后 ，主要从事城市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与控制等方面

的研究 ；２ ．赖世刚 ，男 ，台北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系教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都市 、规划

与复杂理论研究 ；３ ．吴次芳 ，男 ，浙江大学土地科学与不动产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规划和房地产政策等方

面的研究 。

DOI ：１０ ．３７８５／j ．issn ．１００８‐９４２X ．２００９ ．０２ ．２２１

中国当代城市规划的战略观

———复杂城市系统中设计与战略型规划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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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世刚２

　吴次芳１

（１ ．浙江大学 土地科学与不动产研究所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９ ；

２ ．台北大学 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系 ，台湾 台北 １０４７８）

［摘 　要］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开发模式和城市规划体系的巨大转变 ，中国的城市规划

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时代 ，因而 ，迫切需要从复杂理论入手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 。通过对快速变

化的复杂城市系统下设计和战略两种手法的比较分析发现 ，战略的规划手法比传统的以物质形体设计为

中心的设计手法更为有效 。其主要原因在于 ，战略规划具有充分的弹性 ，能够更好地解决和吸收涌入城

市系统中的大量复杂的城市问题 ，从而使社会福利递次地增加 ，并实现更大的系统的总效用或社会福利 。

因而 ，中国的城市规划应从设计型向战略型转变 。这一构想主要包括 ：（１）应当以事件驱动型的具有弹

性的战略式规划取代传统的时间驱动型的设计式规划 ；（２）规划期程的制定需充分考虑到规划所要达成

的效度以及规划的种类 ，不宜过短或过长 ；（３）规划范围不宜过大 ，可用若干小范围的战略规划来取代以

往单一且庞大的城市总体规划 ；（４）除物质设计外 ，规划的内容还应更多地考虑制度设计 ，包括正式的法

规设计和非正式的规范设计 。

［关键词］中国城市规划 ；规划理论 ；设计 ；战略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Assess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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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vident transfer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system from a planned one to a market‐oriented one ，the Chinese urban planning has encountered
an unprecedentedly complex situation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urban systems with complexity



theory have consequently become imperative ．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esign‐oriented and
strategy‐oriented planning approaches ，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latter is more effective in a
fast‐changing urban environment ．The major reason is that the strategy‐oriented approach is more
flexible and is capable of solving the numerous problems in a complex urban system ．Therefore ，
it can multiply social welfare progressively and achieve higher cumulative system utility or better
cumulative social welfare ．This study finally argues that the design‐oriented approach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strategy‐oriented one in four ways ： （１ ） the traditional time‐driven and
design‐oriented plans should be replaced by event‐driven and strategy‐oriented plans ；（２） the time
range of plans should not be too short or too long ，and should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validity and
type of plans ；（３） a giant city master plan should be replaced by several small‐scale strategic
plans ；and （４） in addition to physical design ，urban planning should include institutional design ，

such as the formal design of statutes and informal design of criteria ．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planning theory ；design ；strategy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要素的逐步引入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经济运行

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是这一阶段的一个明显特征 。从 １９７８年到 ２０００年的

２２年间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了 ２ ．８７亿 ，接近美国的总人口 ，平均每年增长 １ ３０３万［１］
；在 ２１世纪的

前 ５０年中 ，城市人口预测会继续增长约 ６亿 ，约为美国总人口的 ２倍 ，平均每年增长约 １ ２００万［２］
。

根据现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用地标准 ，从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５０年 ，中国将有 ５ — ６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农

业用途转为城市用途 ，平均每年有 １ ０００ — １ ２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转为城市用地 。从城市数量来

看 ，中国城市已经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１９３个增至 ２００７年底的 ６５５个 。这种规模巨大且无处不在的城市

增长在整个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

与快速的城市增长相伴的是 ，城市开发模式和城市规划体系的巨大转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单

一主体的 、较为确定的城市开发模式被多元开发主体和普遍的偶发性开发为代表的城市发展新模

式所取代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则强化了城市开发投资的不确定性 。城市从单

一的目标（或目标组合） ，转变为多种发展可能［３］
。因此 ，城市规划体系一方面要适应城市快速发

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要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 。改革开放

以来的三十年中 ，中国的城市规划正在试图从明确的物质形体设计转向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控制 ，

规划的定位也试图更多地从技术支持转为利益协调 。近些年在法定规划程序之外产生并得到广泛

应用的“概念规划”以及“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４ ９］正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 。这些探索为法定规划体

系的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也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诉求 。

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调整应该沿着何种思路进行 ？本文尝试以复杂城市系统理论建构规划制

定逻辑的理论框架 ，为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可操作的规划理论的建构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

一 、作为复杂系统的城市的运作方式

城市及区域发展的空间构成和运作方式一直是从事城市及区域规划等相关领域探讨的主要课

题之一 。过去若干年中 ，地理学及规划学者对于城市的构成和发展的认识方法已有重大的改变 。

从总体经济学由上而下的研究方法 ，如 von Thünen 的古典理论［１０］
、Weber 的区位理论［１１］

、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１２］
、Isard的聚集经济分析［１３］及 Richardson 的区域经济分析［１４］

，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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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以个体为主由下而上的探讨方式［１５ １６］
，并进而以“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作为解释聚

集经济的机制［１７ １９］
，其目的无非在于从理论及实际数据中寻找土地使用空间演变的规律性 ，这种

发展趋势促成了地理学理论的突破 ，并发展出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２０］
；同时

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范式 ，即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可以较好地解释

原来所无法解释的很多城市现象 。

Anas等人将有关城市空间及区域空间的演变 ，即从传统单核心城市空间结构到多核心边缘城

市 ，从理论与实证上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并特别指出 ，以非线性动态过程 （non‐linear dynamic
processes）来解释城市空间结构的非经济动态模式已受到重视［２１］

。过去学界深受新古典经济学派
将人的理性假设应用在人类空间区位选择的行为解释上的影响 ，以经济效用理论追求最优化均衡

解 ，并一直围绕个人理性与市场机制的问题展开 。 但在 Simon 提出 “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２２］

，以及 Arthur提出“递增报酬”
［１９］的两大概念之后 ，学者对传统经济学能否正确解释

真实世界 ，尤其是对理性与均衡的质疑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 。 Anas等人认为 ，传统聚集经济城市

模式可以与非经济模式结合 ，如复杂理论（或称复杂科学）
［２１］

。因此 ，通过对复杂科学的理解能更

了解城市系统运作的真实情形 ，进而促进城市发展 。当然 ，对于复杂科学是否值得探讨 ，学界也有

不同的声音 ，Laughlin批评复杂科学把真实发生的现象复杂化［２３］
。但到目前为止 ，复杂科学确实

累积了一些值得探讨的成果 ，如自我组织 、幂次法则等等 ，这些都是过去城市发展理论未涉及的 。

当然 ，复杂理论仍在发展中 ，其被接受程度也尚待观察 ，然而 ，复杂科学毕竟提出了思考或解释城市

发展现象的一种途径 。

目前 ，许多社会现象及自然现象被认为是复杂系统 ，例如城市 、经济体 、生态体系 、政治体以及

社会 。以复杂的概念探讨城市的运作 ，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其中 ，垃圾桶模式（Garbage
Can Model）是用组织理论尝试解决城市问题的一种方法 。 该模式由 Cohen 、March 及 Olsen 于
１９７２年提出［２４］

，本是用来描述有限理性下组织运作过程中的有组织但无政府的特性 。 Kingdon运
用修正后的垃圾桶模式来描述政府政策制定中议程形成的复杂过程 ，并指出该模式与目前流行的

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有异曲同工之妙［２５］
。赖世刚基于垃圾桶模式 ，将城市活动区位的空间因

素考虑在内 ，认为特定的决策者 、解决之道 、选择机会 、问题和设施区位等元素在机会流中随机相遇

后产生决策 ，并进而解决问题 。在该研究中 ，赖世刚设计了一个计算机实验 ，以 ４ × ４希腊拉丁方阵

（Graeco‐Latin Square）的设计考虑元素互动的限制结构及形态间的相互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 ，通

道结构的主效果在影响系统效能方面的统计上是显著的 ，但空间结构之影响却不显著［２６］
。这意味

着在城市系统演变的过程中 ，传统上以空间设计的方式来改善系统效能的方法 ，不如以制度设计的

方式来改变活动的方法有效 。也许两者应同时并行 ，以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 。这种空间垃圾桶模

式可以引申出许多其他城市模式所未探及的有趣课题 ，包括交易成本与城市系统演变的关系 、复杂

空间系统中制度产生的原因以及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等等 。

根据空间垃圾桶模式的基本构架 ，本文认为 ，复杂城市系统的运作方式可以由若干主要元素的

影响和互动来进行解释和模拟 。根据复杂系统的基本运作规律 ，在城市系统中 ，构成元素互动的集

体现象不是既定的 ，而是突现的 ，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 。对于特定的个体元素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

发生什么问题 ，更不知道它们会在何种场合出现 ，这种因突现的特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 ，正是困扰

规划者的主要因素 。因而 ，一个有效的规划需要对复杂城市系统中因突现的特性而产生的不确定

性作出较好的反应 ，并通过考虑决策在时间及空间上的相关性来拟定多个相联结的决策 。

二 、复杂城市系统中的规划 ：设计与战略

面对不确定性并考虑相关决策的规划方式 ，传统上有两种 ：设计与战略［２７］
。设计同时考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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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且确定的决策 ，并将其作一适当的安排 。因此 ，在设计的过程中没有外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 。设

计也可视为一种最优化的过程 ，即如何在一线性规划问题上寻找一个最佳解 。在城市土地设计的

问题上 ，一般是无法找到最佳解的 ，因为可能的解答空间几乎无限大 ，而难以一一尝试并寻找 。因

此 ，设计便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但其中也隐含着最优化的精神 ，即如果找不到最佳解 ，局部最佳解

也可接受 。设计的方法一般都是迭代的（iterative）或演化的（evolutionary） ，其解答无法一次到位 。

这是因为设计所面临的问题除了具有复杂性外 ，还具有“未充分定义性”（ill‐defined） 。未充分定义
的问题本身在解题的过程中通过自我学习而发生改变 ，传统数学演绎的解题法便不适用于解这类

问题 。

战略虽然也要像设计那样考虑相关的决策 ，但这些决策中更多地包括了对不确定因素的考虑 。

战略所追求的不是一步到位 ，而是且战且走 ，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措施 。战略与决策分析有密不可

分的关系 ：它最适用于有许多决策者参与 ，而且面对极大的不确定环境 。具体而言 ，战略可以用决

策树（decision tree）来分析 。决策树包括决策点及机会点 ，而从决策点分出去的分支为决策的选

项 ；从机会点分出去的分支表示决策后果的可能性 。机会点也可表示决策情况所形成决策的不确

定性 ，以表示决策的可能性 。一个战略或一个规划可以用决策树的路径表示 ，以表达决策的权变

选择 。

设计与战略方式的规划都会给规划者带来净利益 ，但两者适用的时机不同 。设计如同综合性

远程规划 ，一旦订定 ，则必须依照规划实施 。战略则如同短期的滚动式规划 ，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

断修订 。赖世刚的计算机仿真实验结果显示 ，以最优化为目标的设计规划 ，并不能解决更多的问

题 ，尽管在资源的利用上它比无规划有效 ，且带来系统的秩序［２８］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战略式规划

要比设计式的规划更为有效 ，但是我们可以推论 ，战略式规划更擅长于解决快速变动环境下所产生

的问题 ，因为战略规划具有弹性 ，且其制定的成本更低 。从某个角度而言 ，战略规划介于渐进式无

规划与蓝图式设计规划之间 ，也就是复杂理论所说的介于混沌与秩序之间 ，故可兼顾两者的优点 。

下文将通过比较两种规划机制所实现的系统总效用或社会福利 ，对该推论进行初步验证 。

三 、复杂城市系统中的规划效用

在快速变迁的城市环境中 ，会有大量的问题持续地涌入城市内部 ，譬如失业 、游民 、犯罪 、交通

拥塞及环境污染等 。这些问题将妨碍城市内部功能的运作 ，例如 ，公共设施无法发挥功能 ，交通流

量超过道路的容量 ，游民无法寻找到适当的居留所 ，住宅及土地供给量不足 ，水及空气污染恶化

等等 。

图 1 　城市发展轨迹（无规划）

图 １（a）表示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 ，复杂城市系统自行发展且刚开始即有大量问题拥入时系统

的反应状况 。当问题不断涌入直到时间点 t时 ，由于系统无法负荷大量问题而导致问题累积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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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总效用或社会福利骤减至最低点 z 。一旦在时间点 t时问题停止涌入 ，系统便逐渐自行消化

解决已涌入的问题 ，于是社会福利水平便逐渐回升到渐近恒定的值 u ，此时规划便没有必要了 。反

观图 １（b） ，当问题以一定的数量不断涌入复杂城市系统中时 ，系统无法解决并吸收这些问题 ，而该

问题便一直随着时间以逐量增加的方式累积 ，使得社会福利水平随着时间的下滑永无回升的机会 。

此时 ，复杂系统的运作会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累积而受到阻碍 ，甚至瓦解 ，于是规划便有其必要

性 。当城市面对快速变迁的环境时 ，问题的产生便层出不穷 ，使得城市发展的轨迹如同图 １（b）中
的虚线所示 ，其社会福利加速下滑 ，造成复杂城市系统运作加速恶化 。而真实世界中 ，问题是不断

地以不同的量及强度涌入复杂城市系统中的 。因此 ，如果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 ，图 １（b）的城市发
展轨迹比较贴近真实状况 。这也说明 ，通过规划来解决复杂城市系统中的问题显然有其必要性 。

如前文所述 ，一般常用的规划方式有两种 ，即设计与战略 。现以城市发展轨迹为例 ，比较以设

计和战略为手段的规划方式所带来的效益（如图 ２所示） 。首先 ，我们考虑设计的规划情境 。假设

问题以大小不一的量及强度不断地涌入复杂城市系统中 ，使社会福利锐减至 z ，而同时在时间点 t
时 ，政府决定以设计方式从事规划以解决问题 。又假设设计从时间点 t开始生效 ，问题开始获得部

分解决 ，于是社会福利便开始回升至 u ，即在时间点 T时设计达到它最大的效果 。然而 ，随着环境

不断变迁 ，原先的设计已失去时效 ，也即许多变量的值已与当初设计的假设不符 ，设计便逐渐失去

了它的作用 。与此同时 ，问题仍不断地涌入 ，社会福利便又开始下滑 ，如图 ２（c）所示 。

其次 ，我们考虑战略的规划情境 。同样在时间点 t时 ，政府开始从事规划 ，但这个规划不是像

设计那样考虑未来变化的权变行动 ，也不是一个长期且大规模的物质建设 。该规划是小规模且短

期的 ，后续有一连串类似的规划制定 。譬如 ，在 t１ 、t２ 及 t３ 时点 ，地方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作出反

应 ，对规划进行更新调整 。此时 ，问题虽仍在不断地涌入 ，但由于战略式规划的制定 ，局部的问题得

到解决 ，社会福利也得以递次增加 ，如图 ２（d）所示 。也许有人会质问 ，设计也可采用类似的手法 ，

定期或非定期地对规划进行更新 。但实际上 ，设计的成本通常比较高 ，规模也比较大 ，其不可逆性

使得规划的修正变得困难 。因此 ，即使进行后续的更新 ，它也不如富有弹性的战略式规划有效 。

图 2 　城市发展轨迹（有规划）

四 、复杂城市系统中战略型规划的实施方法

上文说明了战略规划较之于设计规划的优点 ，下文将探讨中国目前规划所面对的难题及改善

的方法 。显然 ，中国目前的规划方式仍以物质设计为主要手法 ，不论地方政府或开发商都是如此 。

例如 ，上海 、北京等主要城市都有以物质设计为出发点的规划方式 ，强调的是长期的 、全面的及物质

的空间设计 。这种手法在一个稳定发展的国家中 ，或是投资渠道和开发主体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下 ，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规划方式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城市环境变化十分巨大 ，此时仍采用

以设计为主的规划方式 ，便会产生较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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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的分析 ，结合 Intriligator 及 Sheshinski所证明的五个规划定理 ① ，笔者认为 ，中国城

市战略规划的落实必须通过规划制度的修正来实现 ，主要应包括以下四个原则 ：

１ ．以事件为驱动力的规划修正 。采用时间驱动型（time‐driven）且设计式的规划并不适合中
国城市发展的现状 ，取而代之的应是事件驱动型（event‐driven）的更具弹性的战略式规划 。这里的

时间驱动型是指决策时间点是固定的 ，如每五年进行一次修订 ；而事件驱动型是指规划决策在原先

规划未考虑到的某些事件出现后进行 ，如人口增长超出预测 、金融危机等 。时间驱动型规划如同设

计 ，而事件驱动型规划如同战略 ，设计将序列决策独立考虑 ，而战略则分析决策间的相关性以采取

行动 ，且后者将产生较大的总体效益 。当面对规律或随机系统时 ，例如已达均衡的经济体系 ，设计

或许能满足需求 ，因为在这些系统中事件的发生呈固定的形态 ；但当面对的是介于两者间的复杂系

统时 ，例如城市的发展 ，事件的发生呈不可预测的形态 ，对决策进行独立考虑的设计将会失灵 。此

时 ，考虑相关决策的策略规划方能促成更好的效益 。

２ ．规划期程不宜过短或过长 。在采用战略规划时 ，规划的期程不宜过短或过长 。过短将使得

规划不断地被修订而增加成本 ，过长则容易失去时效 。从复杂科学的角度来看 ，当面对的是随机系

统且事件不断推陈出新时 ，规划期程短的滚动式规划是必要的 ；但当所面对的是规律系统 ，其中事

件的出现呈可预测的形态时 ，规划期程长的永久性规划便比较适合 ；当所面对的是介于两者间的复

杂系统时 ，规划期程的长短则取决于规划所要达成的效度 ，且因地区及规划种类而不同 。例如北京

的城市发展规划因规模较大 ，必须考虑五十年的规划期程 ，而杭州市只需考虑三十年 ；总体规划因

范围较广 ，一般可以考虑二十年的规划期程 ，而详细规划则只需考虑五年的规划期程 。

３ ．规划范围不宜过大 。战略规划的范围不宜过大 ，因为过大不但会增加成本 ，而且会使规划

失去弹性 。取而代之的应是许多小范围的战略规划 。换句话说 ，传统综合性规划的范畴立基于完

全理性的假设 ，这种规划概念是建立在将复杂世界简化的理想上 ，因此实施起来有困难 ，例如预测

的失准 、高额的成本以及庞大数据的需求等等 。一般而言 ，范围的决定取决于决策的相关度 ，也就

是说 ，相关的决策应在同一规划中考虑 。例如 ，北京中心市区与周边地区有关联性 ，此时北京的总

体规划便应将周边地区考虑在内 。此外 ，城市的规划不应只有一个总体规划 ，而应由大小功能不一

的小范围战略规划所组成 。这些规划有可能是政府部门制订的 ，也可能是开发商等私人部门制订

的 ，规划间的协调与平衡至关重要 ，因为它事关整个城市形态的塑造 。城市规划者必须了解这些规

划的内容及关系 ，进而协调这些规划以采取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决定 。

４ ．除物质设计外 ，规划的内容还应更多地考虑制度设计 。传统的设计式规划以物质设计为核

心 ，而已有的研究结果则显示 ，制度设计对于复杂城市系统有着更重要的影响［２６］
。因此 ，战略规划

的内容应同时考虑物质及制度层面的因素 。这里所指的“制度”指各种规范人行为的因素 ，既包括

正式的法规 ，如刚刚颁布的枟城乡规划法枠 ，也包括非正式的规范 ，如传统文化等 。

本文运用复杂理论 ，从分析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形成及内部运作机制入手 ，导入城市规划

两个常用的手法 ，即设计与战略 ，并通过对两者的特征和内涵的比较 ，说明在快速变动环境下的城

市规划更适合采用战略规划的手法 。原因在于战略规划具有充分的弹性 ，能在保持低成本的情况

下使社会福利递次地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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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ntriligator和 Sheshinski证明的关于规划理论的五个定理为 ：（１） 规划期限必须是正的 ；（２） 如果没有规划成本且无不确定

性 ，永久性规划是最合适的 ；（３） 当无规划成本且不确定性存在时 ，具无限期程的滚动式规划是最合适的 ；（４） 当不确定性不

存在时 ，时间规划与事件规划具有相同的效益 ；（５）当不确定性存在时 ，事件规划的效益比时间规划更大 。 此处所谓的时间规

划指的是定期制定或修订规划 ，而事件规划则指当重大事件发生时才进行规划 ，并不受时间的限制 。 参见 M ．D ．Intriligator &
E ．Sheshinski ，″Toward a Theory of Planning ，″ in W ．Heller ，R ．Starr & D ．Starrett （eds ．） ，Social Choice and Public Decision
Making ：Essays in Honor o f Kenneth J ．A rrow（ Vol ．１）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１９８６ 。



目前 ，中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仍未摆脱传统的以物质设计为主要手段的架构 。笔者认为 ，在中国

的城市化过程中 ，设计的规划方式终将无法有效应对大量复杂的城市问题 ，因此 ，应当采用以事件

为导向的战略规划 ，并同时考虑物质层面及制度层面的内涵 。本文是对中国城市规划方式的一个

初步探讨 ，至于所阐述的战略规划的实践原则 ，有待今后进一步从学理及实证方面加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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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９卷 　 ２００９年 　 总目次

第 1期

主题研究 ：文艺理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文学的现象学本体论 邓晓芒（ ５ ）

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三个维度 邢建昌（ １３ ）

文学理论是在何种意义上联系文学实际的 刘 　阳（ １９ ）

文学理论能“告别”吗 ？ 王元骧（ ２５ ）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王元骧 　教授

国际论坛 ：休闲学研究前沿

中国六城市休闲制约因素研究

　 ———以民族志学的方法 ［美国］盖瑞 ·奇克 　董二为（ ３１ ）

城市游憩商业区（RBD）深度体验研究 王婉飞 　王毅菲 　樊玲玲（ ４３ ）

论辜鸿铭与五四新文学 段怀清（ ５１ ）

金代后期政治生态与文学风格的演变 沈松勤 　龙小松（ ６０ ）

东亚汉文小说的衍变及本土特色 严 　明（ ６８ ）

孟称舜枟贞文记枠传奇的创作时间及其他 黄仕忠（ ７６ ）

枟无罪获胜枠语言学探微 陈 　辉（ ８５ ）

本阶官位形成与演化

　 ———北周隋唐官制研究 卢向前 　熊 　伟（ ９２ ）

西耶斯的代议制理论管窥 吕一民 　乐启良（１０１）

枟法显传枠不能作域外称中国人为“秦人”的例证

　 ——— 枟辞海枠“秦人”条纠错 计翔翔 　周 　燕（１１１）

·宋学研究 ·

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何忠礼（１１８）

关于姜特立在枟朱熹的历史世界枠中的定位问题

　 ———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杨俊才（１２６）

枟周礼枠天子庙享卜日礼仪考 吴土法 　秦佳慧（１３５）

陆心源枟仪顾堂集枠的版本 张燕婴（１４８）

今文枟诗经枠之枟齐诗枠传授考 左洪涛（１５４）

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政策目标的理念和制度创新策略 杨 　明（１６３）

和谐校园建设中高校党组织作用的分析 ：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视角 程 　刚 　王贺元（１７３）

明清之际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传入及其影响 肖 　朗（１７９）

“认同危机” 、“新民”与“国民性改造”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 马和民 　何 　芳（１８９）



·新论摘编 ·

姜夔西湖情事史实质疑

　 ———与枟姜夔梅词缘于西湖情事补正枠作者商榷 张雷宇 　龚延明（１９８）

第 2期

民主的社会基础 ：利普塞特政治发展理论解读 陈剩勇 　徐 　珣（ ５ ）

功利主义与公共政策伦理 ：如何从冲突走向和谐 万 　斌 　顾金喜（ １２ ）

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现代化起源的科学论证 杜艳华（ ２０ ）

告别解放与自由的神话

　 ———论后现代政治的基本思想与精神 许丽萍（ ２８ ）

论政策移植与政策创新 黄健荣 　向玉琼（ ３５ ）

政府信用的影响因素与管理机制研究 范柏乃 　张 　鸣（ ４３ ）

社会神经经济学 ：社会决策和博弈的神经学基础 马庆国 　沈 　强 　李典典 　王 　凯（ ５３ ）

经济理性 、社会契约与制度规范 ：企业慈善动机问题研究综述与扩展 蔡 　宁 　沈奇泰松 　吴结兵（ ６４ ）

国外家族企业女性成员研究述评 周生春 　徐萌娜（ ７４ ）

面子需要概念的维度划分与测量

　 ———一项探索性研究 宝贡敏 　赵卓嘉（ ８２ ）

审计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分析

　 ———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及其述评 韩洪灵 　陈汉文（ ９１ ）

模块化组织契约有效性与契约结构设计 任 　浩 　郝 　斌（１０３）

国际论坛 ：休闲学研究前沿

以休闲教育为预防措施 ：应对中国青少年的危险行为 ［美国］琳达 · L ．凯德维尔（１１２）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美国］琳达 · L ．凯德维尔 　教授

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反思 吴 　飞（１２１）

中国传播学研究三十年的困惑与思考 邱 　戈（１２９）

传媒业的产业融合与传播符号学的新视域 李思屈 　关萍萍（１３７）

权责对称 ：高等教育分权的底线 刘淑华（１４４）

企业兼具教育组织职能的历史考察

　 ———以中国近代企业为例 闫广芬 　李 　忠（１５３）

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 ：国际视野和经验 韩昊英 　冯 　科 　吴次芳（１６２）

房地产市场中的羊群行为及其对商品房交易量的影响 贺京同 　战昱宁 　万志华（１７２）

论记者拒证权 高一飞 　陈小利（１８１）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女性特质 孙菲菲（１９１）

第 3期

主题栏目 ：统合效用主义理论研究

综论效用主义 盛庆 （ ６ ）

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遨游

　 ———评盛庆 先生的统合效用主义理论 叶 　航（ ２１ ）

在行动与规则之间

　 ———论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 盛晓明 　马婷婷（ ２７ ）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姚先国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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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研究 ：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论观察

宪法的民族观

　 ———兼论“中华民族”入宪 李占荣（ ３４ ）

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县市域总体规划理念革新 吴一洲 　吴次芳 　罗文斌（ ４６ ）

能源效率研究发展及趋势 ：一个综述 魏 　楚 　沈满洪（ ５５ ）

从人文的视野看萨义德文学批评的方法与立场 徐 　岱 　赵 　亮（ ６４ ）

“旧人”与“新人”的融合

　 ———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新论 蒋承勇（ ７２ ）

荒岛叙事 ：现代性展开的初始场景 张德明（ ７９ ）

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 叶育登 　方立明 　奚从清（ ８７ ）

·宋学研究 ·

宋代“别籍异财法”的演变及其原因阐析 包伟民 　尹成波（ ９４ ）

枟全宋词枠康与之小传补正 钟振振（１０４）

公孙龙枟指物论枠中的逻辑和本体论 ［美］成中英 　 ［美］理查德 ·斯万（１１３）

数理逻辑的盲区与哲学逻辑的兴起

　 ———评海德格尔哲学逻辑思想 任晓明 　李 　蒙（１２５）

枟诗经枠四言体兴衰探论 何 　丹（１３１）

枟左传枠名词“活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池昌海（１４０）

汉语双数量词构式研究 张建理 　叶 　华（１４９）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语义分析 吴 　平（１５７）

唐代俗字避讳试论 窦怀永（１６５）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胡可先（１７５）

钱塘才媛沈善宝的随宦行迹与文学交游 ［新加坡］王力坚（１８４）

论“云间三子”文学群体的形成 李越深（１９２）

第 4期

主题栏目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

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 陈锡文（ ５ ）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漂移 黄祖辉 　邵 　科（ １１ ）

共同体视阈下的新农村建设 张 　领 　高力克（ １７ ）

理论前沿 ：浙江经验与中国经济发展

弱势群体帮扶中的金融创新研究

　 ———以台州市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为例 何嗣江 　史晋川（ ２６ ）

主题栏目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

地方政府创新 ：概念框架和两个向度 刘景江（ ３５ ）

用户创新的条件和范式研究 董 　艳 　张大亮 　徐伟青（ ４３ ）

自主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 赵晓庆 　许庆瑞（ ５５ ）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双重物品属性及其产权问题 周生春 　范 　烨（ 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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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中学” 、企业家人力资本和我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 张小蒂 　赵 　榄（ ７３ ）

知识产权还需要占有制度吗 ？

　 ———知识产权给占有制度带来的困惑与重构 董 　涛（ ８２ ）

行政抽象命令的检察监督 傅国云（ ９２ ）

美国法规审查的双重标准

　 ———法理的反思性重构与借鉴 何永红（１０２）

政治人类学专栏 ：亚洲田野与书写

当代日本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的政治分析

　 ———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一个共同研究课题组为例 韩 　敏（１０９）

给予与禁忌

　 ———一个泰国村庄选举实践的民族志 龚浩群（１２０）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庄孔韶教授 　阮云星博士

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及其对全球资产价格的影响

　 ———基于资产定价模型的估算 宋玉华 　李 　锋（１２９）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跨国数据协整分析 李 　怀 　韩 　瑞（１４０）

FDI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影响
　 ———基于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６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顾国达 　钟晶晶 　毛一平（１５１）

R&D国际化水平及效率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肖 　文 　侯 　田 　林高榜（１６１）

公立学校“科层制批判”的反思与批判 贺武华 　方展画（１７１）

关于建设 ２０世纪西方文学史教材的研究 聂珍钊（１８２）

从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语言与编校质量现状看我国“核心期刊”遴选 陆建平（１９２）

第 5期

主题栏目 ：“非传统安全”研究

“边安学”刍议 余潇枫 　徐黎丽（ ５ ）

基于外资银行参股的银行安全预警体系研究 戴志敏 　戴杭骁（ １９ ）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王逸舟 　研究员

主题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人类学研究

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与实践的思考 庄孔韶（ ２７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类学透视 刘志军（ ３６ ）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庄孔韶教授 　阮云星博士

美 、日 、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演出电视解说框架分析 邵培仁 　金 　苗（ ４６ ）

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 韦 　路 　李贞芳（ ５６ ）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

　 ———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章罗生（ ６６ ）

情韵朗读模式的形成和言语认知发展的深化 吴洁敏 　朱宏达（ ７５ ）

中国文化人类学的话语转向 吴宗杰 　姜克银（ ８３ ）

政府声誉介入下的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博弈分析 李 　成 　周 　青（ ９４ ）

就业性别歧视与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的交互作用分析 张抗私（１０３）

多层次视角下的角色外行为与团队创新绩效 宝贡敏 　钱源源（１１３）

多样化团队中的断裂带 ：形成 、演化和效应研究 王端旭 　薛会娟（１２２）

集聚视角下的服务业发展与区位选择 ：一个最新研究综述 陈建军 　陈国亮（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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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中产品推荐代理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 陈明亮 　蔡日梅（１３８）

基于虚拟社区的网络互动对网络购买意向的影响研究 范晓屏 　马庆国（１４９）

蒋介石“领袖集权”制下的外交用人方式转换透视 申晓云（１５８）

“三公官”从相之别称到正官考识 龚延明（１７２）

失译 、误题之经年代的考证

　 ———以误题曹魏昙谛译枟昙无德羯磨枠为例 颜洽茂 　卢巧琴（１７８）

清代词学三考 朱则杰 　陈凯玲（１８６）

现代思维 、后现代思维对心理咨询的影响及其超越 刘 　萍 　杨宏飞（１９３）

第 6期

主题研究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走向与变革

农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高等农学学科的发展 周谷平 　赵师红（ ５ ）

近三十年中国出国留学政策的理性回顾和法律思考 刘国福（ １５ ）

主题研究 ：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

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 ：基于“浙江现象”的研究 陈国权 　李院林（ ２５ ）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就业与保增长

　 ———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 郁建兴 　瞿志远（ ３４ ）

国际论坛 ：跨文化理论与跨文化宗教对话

文化间哲学是哲学的一个新分支还是新方向 ？ ［奥地利］弗朗兹 ·马丁 ·维默（ ４６ ）

基督教的自然神学与人类中心主义

　 ———从过程神学的视角看 黄 　铭（ ５８ ）

枟箭喻经枠与宗教对话 王志成（ ６５ ）

论司法批复的解释论证功能及其局限 孙笑侠 　褚国建（ ７２ ）

刑事审判书面印证的负效应 林劲松（ ８１ ）

证券内幕信息认定标准的探讨 李有星 　董德贤（ ９１ ）

论依法保护华侨的出入境权益 翁 　里（１０１）

主题研究 ：汉语史与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字研究

汉语能指及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上的后果 徐 　亮（１１２）

认知语义学的阶层语义论 王 　春（１１８）

略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必要性 冯国栋（１２５）

公共物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公共物品理论文献综述 沈满洪 　谢慧明（１３３）

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文献述评与新的分析框架 黄先海 　杨高举（１４５）

进口关联 R&D溢出中人力资本的角色 ：实证研究综述 葛小寒 　陈 　凌（１５５）

印刷媒介数字化与文化传递模式的变迁 陈 　洁（１６４）

道德话语的生产性力量及中国式“人肉搜索”的勃兴 李 　岩 　李东晓（１７２）

对大众传媒道德审判的伦理反思 郑根成（１８１）

中国当代城市规划的战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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