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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始于 1963年，著名苔藓专家陈邦杰教授招收了学校历史上第

一位研究生。1978年，南京师范大学成为全国首批恢复招收研究生的高校之一。1981年，

南京师范大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目前学校拥有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3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不含一级学科覆盖）3个，硕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7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不含一级学科覆盖）10个，博士

专业学位类别 1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18个。学科已涉及除军事外 12个门类。拥有国家重

点学科 6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3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 10个，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5个，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23个。7个学科在全国第三轮学科评

估中进入全国前十，5个学科（工程学 ENGINEERING、化学 CHEMISTRY、动植物学 PLANT &A

NIMAL SCIENCE、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S和材料科学 MATERIALS SCIENCE）跻身 E

SI全球前 1%。截止到 2016年 9月，学校共授予博士学位 2528名，硕士学位 36304名。其

中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4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 7篇、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全国教育硕士优秀学位论文 25篇。江苏省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 66 篇、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72 篇，江苏省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文 18篇。(信

息来源于：http://grad.njnu.edu.cn/ygk/jj/2014-2/121347_239042.html )。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自 2000年开始收集研究生学位论文，并建立“本校博硕学位

论文提交与查询系统”（http://202.119.108.211/lunwen/ ），为本校博硕士研究生提

供毕业论文永久保存服务。每年答辩完成后，所有的研究生需通过该系统提交电子版全

文,同时提供给图书馆一册印刷本。目前，在校园网内，该系统可提供已提交论文的历

届博硕士学位论文在线查询和全文在线阅读（保密期内的论文和本年度新提交的论文除

外）服务。对于系统中缺藏的论文，我们期待全校师生和广大校友提供征集信息。校内

外读者在利用该系统过程中，如遇问题，可联系图书馆技术部龚老师（联系电话：8589

1552-801，邮箱：gongyinong@njnu.edu.cn）。 

 

值此 115周年校庆之际，我们收集、整理学校历年来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博硕士学位

论文信息，并汇编成册，在集中展示我校研究生教育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学位论文

撰写者提供借鉴参考。 

 

感谢所有为我们的编辑工作提供过帮助的人们！ 

 

  

http://grad.njnu.edu.cn/ygk/jj/2014-2/121347_239042.html
http://202.119.108.211/lunwen/
mailto:gongyinong@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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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级获奖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历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奖及提名论文名单 

自 1999年开始，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组织开展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

选工作，至 2013年共进行了 15次，对各省级学位委员会累计推荐的论文进行评选，共评选

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469篇，提名论文 2453篇。南京师范大学共有 4篇入选全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7篇入选提名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著者 指导老师 年度 备注 

1 泛教育论 项贤明 鲁洁 2000年 获奖 

2 
南京石笋记录的末次冰期气候事件与

全球对比  
汪永进  刘泽纯  2002年 获奖 

3 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顾玉兰 龚廷泰 2005年 提名 

4 
"接班人"的诞生--学校中的政治仪式

考察  
程天君 吴康宁 2009年 提名 

5 
谷胱甘肽 S-转移酶 P1调控 LPS和 TNF-

α激活的胞内信号通路的研究  
吴一凡 殷志敏 2009年 提名 

6 近代安徽族田研究  王志龙  慈鸿飞  2010年 提名 

7 
"接班人"的诞生--学校中的政治仪式

考察  
程天君 吴康宁 2010年 获奖 

8 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 赵普光 杨洪承 2011年 提名 

9 
末次冰期季风突变事件细节过程的中

国石笋记录 
刘殿兵 汪永进 2012年 提名 

10 
小说中的“文革”：当代小说对“文

革”的叙事流变史（1977-2009） 
沈杏培 朱晓进 2013年 获奖 

11 双重味 Bc介子两体无粲强子衰变研究 刘  新 肖振军 2013年 提名 

注：信息来源于 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zlpj/yblwpm/  

【博士论文题录】泛教育论（项贤明著，2000 年获奖） 

论文作者：项贤明 

指导老师：鲁洁教授 

学科专业：教育学原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1997 年 

关键词：广义教育；教育学体系 

师生简介： 

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zlpj/yblw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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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项贤明，男，1965年 10月出生，安徽人。1997

年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中

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鲁洁，女，1930年 5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长期致力于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社会学、德育学等方面

的研究。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名誉院长。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教育活动和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这两种活动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人改造自然的活动

是一种主体改造客体的过程，而教育活动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生成过程。在教育活动中，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主体际交往关系。所有主体际交往关系构成人的现实

的社会关系。教育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共同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开发、占有和消化人的发展资源，

从而生成特定的、完整的、社会的个人之过程。 

   教育现象的起源说明教育最初就是与社会生活过程直接同一的。教育现象的发展进化是

一个教育形态分化整合辩证统一的过程。教育现象以日益丰富多样的表现形态广泛分布于社

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作为一种人类学事实，教育就是人作为主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自我生成

的过程。在教育思想史上，人们对这一人类学事实的认识经历了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

程。教育概念在文本层面上经历了“教育——教授——教育”循环往复的矛盾运动过程，这

种文本层面的矛盾运动又反映了逻辑层面上“生成——改造——生成”的教育观念的辩证运

动历程。教育学自身的发展史中也存在着“教育学——教授学——教育学”的逻辑进程。我

们目前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辩证历程的否定之否定环节，这个辩证历程的起点就是约翰·杜威。

在这样一个过渡性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教育理解为一种人作为主体在共同的社会生

活过程中全面生成的过程。 

   我们把教育现象划分为生活世界的教育与科学世界的教育两大领域。生活世界的教育是

自然的、直观的和奠基性的，它是每个人作为人所必须和必然接受的最基本的教育；科学世

界的教育是体系化、技术化和课题化的，它是人在异乡的家园中所作的理性进修。生活世界

的教育可以分为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和非日常生活中的教育两个亚领域。个体通过日常生活中

的教育达成社会化和个人化，通过非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实现专门化和总体化。两个亚领域中

的教育是个体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辩证统一，“工作”（劳动）是这两个亚领域之间的一块

双面界碑。科学世界的教育是从生活世界的教育中分化出来的，教育现象的两大领域在根本

上应该是统一的，全部教育的意义基础都在生活世界之中。发生在近代的教育的领域性断裂

及其意义基础的遗忘是现代教育的深层危机。 

   教育现象的两个基本特性即交互作用和连续性，因此对教育现象的时空特性宜运用社会

学和拓扑学进行交叉分析。本文把“场所”、“区域”等社会学和拓扑学的基本概念引入教育

学领域，并将个人存在的时空划分成四个时空分区：生活时空、学习时空、工作时空和公众

http://www.ruc.edu.cn/archives/18626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36'
http://www.nsddys.cn/second.asp?lb=学者专栏,鲁洁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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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不同时空分区中的教育场所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人之存在之所，即人之生长之所，

亦即人之教育之所。人的教育场所在宇宙中是无限开放的。 

   在无限开放的教育场所中，人的教育活动的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教育活动中交往

主体之间关系结构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人的教育活动模式分为五种基本类型：个人学习模式、

反身学习模式、对话模式、教学模式、群体学习模式；根据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状态，我们

又可以将其分作冲突模式、合作模式和间接作用模式。 

   在人类的整个生存系统中，教育是作为人文系统的一种再生产机制而发挥其功能的，并

且它以“社会个人”的再生产为中介，在影响人文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的同时受到这

种相互作用的制约。通过教育这种特殊再生产机制，人文系统不断向前发展进化。 

   泛教育理论认为，教育就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学乃“成人”之学，教育和教育学的旨

趣即在“成人”。 

章节目录： 

导论 

一  传统教育理论的局限及其改造的根据 

二  教育主体观的转变与泛教育理论的教育定义 

三  教育现象的层次、教育活动的侧度与泛教育理论的维度 

第一章  教育现象史的考察 

一  人类教育的起源与形态分化 

二  现代社会中教育现象的变迁及其取向 

三  作为一种人类学事实的教育 

第二章  教育认识史的考察 

一  教育概念在教育学中的演化 

二  教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 

三  杜威的教育概念 

四  “泛教育”概念与类似教育概念的辨析 

第三章  两个世界的教育 

一  对教育现象的一种领域性划分 

二  现代人的两个生长家园 

三  生活世界的教育 

四  科学世界的教育 

五  断裂、浮士德精神与现代 laputa 

第四章  生活世界教育的亚领域 

一  生活世界的两个亚领域 

二  日常生活中的教育 

三  非日常生活中的教育 

四  一块金币的两面 

五  教育：幸福生活之一维 

第五章  教育的场所 

一  教育的场所：社会学与拓扑学的交叉分析 

二  生活时空中的教育场所 

三  学习时空中的教育场所 

四  工作时空中的教育场所 

五  公众时空中的教育场所  结语走向“成人”之学 

数字资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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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南京石笋记录的末次冰期气候事件与全球对比（汪永进著， 2002年获奖） 

论文作者：汪永进 

指导老师：刘泽纯教授 

学科专业：自然地理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0 年 

关键词： 末次冰期；气候事件；全球变化；洞穴石笋；南京 

师生简介： 

 

著者：汪永进，男，1959 年 4 月生，江苏常州人。2000 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

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

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刘泽纯（1933-2016），男，安徽六安人。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地貌学与第四纪地

质学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第四纪学会海岸线分委会副秘书长、

副主任，《Geoarchaeology》杂志编委。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格陵兰冰芯和北大西洋深海沉积记录揭示了晚更新世以来气候变化的高频振荡特征，这

种气候不稳定性进一步得到了高北纬以外地区若干地质记录的证实。然而，要深入理解这些

高频气候振荡旋回(D／O)和突变事件(Heinrich)的形成机制，有赖于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多的

高分辨率气候记录，由此分析各气候子系统对全球事件的正负反馈机制。本文基于南京洞穴

石笋 24个 TIMS年龄、1224个氧碳同位素分析数据和显微岩性研究结果，首次建立了末次

冰期中国东部地区最高时间分辨率的气候演化序列，探讨了东亚季风气候事件与全球气候变

化的耦合机制。 

    南京洞穴石笋δ
18
O变化信息十分突出地反映了东亚大陆冬、夏季风环流的综合气候效

应，增强的夏季风降水和温度效应导致石笋δ
18
O值负向漂移（富

16
O）。分辨率达 100年的末

次冰期石笋δ
18
O变化曲线与格陵兰冰芯δ

18
O古气温曲线有着十分良好的对比关系。指示季

风气候降温的石笋δ
18
O正向漂移（富

18
O）事件对应于高北纬气候记录的 Heinrich事件和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226785&metaData.lId=231280&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065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507'
http://dky.njnu.edu.cn/teacherList.aspx?id=09019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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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事件，反之，δ
18
O值显著负偏响应于格陵兰冰芯记录的百年—千年尺度D／O事件（IS1-20），

而且两者之间在曲线形态上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石笋δ
18
O曲线中更长周期（千年至万年）

气候变化旋回也与高北纬冰芯和深海的 Bond旋回具有一致性。而在总体变化趋势方面，石

笋δ
18
O曲线相似于 65

o
N夏季太阳辐照曲线和南极冰芯气候记录。南、北极气候变化在南京

石笋气候记录中的双重印迹，反映了东亚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和快速变化可能是多种驱动机

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石笋高精度 TIMS测年技术可以直接测定
14
C测年范围之外的气候事件年龄。测年结果表

明，YD、H1—H6七个降温事件的谷底年龄分别为 12100±200、16200±100、24230±100，

30540±300、38850±900、48040±470、67080±2500yrBP（日历年），与格陵兰冰芯 GISP2

时标作对比，5个年轻事件（YD-H4）的年龄基本一致，而 H5和 H6事件年龄，石笋时标比

GISP2时标偏老 2000 年左右。由于冰芯依据冰流模式而建立时标，具有较大的定年不确定

性，作者认为，GISP2冰芯年龄应在 45—75KaBP 之间系统纠偏 2000年左右，以便于全球范

围内气候事件的对比研究。在精确石笋时间标尺基础上，作者进一步研究了气候事件的发生

频率和持续时间，发现 Heinrich事件和 D／O事件的发生频率具有一致的变化规律：即末次

冰期晚期（40—10KaBP）比早期（75—40KaBP）气候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加快，其 1000—2000

年周期接近于北大西洋沉积和 GISP冰芯记录的 1470±500年周期。石笋气候记录的另一重

要特征是各间冰段持续时间具有依次缩短现象，如对于在欧洲发现的若干间冰段 Oerel

（IS15、16、17），Glinde（ID13、14），Hengelo（IS12）和 Denekamp（IS8），其持续时间

分别为 6，4，3和 2Ka，这与极地冰芯记录有显著差异。 

    分辨率达 10年的石笋氧同位素曲线，反映了全球气候事件发生时东亚季风气候的转型

特征和内部结构差异。H1事件具有快速降温和阶梯式缓慢升温的转型特征，这种异常结构

的降温事件既不同于其它 H事件的内部结构，又不同于更长周期的 Bond 旋回，这一特殊类

型的变冷事件进一步得到了具有年际分辨率的石笋年层厚度变化曲线的支持。根据石笋年层

厚度变化曲线，识别出末次盛冰期（18.2—14.4KaBP）6个旋回的异常结构降温事件，每一

旋回（本文称 MG旋回）持续 500年—800年不等，指示了北半球冰流开始后撤背景下，短

时间尺度东亚季风环流形式对全球气候事件的特殊响应方式，有可能说明 H型气候事件存在

着不同的形成机制。石笋高分辨率气候记录同时提供了高纬与低纬气候一火山事件遥相关的

强有力证据。根据印尼 TOBA火山喷发年龄、火山事件地层对比资料，作者认为 TOBA火山诱

发了 72KaBP左右的 D／O旋回，其冷暖变幅可达 10℃以上，这一事件对中国东部地区和格

陵兰极地气候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证明 D／O事件的多成因特征及其大气传输机制。

对 Bond旋回的详细研究发现，在 H和 D／O事件背景上叠加有一系列数十年一百年尺度的气

候变化旋回，表明 D／O事件内部的不稳定性特征，其δ
18
O变幅一般在 0.5‰～1‰范围内，

也许太阳黑子数变化周期对这类不稳定性气候变化的发生有重要贡献。 

最后对洞穴石笋碳同位素和年层的古气候意义，作者提出两点新的认识：1]洞穴石笋
13
C的变化不能完全反映地表植被类型的更替；2]石笋年层厚度变化响应于百年尺度的洞穴

古气温变化趋势。 

章节目录：  

序言 

第一章石笋同位素地球化学和岩相学研究方法及机理 

第一节 Th-230热电离质谱技术(TIMS)测年 

第二节氧碳同位素地球化学与测试方法  

第三节显微岩相学研究方法   

第二章南京汤山洞穴地层与长期气候演化背景 

第一节洞穴第四纪堆积物的年代与地层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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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近 50万年来洞穴气候长期演变趋势  

第三节洞穴崩塌事件的碳同位素响应  

第三章末次冰期千年尺度气候变化  

第一节石笋显微岩性地层学研究 

第二节高精度时间标尺的建立  

第三节石笋氧同位素气候序列及其与 GIsP 冰芯记录对比  

第四节碳同位素的复杂响应过程及分析  

第四章末次冰期 Heinrich、D/O事件的解剖  

第一节 H型东亚季风气候事件内部振荡  

第二节 D/O事件内部气候颤动   

第五章末次盛冰期年际尺度气候变化 

第一节石笋年纹层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 

第二节石笋年层厚度的气候意义  

第三节末次盛冰期季风气候变化规律  

第六章季风气候与全球事件的耦合机制及成因讨论 

第一节季风气候与全球事件的耦合机制 

第二节 Heinrich 和 D/O事件的形成机制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顾玉兰著，2005年提名） 

论文作者：顾玉兰 

指导老师：龚廷泰教授 

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3 年 

关键词：列宁；社会发展理论；世界历史； 落后国家；人的全面发展 

师生简介： 

 

著者：顾玉兰，女，2003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 

 

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96471&metaData.lId=200965&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066
http://mkszyxy.nau.edu.cn/s/116/t/76/48/4a/info185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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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龚廷泰，男，1948年生，江苏南京人，教授，博士生

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

理事、江苏法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法学会法理学和宪法学研

究会副总干事等职。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列宁社会发展理论是列宁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列宁在探索俄国革命和建设道

路、揭示落后国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帝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条件下的新发展。列宁结合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世界历史的新特点，把马

克思的社会发展一般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民族具体发展道路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东

方社会，系统地阐述了东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辩证地诠释了世界历史发展与民

族发展的关系。不仅如此，列宁还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客观地分析了处于

过渡时期的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初步地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此

基础上，列宁还对俄国等落后国家的发展目标进行全面构想，提出落后国家只有在实现了工

业化、商业化、民主化、法治化、合作化之后，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同时特别强调指

出，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文化革命的推动，因为文化革命不仅能催生新型文明，而且会造

就一代新人。列宁的这些思想，不仅呈现出务实性、辩证性和人民性的鲜明特点，而且反映

了列宁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由这些思想架构起来的列宁社会发展理论，是毛泽东邓

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它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章节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第一节  跨越“峡谷”：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第二节  实践“跨越”：列宁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继承和超越 

第三节  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质 

第二章  世界历史发展与民族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节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第二节  列宁的世界历史观 

第三节  列宁对世界历史时代落后国家发展模式的论证 

第三章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发展动力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区分及解决方式 

第二节  社会主义条件下需要正确处理的矛盾 

第三节  改革：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四章  落后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 

第一节  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商业化 

第二节  政治发展：民主化与法治化 

第三节  社会组织发展：合作化 

第五章  社会发展理论的终极价值追求 

第一节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特征和价值旨归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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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与马克思的伟大超越 

第三节  列宁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六章  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第一节  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地位 

第二节  列宁社会发展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启示 

后记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接班人”的诞生——学校中的政治仪式考察（程天君著，2010 年获奖） 

论文作者：程天君 

指导老师：吴康宁教授 

学科专业：教育学原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7 年 

关键词：“接班人”；学校教育；政治仪式；公民教育；政治社会学   

师生简介： 

 

 

著者：程天君，男，1972年 12月生，河南信阳人，2007

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社会学研究中心成员，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

理事、秘书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吴康宁，男，1954年 5月生，江苏扬州人，教授，

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

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规划组成员。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培养“接班人”是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一以贯之的教育方针及教育目的。紧扣这一魂

灵性的教育主题并持守“一滴水见太阳”的研究意识，作者求索于“教育”内外，游走于“学

科”之间，对学校教育中的政治仪式进行了解释、批判与建构三位一体的打通性研究。论文

试图呈现一幅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学图景，力争显扬一种改良国人心理基因的教育担当，尝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80933&metaData.lId=185427&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3070516.nh&dbname=CDFD2003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49636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491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893'
http://www.csennu.com/html/2011/yjtd_0527/19.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23'
http://www.csennu.com/html/2011/yjtd_052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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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学校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 of schooling）。 

具体地说，论文在梳理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教育目的之流变的过程中，抓住了“培养共产

主义（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一始终不渝的政治教化主旨（第一章）。紧接着，作者基于

“‘接班人’是如何培养的？”这一社会学的问题意识，选取《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代

表性分析文本，发现并批判性解释了其中以“革命/反动”为母题、旨在传达一种共产主义

信仰的灵魂朝圣仪式，即“五阶段论”的中国历史叙事框架及其教学模式，这是“接班人”

诞生的“子宫”（第二章）。在揭开这一“天幕”（宏观）之后，论文又就此主题进行了“细

查内里”（微观）式的考察，以“政治面貌的授礼”、“政治长跑的设计”及“政治行动的操

演”三重仪式揭示了“接班人”的日常锻造过程及其机理（第三章）。随后，论文继续在微

观即学校层面进行分析，并特意用“仪式在教育中”（第四章）与“教育在仪式中”（第三章）

相对应/比，从而依理实现了由“意识形态批判”（第二、三章）到“制度化批判”（（第四章）

的延伸，以揭橥国家/社会与学校及个体（学生、教师）之间的动态复杂关系。在以上（第

一至四章）社会学解释及批判的基础上，并从排戒“培养‘接班人’”教育实践的负向功能

（意外后果）计议，作者（在第五章）以“藉冲突致和谐（共生）”的现代社会观作学理依

据，以“良好（民主）的社会生活”及相应的“公民教育”为价值指针，伸张了经由教育增

进社会民主的改良理念，厘定了教育促进社会与个体和谐发展的教育功能（目的）观，建构

了“基于抗衡的合作主义”之班级建设策略。由此，作者抒展了“一滴水见太阳”的研究关

怀（出发点与归宿点），即：“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人自幼就政治地生活，成人的政

治生活是由儿童开始的；学校里的人怎样政治地生活？为着他们现在以及将来更好的政治地

生活，学校教育可有怎样的新作为？ 最后，论文在分析、批判与建构的基础上，以“迈向

学校政治社会学”收笔。这不仅是对既有行文的一种提升性总结，也是一个有待继续拓展的

新领域 

章节目录： 

导  言 

第一章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第二章  革命/反动：政治教育的一个仪式化母题 

一、灵魂的朝圣仪式：五阶段论的中国历史教学 

二、革命总在反动后：目的论制导下的历史叙事 

三、朝圣仪式的逆转：历史认知的意外基因递传 

第三章  教育在仪式中进行：“接班人”的日常锻造 

一、团员、党员及群众：政治面貌的授礼 

二、守则、章程及组织：政治长跑的设计 

三、记忆、身体及实践：政治行动的操演 

第四章  打鬼的钟馗：仪式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中 

一、权位的象征：开学典礼的社会逻辑 

二、身份的转换：毕业典礼的学校逻辑 

三、细节的权力：在此期间的学校纪律 

第五章  学校教育与社会民主：杯水何妨救车薪 

一、经学校改进社会——教育的社会功能 

二、从失衡臻于和谐——学生的自由发问 

三、藉冲突达致共识——学校的班级建设 

第六章  迈向学校政治社会学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891#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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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题录】谷胱甘肽 S-转移酶 P1调控 LPS和 TNF-α激活的胞内信号通路的研究（吴

一凡著，2009 年提名） 

论文作者：吴一凡 

指导老师：殷志敏教授 

学科专业：动物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6 年 

关键词：谷胱甘肽 S-转移酶 P1；细菌脂多糖；肿瘤坏死因子-α；MAPKs；NF-κB；TRAF2；

信号转导   

师生简介： 

 

 

著者：吴一凡，男，2006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动物学博士学位。现为苏州德沃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导师：殷志敏，男，1963年 3月生，南京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SIRS

过程中白细胞激活的信号转导网络及其调控机制；谷

胱苷肽 S-转移酶与细胞中应激激酶（JNK,P38,ERK）

在应激过程的作用研究；TRAIL诱导前列腺癌细胞系

凋亡的机理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谷胱甘肽 S-转移酶 P1（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P1, GSTP1）是哺乳动物体内一种

重要的解毒酶，参与维持了机体内氧化还原状态的平衡。以往研究表明，GSTP1是一种肿瘤

发生的标志性蛋白，在肿瘤细胞对抗癌药物耐药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GSTP1还

能通过与 JNK结合而使其在静止细胞中仅具有本底低激酶催化活性。本课题对 GSTP1在细菌

脂多糖（LPS）诱发的炎症反应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激活的信号通路中的作用进行

了研究。 首先，本研究发现 GSTP1参与调控了由 LPS引起的炎症反应。在小鼠巨噬细胞株

RAW264.7中，LPS刺激能上调内源性 GSTP1的 mRNA水平和蛋白表达水平。在细胞内通过瞬

时转染和稳定转染的手段过表达 GSTP1，结果发现 GSTP1呈剂量效应和时间效应依赖性地抑

制了 LPS激活的 MAPKs，包括 ERK、JNK和 p38，及 NF-κB信号通路。通过抑制上游的信号

通路，过表达 GSTP1抑制了肿瘤坏死因子-α和一氧化氮的合成和释放。结果表明 GSTP1在

LPS引起的炎症反应中具有负向调控的功能，通过下调相关的信号通路减少促炎因子的过量

产生。 TNF-α是一种多效性的细胞因子，具有诱导细胞增殖、分化、凋亡和炎症等生物学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41'
tp://sky.njnu.edu.cn/cn/shiziduiwu/yin-zhi-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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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TNF-α主要由 LPS刺激的单核/巨噬细胞产生，是最为重要的机体内源诱生性促炎因

子，也是 LPS引起的感染性疾病最直接和最关键的炎性介质。在第三章中，我们发现并报道

了 GSTP1在 TNF-α激活的信号通路中的重要地位。1）体内和体外的实验结果显示 GSTP1蛋

白能与 TNF-α通路中的重要的接头分子 TRAF2发生相互作用，TRAF2的 TRAF结构域介导了

两者的结合。2）过表达 GSTP1抑制了 TRAF2激活的 JNK和 p38通路，而 NF-κB信号通路不

受影响。在 TNF-α激活的 TRAF2-ASK1信号级联中，过表达 GSTP1削弱了 TRAF2诱导的 ASK1

自身磷酸化及其激酶催化活性，通过减少 TRAF2-ASK1之间的结合，抑制了 TRAF2-ASK1信号

级联依赖的细胞凋亡。相反，利用 RNA干扰手段下调细胞中 GSTP1的蛋白水平导致了 TNF-

α刺激引起的 TRAF2-ASK1信号复合物含量的增加及 ASK1和 JNK的过度与持续激活。3）缺

少“TRAF domain结合基序”的 GSTP1突变体与 TRAF2的结合能力明显减弱，与野生型 GSTP1

相比，其抑制 TRAF2-ASK1信号级联的能力也显著下降。此外，GSTP1的 GSH转移酶催化活

性并不参与对 TRAF2信号的调节。这些结果表明 GSTP1通过与 TRAF2发生蛋白间相互作用来

调节 TNF-α激活的 ASK1-JNK信号转导通路。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次揭示了 GSTP1作为抗

炎因子参与调节了 LPS 引起的炎症反应；提出了 GSTP1在胞内调节 MAPKs 通路的新的作用机

制。这些结果对深入研究 GSTP1在细菌感染性炎症反应中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章节目录： 

第一章细菌感染性炎症反应与谷胱甘肽 S-转移酶 P1(文献综述) 

第一节 细菌感染性炎症反应 

第二节 谷胱甘肽 S-转移酶研究进展 

第二章谷胱甘肽 S-转移酶 P1 在 Lipopolysaccharide(LPS)引起的炎症反应中的 

调控作用 

第三章谷胱甘肽 S-转移酶 P1 与 TRAF2结合并抑制 TNF-α激活的 TRAF2-ASK1 

信号级联 

第一节 GSTP1与 TRAF2存在蛋白间相互作用 

第二节 GSTP1调控了 TRAF2-ASK1信号级联 

第三节 GSTP1与 TRAF2间相互作用的特异性位点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近代安徽族田研究（王志龙，2010年提名） 

论文作者：王志龙 

指导老师：慈鸿飞 

学科专业：专门史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8 年 

关键词：近代；安徽；族田；发展态势；经营管理   

师生简介：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26480&metaData.lId=430961&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6&filename=200615487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41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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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王志龙，男，1971 年 1 月生，安徽舒城人，2008

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

近现代经济史，重点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土地制度。 

 

 

导师：慈鸿飞,男，1948年生，辽宁盖县人,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

政府的经济改革（以国民政府及其经济政策研究为主）和

近代中国农村市场及近代西部开发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本文在近代这样一个长时段和全省范围对安徽族田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一、族田的分

布。文章通过对祠堂的数量分布、捐田者数量的地域差异以及土改调查所得的族田数量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勾画出近代安徽族田的分布总体上呈现由南部徽州山区向外围乃至皖中

和皖北逐渐减少。此外，还以地处大别山地区的舒城县为个案，考察了它的族田分布及其成

因，得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异影响了各地族田的来源渠道，致使该县族田从西南山区到东

北圩区的东部大体呈现“凹”型分布。二、族田的发展态势。安徽族田在近代之前曾经历萌

芽和发展的过程，是在总体快速发展而区域发展不均的态势下步入近代。近代安徽族田的发

展除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致使其跌落外，总体上处于不断发展中。后来虽然经历了日本的

侵略战争，但是由于这次战争的特点与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有着明显的不同，此时的安徽族

田仍然能够继续保持发展的态势，在解放前夕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三、族田的来源及建置者

身份。近代安徽族田的建置在来源渠道上已经实现了多元化，这是近代安徽族田保持较高发

展水平的重要原因。在近代安徽，各类身份的人都参与了族田的捐献，但是由于各地受到传

统思想浸润程度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区别，致使捐献者的数量

多少和主体身份不同。从全省看，绅士是最为重要的捐献群体。四、族田的经营管理。文章

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1、宗族对族田的保护。近代安徽宗族在族田建置、存续和被

侵害的不同阶段，都有根据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以乡俗、族规和国法为各阶段的主要保护方法，

从而保持族田的稳定。2、田产的经营。出租是近代安徽族田的主要经营方式，宗族基本坚

持将族田出租于外姓。族田的地租形态主要是实物地租，且租率较一般私田低，其中原因除

了宗族对族人佃种族田实行照顾外，主要是在主佃博弈过程中，外姓佃户通过各种方式实现

了照顾的泛化。3、租息的经营。宗族通过放贷、购田和投资工商业实现租息的增值。安徽

族田租息向近代工商业流动正在试图突破传统的“土地——传统商业资本——土地”的投资

模式，积极建立“土地——近代工商业”的新模式，从而为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4、族田的收支管理。宗族通过创设严格的管理人员选拔、奖惩制度以及完善的收支程序，

把族田的收支置于宗族共同体的监管之下，最大限度地防止了管理人员的以权谋私。五、族

田的功能及其近代转型。族田在尊祖敬宗、救济宗族、助学兴教、完纳国课以及发展族内、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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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益事业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安徽族田功能的近代转型主要体现在助教方面。

宗族通过变革助学金、颁胙奖励以及建立新式族学，使族田在很大程度上担负起了教育向近

代转型所需要解决的最为繁重的渐次普及基础教育的任务。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文章还

就族田的性质和族田的消亡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除了那些完全被个别人操纵、实质上已变

为私人财产的族田外，很难把族田视同私人家庭土地那样，把它归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

农等经济中的任何一类。族田就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共有经济。族田的消亡不是其本身变化发

展的结果，而是土改时期对其实行没收政策使然。 文章最后指出，研究近代安徽族田不但

有助于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宗族社会，而且对于当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等都有重要的

启发意义。 

章节目录：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3  研究对象和范围 

1.4  本论文研究的课题支撑 

1.5  主要研究内容、章节安排及主要创新点 

2  城市信息化的国内外发展 

2.1  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普遍重视和推进信息化建设 

2.2  城市信息化的国外发展 

2.3  中国城市信息化进展 

3  城市信息化的基本理论 

3.1  信息化的概念 

3.2  信息技术与信息化 

3.3  信息产业与信息化 

3.4  国家信息化 

3.5  全面理解城市信息化 

3.6  城市信息化的发展阶段及发展趋势 

3.7  城市信息化与国家信息化 

3.8  数字城市与城市信息化 

4  城市信息化体系框架的构建 

4.1  构建城市信息化体系框架的理论基础 

4.2  国内外城市信息化体系框架研究状况 

4.3  城市信息化体系框架 

4.4  城市信息化体系构成要素分析 

5  城市信息化中的电子政务 

5.1  概述 

5.2  电子政务的概念及意义 

5.3  电子政务的总体框架 

5.4  电子政务与政府流程再造(gpr) 

5.5  电子政务运作模式 

5.6  构筑一体化的电子政务系统 

5.7  电子政务的运作基础 

6  数字城市(狭义)与城市建设、管理 

6.1  狭义数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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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数字城市关键技术 

6.3  应用案例 

7  城市信息化水平测评指标体系 

7.1  概述 

7.2  国外主要的信息化水平测算方法 

7.3  国内信息化水平测算概况 

7.4  国家信息化测评指标体系 

7.5  城市信息化水平测评指标体系 

8  城市信息化发展中的若干关系研究 

8.1  城市信息化与城市现代化 

8.2  城市信息化与城市综合竞争力 

8.3  城市信息化与城市化 

8.4  信息化与工业化 

9  上海信息化发展及对策建议 

9.1  上海信息化发展历程及成就 

9.2  上海信息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9.3  “十五”上海信息化发展目标及任务 

9.4  上海信息化发展对策建议 

10  总结与展望 

10.1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 

10.2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赵普光著，2011年提名） 

论文作者：赵普光 

指导老师：杨洪承教授 

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9 年 

关键词：书话；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途径；研究对象；反思   

师生简介： 

 

著者：赵普光，男，1979年生，河南杞县人，2009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主要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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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杨洪承，男，1954年 6月生，江苏镇江人，博士。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

究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兼涉猎文学批评、比

较文学文化研究及文学理论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书话，是现代中国文学中一个具有庞大创作群体和丰富创作实绩的重要存在。书话又是

现代中国文学中一个边缘性的存在。源自传统读书杂记、藏书题跋、笔记随札的书话写作，

大都是游弋于文学与文化、创作与述学、趣味与思想之间，葆有颇为有趣的弹性和张力。要

看在 20世纪以来东西文化的碰撞激荡，古今文学的缱绻与决绝，五四以来作家文人的精神、

文化意识，作为文学创作现象却长期被文学研究者忽略的书话，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研究视角，又提供了颇具意义的研究对象。 本文论题“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包含着双向

的努力：一方面，将书话放置在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一方面，以边缘的书话文

体为途径去探究现代中国文学的诸种问题。基于此，笔者拟设立的论述框架由此凸显，全文

的论述分为两大部分展开。 书话的文学审美、历史内容、思想内蕴和学术含量构成现代中

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所以第一部分基于此展开论述，主要紧扣书话创作之作为现代中国

文学创作及研究的重要部分，其提供的极有意义的启示。第一部分分为四章论述：第一，书

话丰富和拓展了散文的空间与内涵。现代书话从内容材料、行文风格、文体选择及氛围营造

等诸方面都漶漫出浓重的传统文人特质，显示出其他文学文体不具有的独特风貌。在清理和

归纳书话的文学特质和文体特征的同时，并特别指出书话突出的边缘文学性质，而这种边缘

性质无疑包容着极为丰富的学术、思想等文化含量，带来了书话的巨大张力。第二，书话是

一种迥异于现代理论化体系化文学批评的特殊批评体例，具有很强的传统批评特色。这对于

丰富拓展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和实践、推进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第三，

作为历史的记录描述方式，书话构成了现代中国一种重要的文学文献史料，其文献价值值得

进一步开掘、研究和阐释。第四，书话所描述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图景，所给予的现代中国文

学的定位评价，影响着人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想象和认知，从而书话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经典

化的重要途径。本文第一、二、三、四章分别从这几个层面去挖掘书话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的独特意义，具有无可替代的全新价值，这对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意义

不容忽视。 本文还将书话作为研究途径和角度，分三章来考察现代中国文学尤其是上个世

纪初的文学文化变革中所发生的诸种面相。首先，处于现代中西文化交汇时期的作家文人阅

读视野空前开阔，大量书话记录他们的读书、译书心得体会。中国传统土壤和西方现代资源

如何作用并催生了现代中国文学，在此过程中，传统和西方典籍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和多大程

度上的变异，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变异等等问题，书话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独

特视角和研究途径。书话作为文化“描述”的中介，从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包括文学）的继

承和交流的过程中，发生着创造性的误读与错位。这种对原文化的无可避免的误读也正是中

国文学发生变革的基点之一。在第五、六两章中，通过书话这个中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

国文学在“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中的变化过程及其 “新”与 “旧”的交杂与斑驳；

我们可以看到书话对域外文化引介过程中的选择、误读及其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带来的新

的生长契机和资源。第二，书话还展示了读书人购书、藏书、失书、得书的欢欣悲喜的心路

历程，体现出作家独特的精神气质（体现在对典籍、文化的态度，对人生、生活的态度等）。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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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断裂与重建、传统与现代交织纷繁的现代中国，书话之于作家文人，其更深层次意义

也许更在于他们复杂的文化心态上。第七章要揭示：书话写作活动体现出作家文人与传统的

深刻联系，隐含着作家丰富而矛盾的文化心理，现代作家文人的文化困境、精神世界在书话

中更富有典型性。 全文以书话为研究对象和途径展开论述，然而，书话并非本文的论述的

全部目的和最终指向,重新认识和考察现代中国文学及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才是论述的目标所

在。本文关于书话及其与现代中国文学之关系的诸多层次、角度、方面的探讨，最终给我们

认识现代中国文学、认识以往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反思性的启迪，对我们既有的现代文

学观念认识带来挑战。本文的结论部分对此进行了探讨。必须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中国文学的

独有特征及其丰富性复杂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必要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文

学概念认识的误区，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对象选择上的巨大遮蔽。本文对书话随笔等传统体

例的研究和评估，不仅仅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反思五四以来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文体认知

的狭窄，重新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内涵、外延、边界等进行思考认定，更重要的是警示我们研

究现代中国文学应该实事求是的着眼于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建设和本土化研究，要充分认识到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样多元复杂的创作事实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文学史意义。  

章节目录： 

导言  

第一章书话：现代中国文学的边缘性存在   

第一节书话的“前世今生” 

第二节书话的文体特征 

第三节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尴尬与张力   

第二章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化   

第一节常与变之间：书话与传统文学批评 4 

第二节书话作为文学批评的特点 

第三节书话批评：作家与批评家身份的统一与互换 

第三章书话的现代中国文学文献学价值  

第一节 书话：遗落的文学史料    

第二节文学历史现场的复现  

第三节书话与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构 

第四章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化 

第一节文学历史的不同描述：书话与文学史著 

第二节记忆与选择：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方式 

第五章汲古求新：书话与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第一节文化继承与交流中的创造性误读 

第二节汲古求新：文学变革的模式 

第六章 书话与域外文化典籍的引介 

第一节书话与西方文学观念的借鉴  

第二节现代人性观念的建立  

第七章 书话文体的选择与现代文人身份心态  

第一节情感与理性的交战：焦虑的文化守成心态  

第二节趣味与功利之间：文人传统的重建 

第三节文体与人：书话文体的选择  

结语 回到中心：反思刚刚开始 

数字资源链接：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J0179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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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末次冰期季风突变事件细节过程的中国石笋记录（刘殿兵，2012年提名） 

论文作者：刘殿兵 

指导老师：汪永进教授 

学科专业：自然地理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0 年 

关键词：亚千年气候事件；洞穴石笋；气候转换；缓变；突变；大气驱动   

师生简介： 

 

著者：刘殿兵，男，1972年生，江苏泗阳人，2010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

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承担《自然地理学》、《灾害地

理学》、《地理专业英语》课程教学任务，研究方向为洞穴沉

积和古气候。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汪永进，男，1959 年 4 月生，江苏常州人，博士。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最近半个世纪，千年尺度气候突变事件自发现并被证实广泛存在以来一直是国际古气候

的研究热点。随着高分辨率地质记录的涌现，此类事件的区域差异性日益突出，导致驱动假

说众说纷纭。气候转换阶段区域气候差异极为显著，是探求不同气候系统相位关系及相关驱

动的重要目标时段。通过对精细时标控制下的典型气候突变事件细节剖析，有助于消除气候

噪声，检出真实气候信号，以认识其转型方式、内部振荡特征，实现区域间短尺度气候事件

精确对比，揭示其驱动-响应关系。 亚洲季风是快速而敏感物理系统，降雨和地面风向季节

性反差显著，同时又是联系海-气-冰和南北半球气候的重要载体，可通过西风带、低纬越赤

道气流快速响应高低纬、南北半球突变气候信号。亚洲季风区洞穴石笋作为重要的陆相材料，

可反映季风环流强度及其同位素组成变化，在环境突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本文选

择黔西南东、西南季风交替区和湖北神农架典型东亚季风区 10余支洞穴石笋材料，依托 100

多个高精度 U/Th年龄和 12,650条年层统计结果，4,380个氧同位素数据，建立了 90~10 kyr 

B.P.期间亚洲夏季风演化时间序列。该记录与葫芦洞、三宝洞记录相比优势明显：分辨率较

高（平均为 25年，在典型转换时段约 3年）、每个时段均有多支石笋重复检验、MIS4阶段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793
http://dky.njnu.edu.cn/teacherList.aspx?id=09346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507'
http://dky.njnu.edu.cn/teacherList.aspx?id=0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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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 A.18事件振幅显著、MIS3中期（CIS A.12~CIS A. 9 期间）石笋δ18O振幅比早期记录

较弱，与太阳辐射岁差周期的谷值信号较好吻合。新建立的记录在末次冰期捕捉到 21次千

年尺度季风突变事件，但事件模式显著区别于南北两极气温，主要表现为 CIS的开始和结束

期间季风增强和衰减极为迅速，但季风强度在 CIS极盛期可长期维持。在 MIS3早期，千年

尺度 CIS事件双峰结构异常突出，内部次级振荡幅度显著，类似于格陵兰气温，且与冰芯大

气粉尘浓度指标呈较好对应关系。这种数十年~百年尺度的高低纬耦合关系反映大气快速重

组对突变气候信号传输具有重要作用。 在万年尺度季风转型上，尽管 MIS4/3和 MIS3/2转

换初期季风强度增强/衰减迅速（在数十年~百年内完成），但其长期演化趋势缓慢，阶梯状

变化明显。在 MIS4/3 时段，季风强度直至 CIS A.16a 期间才达到极盛水平，滞后于北极气

温极大值实现时间约 1600年；在 MIS3/2时段，季风强度在 H2期间达到极低值，其间经历

约 3200年缓慢过渡期（CIS A.3~H2）。而格陵兰气温在 MIS3开始的 140年内达到其极大值；

同样，在 GIS3结束时北极气温即达到了其极低值。季风这种缓慢特征可能和太阳辐射总体

水平及南北半球梯度，以及低纬水文活动有关。相似的季风缓变特征，也发现于 CIS A.8

开始时段。细节分析及年层统计结果显示，该转换过程历时约 218年。石笋δ18O存在一显

著突变过程，在 35年内变化达 1.14‰，相当于 CIS A.8总体振幅（2.68‰）的 43%，但季

风强度初始抬升早于格陵兰气温变化约 130年。同期冰芯水汽源（过剩氘）变化极为迅速，

在 3年内完成转换，冰芯δ18O转换历时约 23 年。对比结果进一步证实亚洲夏季风相关的

低纬水热重组对突变气候信号触发和传输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于年层时标的青天洞三支石

笋记录揭示，季风强度在 YD事件内部总体呈上升趋势，其间叠加四次百年尺度气候反转，

和北极气温一一对应。但在 YD 开始，Allerød/YD 转换时间约 596±14年，比极地气温变化

约长 350年；在 YD 结束，YD/Holocene转换历时约 108±7年，比极地气温长约 60年，且

在 IACP和 YD结束时段，季风相对于极地气温变化存在着显著的“先兆”事件。这些特征说

明，在北半球普遍干/冷气候背景下高低纬气候紧密耦合，但在转换时段区域差异性突出，

进一步支持了亚洲季风与高北纬气候具有不同响应模式。 MIS4/3转换期的季风事件序列与

葫芦洞揭示的中止点 1季风变化（H1- Bølling-Older Dryas-Allerød-Younger Dryas），在

长期趋势、事件内部结构上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相同特征也发现于两极气候记录。证实了轨

道尺度和千年尺度气候转换具有相似的演化规律，气候系统自我维持机制可在不同时间尺度

上耦合，呈现出“自相似”特征。同时说明，在相似边界条件下，万年尺度气候转型与千年

尺度气候转换可能具有相同的驱动力。 上述特征事件/转换说明，低纬季风变化既具有全球

性烙印，又有鲜明的区域性特色，其差异性反映亚洲季风可能受北大西洋气候系统之外因素

影响，传统的北大西洋温盐环流驱动学说难以解释本文观测到的季风缓变趋势及高低纬气候

相位差（季风提前）。或许，季风的驱动力在大气而非高纬大洋，低纬水、热重组的积极作

用应引起模拟工作者重视。 

章节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突变气候事件研究进展 

1．2选题意义、研究目的方法和创新成果 

第二章 区域环境与材料方法  

2．1区域及洞穴概况 

2．2石笋材料与方法 

2．3石笋 6180气候意义 

第三章 突变气候事件高精度时标建立  

3．1短尺度突变气候事件时标控制 

3．2 U／Th测年结果及精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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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石笋时标建立及检验 

第四章 季风 CIS 事件基本模式及亚旋回 

4．1 DO事件研究进展 

4．2季风 CIS事件及亚旋回特征 

4．3季风 CIS事件与高低纬气候耦合关系 

第五章 不同时间尺度季风转型特征及缓变趋势 

5．1季风 MIS 4／3转换模式及气候意义 

5．2季风 MIS3／2转换特征及全球联系 

5．3 CIS事件转换模式及缓变特征 

第六章 季风 YD 事件对低纬过程的响应  

6．1 YD事件研究进展 

6．2季风 YD事件内部振荡及转换特征 

6．3 YD事件驱动机制讨论 

第七章 季风自相似特征及机制探讨 

7．1季风 MIS 4／3转换与终止点 1相似性 

7．2季风驱动理论若干新认识 

第八章 结论与创新 

不足与展望 

数字资源链接：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小说中的“文革”：当代小说对“文革”的叙事流变史（1977-2009）（沈

杏培，2013 年获奖） 

论文作者：沈杏培 

指导老师：朱晓进教授 

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1 年 

关键词：文革题材小说；文革叙事；叙事流变；政治文化；代际文化；历史观   

师生简介： 

 

著者：沈杏培，男，1980 年生，江苏姜堰人，2011 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39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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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朱晓进，男，汉族，1956年生，江苏泰州人，中国

民主促进会会员，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

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论文抓住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演进与流变这一中心论题，考察文革题材小说在三个不同

时期的历时性的发展及其特点，首先，归纳总结出每一阶段文革叙事的叙述内容、叙述方法

和叙述重心所呈现出的特点；其次，分析文革叙事在不同阶段间发生流变的影响因素，除了

分析每一阶段文革题材小说及其叙事的特点与叙事演进的原因，同时注重从宏观上分析探究

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这些文革叙事类型与叙事特点的形成原因。具体来说，考察这些不同叙

事形态的文革题材小说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作家的历史观念，文学审美观念，意识形态，市

场与读者），在不同因素制约下这些文革叙事是否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的特点（如代际化、意

识形态化）。同时，以西方奥斯维辛叙事作为参照，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分析文革叙

事发展和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得失，即这种小说现象从叙述形态、历史观念、文学观念、思想

价值等方面给新时期文学带来哪些新的因素和重要价值。同时，以此坐标，通过文学信仰、

价值诉求、叙事策略的不同来反思中国文革叙事的限度、困境与可能性拓展维度。 绪论部

分阐述了选题涉及的相关核心概念、论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及本论文的突破和创新之处，以

及论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思路。 第一章，主要抓住政治文化这一影响新时期初期文革叙事

的主导性因素，分析了新时期之初（1977-1985 年前后）的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形态和叙事

特征。主流话语通过决议、文件对文革进行历史定性与政治定位形成对文革认识和讲述的规

范，从而影响着作家文革叙事的限度和深度。本章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新时期伊始的文革叙

事，分析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如何规定文革叙事的限

度、叙事特征和审美风格。 第二章，抓住新时期文学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转型以及作

家主体意识觉醒这两个重要因素，分析在这个背景之下的文革叙事的叙述方式和叙述重心。

认为以寻根小说、先锋小说为代表的文学颠覆了此前与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的文革书写，

主题层面不再是去印证、附和主流话语规范，不再以揭露和批判为价值旨归，淡化主题并呈

现出高度的象征化、寓言化；在文学表现和手法上，作为大历史和故事主要情节的文革，逐

步过渡为小说的背景、碎片化的痕迹、荒诞变形的历史，作为历史、写实的文革逐步转向心

理化、感观化以及寓言化和象征化的文革。 第三章，梳理了 90年代中期以来多元文化语境

下作家多样化的文革叙事的形态和特征。分析这一时期文革题材小说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

叙事语言以及叙述重心和价值诉求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的变化。 第四章，主要从代际文化差

异角度考察出生于上个世纪 50、60和 70年代三个时期的作家在文革叙事上呈现出的不同特

征，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遭遇、文化教育和知识系统，形成了具有代际意义的文化心理、价

值观念，并进而影响到文学叙事上具有代际差异的审美趋向和叙事范式，本章围绕代际文化

差异与文革叙事分野的关系，分析不同代际间文革叙事的方式与特征，试图通过代际文化的

比较视角昭示不同文学世代处理文革叙事的差异以及各自优长与得失。 第五章，从作家历

史观的角度综合考察作家文革叙事的差异性。人们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演变规律、历

史起源的看法所形成的历史观影响了很多作家对文革的理解以及文学表现方式。本章梳理了

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观，并分析这些历史观对作家文学话语方式的表达（“人民话语的历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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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变迁”）和对历史起源认知（“对文革历史起源认识和归咎方式的演变”）所产生的影响。 第

六章，从文革叙事的功能和意义来看，它起着见证历史真相与社会劫难的重要作用，体现着

文学的见证功能和叙事传统。本章主要讨论了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能否见证历史，为什么要

见证历史，以及如何见证历史。 第七章，“文革”与二战时的“奥斯维辛”作为社会性灾难，

都属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作“极端年代”的二十世纪重要的社会事件，西方知识界和文学

对奥斯维辛的思考与叙述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成熟的传统和维度。本章将中国的文革叙事放

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以奥斯维辛叙事作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文革叙事的特点、困境与限度，

并探讨文革叙事的可能性拓展维度。 结语，从宏观上俯瞰新时期小说的文革叙事，分析当

代作家与知识界叙述文革呈现出的方式、角度，进一步分析文革叙事的困境与局限，通过西

方文学的启示探讨中国作家如何想像和叙述文革。 

章节目录： 

导论 

一、相关概念释义:叙事、文革题材小说、文革叙事 

二、研究文革叙事及其演进的意义和价值 

三、三十年来文革叙事的研究历史与学术增长点  

四、本论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 新时期之初政治文化规约下的文革叙事(1977-1985年) 

第一节 新时期之初政治文化与文革叙事的关系  

第二节 政治文化规约下的小说内部构置 

第二章 文学转型与作家主体意识觉醒时期的文革叙事(1985-1990年代中) 

第一节 文学转型与文革叙述重心的迁移  

第二节 文革叙事与文化寻根  

第三节 文革叙事与先锋小说 

第三章 走向多元与开放时期的文革叙事(1990 年代中-2009年)  

第一节 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与文革叙事的多元化发展走向 

第二节 文革叙事的两种重要叙事结构  

第三节 文革叙事的多样化的叙述视角  

第四节 文革叙事的叙述意图与叙述重心的迁移 

第四章 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异与文革叙事分野  

第一节 从代际差异角度考察文革叙事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第二节 历史经验、审美方式和叙事内容的代际分野 

第三节 局限与困境:代际差异视野下的文革叙事反思 

第五章 作家历史观的差异与文革叙事的分野 

第一节 新时期作家的几种典型历史观及其对文革叙事的影响 

第二节 文革叙事中“群众”话语的历史变迁  

第三节 文革的历史起源寻踪与历史责任的归咎方式  

第六章 文革叙事与见证叙事传统 

第一节 能不能见证:小说能否见证历史? 

第二节 见证叙事的意义:抵制遗忘与建构公共记忆 

第三节 见证对象:见证社会文明的非常态 

第七章 文革叙事的限度、困境与可能性维度 

第一节 有限的言说:被挟持的叙事话语 

第二节 空疏的叙事:主体缺席的忏悔与不及物的宽恕 

第三节 必要的进路:文革叙事的信仰维度和神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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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作家如何“读史”--刍议文革叙事的困境与未来 

一、 文革叙事的历史性与多样性  

二、 文革叙事的困境与出路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双重味 Bc介子两体无粲强子衰变研究（刘新，2013年提名） 

论文作者：刘  新 

指导老师：肖振军教授 

学科专业：理论物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1 年 

关键词：微扰 QCD因子化方法；双重味 Bc介子；两体无粲强子衰变；轻夸克介子；分支比   

师生简介： 

 

著者：刘新，男，1979年 10月生，2011年获得南京师范大

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苏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副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粒子物理理论。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肖振军，男，1957年 2月生，河南沈丘人,理学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理论物理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多家国际和国内学术刊物审稿人，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委。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ORCID：0000-0002-4879-209X】 

中文摘要： 

1998 年，CDF实验组首次发现了 Bc介子，并收集了近 20个 Bc to JPsi l nu的衰变

事例。目前，位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强子对撞机(LHC)实验已经投入物理运行，LHC有

望每年产生约 5*10^10个 Bc介子事例。与轻 Bq(q=u;d;s)介子有所不同，Bc介子同时包含

两味重夸克 b和 c，显得较为特殊。研究 Bc强子衰变过程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检验

标准模型，探索重味物理；另一方面可以为实验探测末态强子 QCD动力学提供新的领域。Bc

介子纯湮灭强子衰变过程为研究湮灭贡献提供了极佳的场所，为充分理解轻 Bq介子衰变中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11&filename=101118755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26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4183
http://phy.xznu.edu.cn/a9/5a/c5751a108890/page.htm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83'
http://orcid.org/0000-0002-4879-20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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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灭贡献大小，乃至湮灭衰变机制提供重要线索。因此，对 Bc介子强子衰变过程的研究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 众所周知，强子矩阵元的有效计算一直是研究此类过程的难点。目前，

基于 QCD的因子化方法，如 QCD因子化（QCDF）方法、软共线有效理论（SCET）以及微扰

QCD(pQCD)因子化方法，能够在唯象上给出与实验测量较为吻合的理论预言。对湮灭图贡献

的计算，pQCD因子化方法的优势尤为明显。本文基于 pQCD因子化方法对 186个 Bc介子两

体无粲强子衰变道(纯湮灭衰变过程) 做了系统研究，得到了有意义的结果。 在论文综述部

分，作者从轻强子谱出发，对 p波轻夸克介子研究现状做了全面的讨论，对 LHC实验上 Bc

介子物理研究做了必要的讨论。作者对计算强子矩阵元的 6种方法做了对比介绍，并重点阐

述本文所采用的 pQCD 因子化方法，讨论横向动量 kT的引入、如何消除端点发散、Sudakov

因子等关键内容。作者还就pQCD因子化方法近期进展(如：对Glauber胶子贡献的处理等) 做

了相应介绍。此外，作者对强子波函数做了必要的讨论。 在论文工作部分(第三、四和第五

章)， 作者采用 pQCD 因子化方法对 Bc to PP,PV,VV、Bc to SP,SV和 Bc to AP,AV,AA 过程

的 CP平均分支比、极化分数和相对相位等物理量在标准模型理论框架下做了系统的理论计

算和细致的唯象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所有这些过程分支比的 pQCD理论预言在

10^{-9}—10^{-5}范围内变动，Br(Bc to overline{K}^{*0}K^{(*)+})等结果与基于 SU(3)

味对称性方法得到的理论预言基本一致；衰变分支比在 10^{-6}及以上的衰变道将会在 LHC

实验上得到探测，为验证用于计算此类衰变过程的 pQCD因子化方法的可靠性提供了契机； 2)

对衰变分支比在 10^{-7}及以下的衰变道，LHC 实验将难于给出具有较高精度的测量结果；

倘若有所发现，将为研究强子衰变过程中非微扰 QCD动力学或末态相互作用，甚至发现超出

标准模型的新物理信号提供平台； 3)如作者所预期，在所有衰变道中， DeltaS=0过程

(Vud=1)分支比基本上比 DeltaS=1过程(Vus=0.22)大得多；所有衰变道均来自树图拓扑贡献，

这些Bc介子两体无粲强子衰变过程因缺乏弱相位而导致CP破缺不对称性在标准模型下自然

消失； 4)在所有存在极化态的过程中，绝大部分衰变道由纵向极化贡献支配，期待 LHC和

SuperB实验加以验证，以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此类过程中的 helicity 结构； 5)足够

多的 Bc介子衰变事例将会为研究其衰变末态强子动力学提供沃土，为推证轻标量介子和轻

轴矢量介子内部结构并研究其物理特性提供动力学依据； 6)与 Bu介子纯湮灭衰变道相比，

Bc介子的同类衰变道的分支比会有近 100(|Vcb/Vub|^2)倍的增强。这将为关于湮灭衰变道

的研究提供更多数据，为更好地理解轻 Bq介子衰变的湮灭贡献大小，乃至湮灭衰变机制奠

定基础。 在第六章，作者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就未来重味 b物理领域仍大有作为之处做了

讨论和展望。 

章节目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轻介子、重味 b物理及 pQCD因子化方法 

2.1 轻介子研究现状 

2.2 LHC实验上的 B_c物理研究 

2.3 强子矩阵元的计算方法 

2.4 pQCD因子化方法 

2.5 强子波函数和分布振幅 

2.6 本章小结 

第三章 B_c→PP,PV,VV 衰变研究 

3.1 基本理论框架  

3.2 B_c→PP过程解析研究  

3.3 B_c→PV(VP)过程解析研究   

3.4 B_c→VV过程解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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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B_c→PP,PV,VV衰变过程数值分析与讨论  

3.6 B_c→PP,PV,VV衰变研究小结 

第四章 B_c→SP.SV 衰变研究   

4.1 B_c→SP(PS)过程解析研究  

4.2 B_c→SV(VS)过程解析研究  

4.3 B_c→SP,SV 衰变过程数值分析与讨论 

4.4 B_c→SP,SV 衰变研究小结   

第五章 B_c→AP,AV,AA 衰变研究  

5 1 B_c→AP(PA)过程解析研究 

5.2 B_c→AV(VA)过程解析研究 

5.3 B_c→AA过程解析研究 

5.4 B_c→AP,AV,AA衰变过程数值分析与讨论 

5.5 B_c→AP,AV,AA衰变研究小结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于 2011年启动首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评选”工作，评选对象为 2008年 1 月 1日之后获得博士学位者所撰写的学位论文。至 2016

年，已举办六届，全国共有 18篇论文获奖。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程晋宽教授 2012

年指导的李云鹏博士学位论文“美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发展动力与变革模式研究”获得“第

三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著者 指导老师 年度 全文链接 

1 
美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发展动力与

变革模式研究 
李云鹏 程晋宽 2012年 

【本校】 

【CNKI】 

【万方】 

 

【博士论文题录】美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发展动力与变革模式研究（李云鹏，2012年） 

论文作者：李云鹏 

指导老师：程晋宽教授 

学科专业：比较教育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2 年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326721&metaData.lId=1329642&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11&filename=101118758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34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1882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756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TEMP&filename=1013105186.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54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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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专业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博士生教育；发展动力；变革模式   

师生简介： 

 

 

著者：李云鹏，男，1975年生，2012 年获得南京师范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女子学

院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比较高等教育。 

 

 

导师：程晋宽，男，1965 年 8 月生，安徽寿县人，博

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

国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委员会理事，全国教育效能学

术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学、比较教育

管理、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政策、比较高等教育管

理。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我国建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基础之一是国际经验，尤其是美国经验。深刻把握美国教

育博士的本质和特点对我国实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美国

教育博士的发展动力与变革模式为切入点，以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动

力为自变量，以教育博士的变革模式为因变量，来系统分析美国教育博士的教育理念及其背

后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归纳出教育博士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 美国教育博士在

学位系统中的背景是哲学博士与专业博士学位的产生与发展，教育科学的发展与教师教育的

转型则内在地促进了教育博士的产生与发展，教育博士规模的扩张和学位特点与培养模式的

形成标志着教育博士的成熟。教育博士形成了专业学院自主的管理制度，而评价制度则遵循

内部评价与市场评价相结合的路径。 教育博士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始终

处于问题与困境之中，其中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两种学位的趋同是最大问题，由此而引发

人们对教育博士的不断争论。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教育博士的性质之争及教育博士与

教育学博士之间的关系之争。前者主要涉及两种博士学位的定位与使命及培养模式的异同，

后者主要涉及教育博士价值与地位的争论、存废与关系的争论及解决问题途径的争论。争论

只是表象，争论对美国教育博士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争论的实质反映了高等教育目的与功

能的分合；争论的焦点反映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争论的根源是质量观与文化观的差异；

争论本身反映了美国文化和民族精神，有助于维护大学的本质和学位的本质与符合其自身规

律的发展。 包括教育博士在内的专业博士的产生可以归因于知识生产模式 2的出现。知识

生产模式理论是本文的理论分析工具，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专业博士学位的代际嬗变构成互

动关系，是教育博士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美国社会转型与博士生教育转向也形成一种

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博士生教育目的与结构的转向，美国社会的转型与专业博士学位之间

存在相互促进的互动。在专业博士学位的认识论方面，正在发生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从知识

生产模式 1转向模式 2；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发生了专业博士学位的代际嬗变：第一代专

业博士学位是“哲学博士+课程”的模式，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是“混合课程+专业实践”的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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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则是“学生自我管理”的模式。 对教育博士的不断争论及教育

博士发展的内外部动力，促使美国教育博士的模式不断变革与创新。CPED模式主要概括了

CPED的理论基础和主要任务、主要议程和运行机制、变革主题、主要成果。Peabody模式论

述了 Peabody Ed.D.项目改革的理论基础、Peabody 创新 Ed.D.培养模式。HGSE模式概述了

Ed.D.项目和 Ed.L.D.项目。从三个案例中，可以发现美国教育博士变革模式的基本经验是：

坚守大学自治与学术自主、突出第二代 Ed.D.培养模式、追求制度完善与个性突出。 从美

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发展动力与变革模式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高等教育的变革促

进了教育博士的产生与发展，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教育博士发展的根本保障，教育博士存在

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与变革来解决，教育博士的变革必须依靠多方利益主体的合作。与美国

的教育博士相对照，我国教育博士的初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学位结构失衡、类

型比例失调，现代大学制度缺失、制度保障缺位，理念滞后，培养失范。把美国的经验与我

国的问题相结合，本文获得的启示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以保障教育博士的发展，树立教育

博士的科学理念，在比较视野中构建我国的教育博士学位制度和培养模式。 

章节目录： 

导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二、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第一章 美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产生的背景 

第二节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发展 

第三节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管理与评价制度 

第二章 美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问题与争论 

第一节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问题与困境 

第二节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性质之争 

第三节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与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关系之争  

第四节 追根溯源：关于争论的反思 

第三章 美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理论基础与发展动力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博士生教育转向 

第二节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 

第三节 专业博士学位的代际嬗变 

第四节 专业博士学位代际嬗变的发展动力   

第四章 美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变革模式的案例研究 

第一节 CPED模式 

第二节 Peabody 模式 

第三节 HGSE模式 

第四节 美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变革模式的共同经验  

第五章 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制度的反思与建构  

第一节 美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发展与变革的基本结论 

第二节 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初步实践与存在问题 

第三节 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制度的建构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TEMP&filename=1013105186.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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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历届“全国优秀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从 2006年 5月开始开展首届优秀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至今

已有五届。南京师范大学共有 25篇优秀教育硕士论文入选。 

 

届 获奖论文名称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年 全文链接 

第 

一 

届 

“名师”的制度化及其影响——

H县中小学“名师”的实地调查 
王文峰 

教育科学学

院 
张新平 2004年 【本校】 

情感领域的历史教学目标建构 
冒兵 

社会发展学

院 
刘军 2005年 【本校】 

高中生 CPFS结构与数学思维的

灵活性、深刻性的相关及实验研

究 

秦向荣 
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院 
喻平 2004年 【本校】 

第

二

届 

初中物理科学探究试题命制的

研究  
叶兵 

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 
陆建隆 2007年 【本校】 

高中历史新课程下世界意识教

育之新探 
房莉 

社会发展学

院 
孙颖 2007年 【本校】 

振荡与平衡——S乡小学布局调

整的实地研究  
刘娟 

教育科学学

院 
张新平 2005年 【本校】 

关于农村小学教师职业生涯现

状的研究——以南京地区为例 
张弛 

教育科学学

院 
杨启亮 2005年 【本校】 

中学生物教学中学生“提出问

题”能力的调查与培养研究 
陈维 

生命科学学

院 
汪忠 2007年 【本校】 

高中生物学教材内容结构的比

较及调查研究 
宋华 

生命科学学

院 
汪忠 2007年 【本校】 

思想政治课程人力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研究  
李宏亮 

公共管理学

院 
谢树平 2007年 【本校】 

内地西藏班（校）“藏族文化”

校本课程  
左光银 文学院 姜国定 2007年 【本校】 

第

三

届 

学校领导力的实地研究——以 T

校为案例   
许敏 

教育科学学

院 
张新平 2008年 【本校】 

数学课堂中智障学生注意力障

碍的干预研究 
周莉 

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学院 
喻平 2009年 【本校】 

高中学生化学学习的性别差异

研究  
李志红 

化学与环境

科学学院 
马宏佳 2009年 【本校】 

课堂教学中教师理答行为的研 项阳 教育科学学 吴永军 2009年 【本校】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542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7563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877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555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583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798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7956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5266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583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7996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7995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0343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007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217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445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837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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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获奖论文名称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年 全文链接 

究 ――以若干小学青年语文特

级教师经典课例为例  

院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作文教学策

略研究  
杨红军 文学院 张采民 2009年 【本校】 

体验式教学在初中思想品德新

课程中的实施研究--南京市初

中思想品德学科体验式教学实

践总结与反思  

王小叶 
公共管理学

院 
王建华 2009年 【本校】 

第

四

届 

高中生数学学习观的调查研究  
孙维超 

数学科学学

院 
喻平 2012年 【本校】 

初中物理内容标准与考试的一

致性研究——以京、沪、宁三地

为例 

蒋敏艳 
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 
陈娴 2012年 【本校】 

思维导图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 
王昌红 

地理科学学

院 
赵媛 2009年 【本校】 

基于 GIS的中学生空间智能培养

研究 
王涛玲 

地理科学学

院 
汤国安 2013年 【本校】 

第

五

届 

汪曾祺作品的语文教学研究  
邱迪 

教师教育学

院 
汤振纲 2014年 【本校】 

高中英语阅读课课堂活动分析 

——对某外国语学校一位英语

教师的个案研究  

李冉 
教师教育学

院 
许立新 2015年 【本校】 

中学数学教师问题设计能力的

现状研究 
刘梦琰 

教师教育学

院 
顾继玲 2015年 【本校】 

数字化实验影响学生概念改变

的研究——以离子反应的学习

为例  

张婷 
教师教育学

院 
马宏佳 2015年 【本校】 

 

 

 

 省级获奖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 

2002年 1月 4日，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工作的通知》

（苏教研〔2002〕1 号），决定从 2002年开始对省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论文进行

抽检评议，由省教育评估院组织实施，并出台《江苏省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实施办

法》和《江苏省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议指标》。此后，这一评估项目又被列入“江苏省研

究生培养创新工程”，成为全省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001 年至今，

省教育评估院已连续 16 年进行全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的评审工作，每年评选出全省优秀

博士论文 100 篇左右、优秀硕士论文 200 篇左右。2014 年开始每年增加 100 篇优秀专业学

位硕士论文的评选。历年来，南京师范大学共有 66 篇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72 篇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6992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392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4955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187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7313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471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597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5656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436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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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8篇获江苏省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文。 

2001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生态伦理与经济可持续

发展 
刘琳 经济法政学院   王小锡 硕士 【本校】 

2 
近代中国民法法典化的

法理分析 
黄立民 经济法政学院  公丕祥 硕士 【本校】 

3 《后汉书》复音词研究 孙风华 文学院 马景仑 硕士 【本校】 

4 

用劈窗技术由卫星数据

反演地表温度并用于流

域模拟研究 

潘贤章 地理科学学院 
曾志远 

史学正 
硕士 

【万方】 

【本校】 

5 
关于 MENGER PN-空间算

子理论的若干问题研究 
宋桂安 

数学与计算机科

学学院 
方锦暄 硕士 【本校】 

 

 

 

2002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导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心理教育课程论 沈贵鹏 教育科学学院 班华 博士 【国图】 

 

1 
江苏省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

动态评价研究 
杨秀春 地理科学学院 

谢志仁 

黄家柱 
硕士 【本校】 

2 巴赫金时空体诗学初探 万海松 外国语学院 张  杰 硕士 【本校】 

3 教育文化研究 白明亮 教育科学学院 吴康宁 硕士 【本校】 

4 现代文学中的还乡母题 何 平 文学院 朱晓进 硕士 【本校】 

5 
镍纳米线电极的模板法制备

及应用研究 
孔景临 

化学与环境科

学学院 
薛宽宏 硕士 【本校】 

 

【博士论文题录】心理教育课程论（沈贵鹏，2001年） 

论文作者：沈贵鹏 

指导老师：班华教授 

学科专业：教育学原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1 年 

关键词：心理教育；心理教育课程；理论研究；课程设计；课程运作 

师生简介：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496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496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267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36830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4971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4972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675800&metaData.lId=680281&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151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2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43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4973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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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沈贵鹏，男，1963年生，江苏滨海人，2001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教授，江南大学教师卓越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

所所长。江苏省“青蓝工程”省级学术带头人、江苏省“333

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特

聘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特聘评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

心理与道德教育、教育学原理。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班华，男，1935年 8月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德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

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

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

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心理教育专

业委员会理事长等。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二十一世纪将是充分尊重人、关注人的时代，也是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与价值的时代，心

理教育的彰显正反映这一时代主题，心理教育是以人的心理发展与自我完善为指向的教育，

它是张扬人性的教育，也是发展性教育和幸福教育。 

    课程问题是心理教育的核心问题，课程研究是提升心理教育的实质性研究，心理教育课

程是增进学生心理发展的特殊教育进程，它是大课程体系，涵盖课程设计与课程运作两个层

面，其理论与实践支点分别是：人学及人的发展对心理教育课程的制约；教育社会学及社会

现代化对心理教育课程的制约；心理教育学及心理教育实践的发展对心理教育课程的制约。 

    心理教育课程论研究主要是围绕课程设计与运作两个层面，其中课程设计是重心。文中

系统论证了心理教育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并进行了具体地设计，论文的主体部分是围绕不同

类型的心理教育课程展开的，课程的分类基于两个维度：显性—隐性维度、发展性—矫正性

维度，由此得出认知性心理教育课程、融合性心理教育课程、活动性心理教育课程、矫正性

心理教育课程（咨商课程、心理治疗课程）以及隐性心理教育课程等多种类型的课程。 

    发展性是心理教育的基本取向，发展性课程是主体形态的心理教育课程，主要表现为认

知性、融合性和活动性三种。认知性心理教育课程以认知发展为主线组织设计，非以传递知

识为目的，旨在增进学生的“心理认知”和“自我之知”，因此，认知性心理教育课程的运

作是与活动、体验、反思与建构结合在一起的：融合性心理教育课程潜藏在学校的教育、教

学活动之中，尤其是学科课程的教学进程中，是具有隐性课程特点的心理教育课程；活动性

心理教育课程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课程形式，通过活动情境、活动交往、活动体验，在心理

自助的基础上使学生达到心理的自主建构，这是心理教育的最佳途径。 

    矫正性是发展性心理教育取向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矫正性心理教育课程的根本目的是通

过对心理障碍、心理疾患的消解增进心理的健康发展，这一课程表现为两种类型：咨商课程

与心理治疗课程，前者的实践域是心理咨询，后者的实践域是心理治疗，两类课程运作的共

同特点是商定、干预和自建。 

 隐性心理教育课程具有发展性与矫正性两种功能，是在学校情境中通过无意识感染、认同

http://wenxue.jiangnan.edu.cn/shenguipeng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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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生心理成长的课程形式，主要表现为物质形态、互动形态、精神形态三种类型，物质

形态是相对于精神形态而言的，互动形态是主体动态形式，是连接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桥

梁。 

    心理教育课程的运作是针对课程设计而言的，任何一种课程设计只有进入运作状态才能

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课程运作的前提是课程文本(text)的编制，心理教育课程文本主要

呈现为四种形态：结构性文本、潜隐性文本、拓展性文本和商定性文本。心理教育课程运作

的方式包括六种类型：指导—内省式、过程—体验式、践履—训练式、角色—内化式、沟通

—对话式、主体—自助式。心理教育课程评价注重综合性评价、情境性评价和对话式评价。

现行心理教育课程模式主要包括心理—道德教育模式、情感教育模式、情境教育模式、青春

期心理教育模式、协同教育模式和综合性心理教育模式等六种类型。 

    综而言之，心理教育课程论研究遵循课程设计与运作的进程观、全程观、综合观和发展

观，是直面心理教育实践的理论研究。 

章节目录： 

导论 心灵的呼唤 

第一章  心理教育课程概论 

一  心理教育 

二  心理教育课程 

三  心理教育课程的历史演进 

第二章  心理教育课程的基础 

一  学生 

二  社会 

三  学科 

四  学生、社会、学科的整合及对心理教育课程设计的启示 

第三章  心理教育课程设计的基本思路 

一  心理教育课程目标 

二  心理教育课程内容 

三  心理教育课程类型 

第四章  发展性心理教育课程（ⅰ） 

一  认知性心理教育课程 

二  融合性心理教育课程 

第五章  发展性心理教育课程（ⅱ） 

一  活动性心理教育课程的内涵 

二  活动性心理教育课程的基本形式 

三  活动性心理教育课程设计 

第六章  矫正性心理教育课程 

一  矫正性心理教育课程界说 

二  咨商课程与心理治疗课程 

三  矫正性心理教育课程设计 

第七章  隐性心理教育课程 

一  隐性课程与隐性心理教育课程 

二  隐性心理教育课程的类型 

三  隐性心理教育课程设计 

第八章  心理教育课程的运作及其模式 

一  心理教育课程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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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理教育课程模式 

结语 心理教育课程展望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返回目录】 

 

 

 

2003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民主

解读 
管新华 公共管理学院 左用章 硕士 

【本校】 

【知网】 

2 
职业自我效能理论及其在大四

学生职业选择中的应用研究 
姜飞月 教育科学学院 郭本禹 硕士 

【本校】 

【知网】 

3 
20世纪初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

进程(1903–1927) 
谈凤霞 文学院 朱晓进 硕士 

【本校】 

【知网】 

4 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研究 康澄 外国语学院 张杰 硕士 
【本校】 

【知网】 

5 
与 Gross问题相关的亚纯函数

唯一性 
方彩云 

数学与计算机科

学学院 
陈怀惠 硕士 【本校】 

6 
直接甲醇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阳极催化剂的研究 
唐亚文 

化学与环境科学

学院 
陆天虹 硕士 

【本校】 

【知网】 

 

 

 

2004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论纲 蔡道通 公共管理学院  公丕祥 博士 

【本校】 

【知网】 

【国图】 

2 
乡村生活的道德文化智慧—

生活道德教育 
毕世响 教育科学学院 班华 博士 

【本校】 

【知网】 

【国图】 

3 
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理论与

实证研究 
丁道群 教育科学学院 叶浩生 博士 

【本校】 

【万方】 

【国图】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675800&metaData.lId=680281&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95
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_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87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2092122.nh&dbname=CMFD2002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62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2&filename=2002092023.nh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47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2092007.nh&dbname=CMFD2002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74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2&filename=2002092206.nh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9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96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2&filename=2002092046.nh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707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2091908.nh&dbname=CDFD2002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213418&metaData.lId=21791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95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2091919.nh&dbname=CDFD2002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656138&metaData.lId=660619&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2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496353.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82107&metaData.lId=486596&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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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法化、合理性与正义程序-

诉讼程序的哲学之维 
韩德明 法学院 李力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论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历史

命运 
赵明亮 公共管理学院 王立新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走向对话的课堂教学——小

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一种范式

研究 

王月芬 教育科学学院 郝京华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敦煌变文俗语词考释 邓鸥英 文学院 黄征 硕士 
【本校】 

【万方】 

5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诗性叙事 王 姝 文学院 杨洪承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6 
恐惧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的心路历程 
许书宏 社会发展学院  张连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博士论文题录】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论纲（蔡道通，2002年） 

论文作者：蔡道通 

指导老师：公丕祥教授 

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法学方向）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2年 

关键词：毛泽东；刑法哲学；刑事政策；刑罚；法制现代化；当代意义 

师生简介： 

 

 

著者：蔡道通，男，1966年生，江苏淮阴人。2002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常务副主编，江苏省“青蓝工程”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

教师，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选。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3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3070620.nh&dbname=CMFD2003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50008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4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3&filename=2003070636.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49990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5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3070868.nh&dbname=CMFD2003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49996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998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50013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1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3&filename=200307071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50012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5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3&filename=200307059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499850.aspx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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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公丕祥，男，1955年 1月生，江苏泗阳人，博士。南

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校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现任江苏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刑事法律思想、列宁的刑事法律思想、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中的辩证法思

想构成了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渊源。毛泽东的刑法哲学思想有其发展与成熟的标

志和轨迹。刑事法律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毛泽东刑事法律本体观的核心命题。正义与秩序是

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的基本价值内容，两类矛盾的学说与刑事政策思想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

合的思想是毛泽东刑事政策思想的内容。刑罚的本质是统治者用以保护统治秩序进行自我防

卫的一种法律手段。报应与教育构成刑罚基本的目的。保留死刑但杀人要少的死刑观、徒刑

观以及管制刑观的内容反映了毛泽东的刑罚目的观与刑罚功能观。不同制度的社会犯罪原因

是不同的，刑罚的本身以及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社会政策具有犯罪预防的作用，劳动改造

思想是毛泽东对罪犯改造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闪烁着辩

证法的光芒，并具有相应的历史地位。最后作者试图用法制现代化理论并用现代刑法的基本

理念诠释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认为我们必须确立科学的刑法理念、相应的犯罪

观、秩序观，在刑事政策的层面实行“抓大放小”。 

章节目录： 

引言 

第一章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概述 

第一节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第二节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 

第二章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的本体观与价值观  

第一节刑法哲学思想的本体观  

第二节刑法哲学思想的价值观  

第三章毛泽东的刑事政策观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毛泽东论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两类矛盾学说及其刑事政策思想 

第四节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第五节毛泽东的犯罪预防观 

第四章毛泽东的刑罚观 

第一节刑罚的本质  

第二节刑罚的功能——以死刑为对象的分析 

第三节刑罚的体系与种类  

第四节毛泽东的死刑观 

第五节毛泽东的徒刑与管制观 

第六节毛泽东的罪犯改造思想 

第五章毛泽东刑事法律思想的哲学意蕴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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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犯罪观的辩证法意蕴 

第二节刑罚思想的辩证法意义  

第三节刑事政策观的辩证法蕴涵  

第六章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的地位与贡献  

第二节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 

第七章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第一节中国法制现代化背景下的刑法基本理念  

第二节法制现代化语境中的犯罪与秩序理念  

第三节抓大放小：毛泽东刑事政策思想的当代启示  

第四节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融合：毛泽东艺术思想的刑事法治启迪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乡村生活的道德文化智慧（毕世响，2002年） 

论文作者：毕世响 

指导老师：班华教授 

学科专业：教育学原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2 年 

关键词：生活；乡村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场景；发现 

师生简介： 

 

 

著者：毕世响 ，男，1963年生，江苏沛县人，2002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与技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原理硕士点第一学科

带头人。中国教育学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

进会会员。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班华，男，1935年 8月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德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

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

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

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心理教育专

业委员会理事长等。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213418&metaData.lId=21791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2091908.nh&dbname=CDFD2002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7078
http://est.fjnu.edu.cn/_t259/39/ea/c4705a80362/page.htm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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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乡村生活的道德文化智慧 论文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法，以一所乡村小学作为研究的窗

口。透过这个窗口观察、体验、思考乡村生活与文化、农民的道德智慧、乡村人物的文化和

道德特征、教育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少年儿童在乡村文化下的德性成长，以及教育与少年

儿童生活的关系。把乡村生活和少年儿童的德性成长当作一个整体。 论文首先是看问题的

视角——躺下来看教育和站起来看教育，即从形而下入手，再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认为教育

是艺术，教育在于提升人的境界——道德与艺术的结合；建立生活本体论——人的生活有差

异，做人没有差异。儿童的道德教育不能偏离开他们实在的、整体的生活，人是在整体生活

中成长的。论文的主体是把具体的生活场景作为道德的生发，生活场景是道德的情境性存在，

道德教育就是用那样的方式自然流淌着。要将生活场景理解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所以，道德

教育在生活中的体现是道德文化，和道德智慧。说明人的生活和人本身都是文化。而道德文

化就是人与生活场景之间的相互交流。生活场景可以是人，可以是物，可以是一个具体事件，

可以是一个变化过程，还可以是一个生活观念；论文强调体悟，认为最大的道德就是忘掉道

德，倾听个人内心的声音，道德教育更在于教外别传——透过生活场景，发现背后的东西。

故而把发现作为德性的慧眼。 论文的写作方法采用夹叙夹议。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有四“观”

一矛盾：“生活”观，“世界”观，“人生”观，修养观。道德教育还有自戕的性质。论文中

体现的几对范畴是：传统——现代，文化——变迁，因人论世——因世论人，本土化——全

球化，落后——先进。 论文以农民生活和乡村生活的思考为主线贯穿，认为农村的集中意

义是自身蕃衍，农民是在内心讨生活，农民的宗教是生活宗教。 

章节目录： 

前言 

壹  躺下来看教育 

贰  教外别传 

叁  生活和教育 

肆  村庄 

伍  乡间生活 

陆  家庭 

柒  语言 

捌  少年儿童的生活 

玖  玩耍人生 

拾  教育 

拾壹  老师 

拾贰  学校 

拾叁  上学 

拾肆  婴幼儿养育 

拾伍  后六段小学 

拾陆  生活中的新与旧 

拾柒  农民生活及其变化 

拾捌  小学生和老师生活实录 

拾玖  站起来看教育——中国现代化教育的文化思考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656138&metaData.lId=660619&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2091919.nh&dbname=CDF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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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理论与实证研究（丁道群，2003年） 

论文作者：丁道群 

指导老师：叶浩生教授 

学科专业：基础心理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3年 

关键词：网络空间；人际互动；去抑制 

师生简介： 

 

 

著者：丁道群，男，1971年 2月生，湖南南县人，2003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国心

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湖

南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叶浩生，男，1955年 8月生，江苏徐州人，博士。曾任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心理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

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为广州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是一个全新的人际互动领域。从现实空间人际互动到网络空间人际

互动，是科技时代技术发展背景下人际交流与互动不断中介化的产物。本文以网络空间人际

互动的去抑制性特点为基础和线索，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网络空间人

际互动的最主要的心理和行为表现：自我呈现、多元自我体验与身份认同、人际信任等，同

时，对网络空间人际互动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也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在网络空间去抑

制性的环境下，人们通过收发电子邮件、网上聊天、电子论坛和建立个人主页来定义和呈现

自我，并表现出自我的多元性、语言性等特点。网络空间人际互动中，时空分离的现象导致

个人可能同时处于数个相当不同的经验框架，这种多元自我体验可能会导致一种多元与分裂

的自我身份认同。然而，在这种貌似多元化的所谓后现代的网络空间中，人们的人际信任似

乎尚停留追求统一和一致的现代性认识模式中。换句话说，在网络空间中，我们事实上体验

着一种既多元又统一的存在方式。这种多元与统一之间的张力，使我们游走于现实与网络之

间、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正是这种全新的存在体验和方式，给网络人际互动带来了无限的生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956
http://jky.hunnu.edu.cn/teachershow.aspx?id=305&pid=132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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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魅力，而且有可能成为人们寻求生命意义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作为一项拓展性的研

究，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在网络人际互

动中，通过何种情境和方式与他人互动，与什么样的对象互动，以及互动者自身的人格特质、

生活事件等，对网络成瘾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章节目录： 

1 前言 

1.1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1.2文献综述 

1.3研究构想  

1.4研究方法  

1.5本研究的结论 

2 人际互动：从现实空间到网络空间 

2.1技术的发展与人际互动的变迁：从直接到中介  

2.2网络空间简释  

2.3网络空间的心理特征 

2.4网络空间人际互动的形式与特征 

3 网络空间人际互动中的去抑制性 

3.1去抑制性与网络人际互动中的去抑制性  

3.2对网络空间人际互动中去抑制行为成因的解释 

3.3网络空间人际互动中去抑制行为的意义 

4 网络空间人际互动中的自我呈现 

4.1自我呈现的定义  

4.2自我在网络空间的呈现  

4.2.1个人主页与自我的呈现  

4.2.2网络聊天室和电子论坛以及网络互动游戏中的自我呈现 

4.3自我呈现与人的存在的语言性  

5 网络空间人际互动中的多元自我与身份认同 

5.1自我的形貌：从统一的自我到多元的自我 

5.2对网络空间多元自我的解释：一种社会建构论的观点 

5.3网络空间多元自我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5.4实证研究：多元自我体验与自我和谐度的相关分析   

6 网络空间的人际信任 

6.1信任概念的界定 

6.2网络空间多元自我认同中的信任问题 

6.3网络空间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建立 

6.4网络空间人际信任现状的调查分析 

6.5信任者个性特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人际亲密感与网络人际信任 

7 网络空间人际互动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7.1问题的提出  

7.2网络成瘾的概念及测量 

7.3网络人际互动情境、互动对象特点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7.4网络人际互动者的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7.5网络人际互动者的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7.6网络人际互动者人格特质、生活事件、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成瘾之间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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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总的小结 

结语 人际互动：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边缘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2005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思想与理

论研究 
杨莉萍 教育科学学院 叶浩生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2 唐代墓志词汇研究 姚美玲 文学院 董志翘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3 GGML空间互操作研究 张书亮 地理科学学院 闾国年 博士 【本校】 

 

1 论司法的政治功能 叶强 法学院 龚廷泰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竹林七贤偶像的形成与发展 韩猛 文学院 王青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近代江南双层地权研究 胡华 社会发展学院 经盛鸿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基于 RS、GIS和景观格局分

析的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 
张明阳 地理科学学院 谢志仁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杭州七纺蛛和虎文捕鸟蛛的

线粒全体序列研究 
邱扬 生命科学学院 宋大祥 硕士 

【本校】 

【知网】 

 

【博士论文题录】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思想与理论研究（杨莉萍，2004年） 

论文作者：杨莉萍 

指导老师：叶浩生教授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82107&metaData.lId=486596&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49635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24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06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4122730.nh&dbname=cdfd200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42349.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89664&metaData.lId=49415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11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5&filename=2004122720.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42337.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88944&metaData.lId=49343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53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8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4122960.nh&dbname=cmfd200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4255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4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4123458.nh&dbname=cmfd200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4293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18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4123383.nh&dbname=cmfd200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4247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83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5&filename=200412325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4264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9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4&filename=2004123054.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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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基础心理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4年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批判；建构；自我；话语；互动 

师生简介： 

 

 

著者：杨莉萍，女，1965年 9月生，湖北宜昌人。2004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心理学探新》编委，《心

理学报》审稿专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导师： 叶浩生，男，1955年 8月生，江苏徐州人，博士。曾

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心理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理论心理学与

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为广州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研究中

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现代心理学有许多基础信念：“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心理是对客观现实

的反映；心理通过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心理学因此得以借助言语、行为的中介了解或反推

人的心理；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图画；等等。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强烈要求消弭主客思维。它

认为，第一，主客体的分离和对立是一个错误。离开感知的心灵就没有任何存在，每个人都

生活在自己的经验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主客体统一的、经验的世界。第二，任何“反映”

都依赖于“反映者”的前理解。对任何对象的“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

所做的无前提的把握，而是在先有、先见、先把握中先行给定了的。第三，要用言语和行为

表达内心世界，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识别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但“心理”不同于物质，它

没有“大小”，没有“形状”，没有“重量”，我们实际上无法准确地区分和识别它们，更谈

不上对外“表达”。运用再先进的科技手段所测定的也只能是由心理变化所引起的生理变化，

对于心理的内容本身，任何先进的技术手段也无法直接测定或再现。第四，语言的“能指”

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语言不是对事物的表征，语言的意义来自生活游戏的约定。

社会建构论认为，心理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感觉

不仅是大脑的生理功能，更是“传统”的一部分。记忆不是个体内部的心理过程，而是一种

“社会事件”或“集体行为”，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情感并非人或有机体对于刺

激的“自然反应”，而是对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情感剧本”的表演。人的性别同样是社

会的建构物。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因此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从个体内在心理向外部的社会

建构过程转移。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对现代心理信念的批判，不是对后者的“证伪”，而是试

图说明，现代心理学对心理本质及规律的认识并不是客观的或惟一的“真理”。同样，社会

建构论并不认为自己对后现代心理信念的重构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是把它当成现代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705'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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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信念之外的“另一种建构”或“另一种可能性”。至于我们选择那一种建构或可能性，

不是根据它们的“真假”、“对错”，而应考虑它们分别将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发展和

心理生活的未来。 

章节目录： 

前言 

1  背景 

1.1  自我，在“饱和社会”里迷失 

1.2  现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发展的导引 

1.3  现代心理学的危机与困境 

2  生成 

2.1  社会建构论在知识社会学中的形成与发展 

2.2  社会建构论在心理学中的孕育与生成 

3  思想内核 

3.1  批判：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思想基础 

3.2  建构：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 

3.3  话语：社会借以实现建构的媒介 

3.4  互动：社会建构论思想在学科研究中的具体落实 

4  自我理论 

4.1  盘点：现代心理学中的“自我”概念 

4.2  批判：现代自我的坍塌 

4.3  让渡：后现代自我对现代自我的超越 

5  话语理论 

5.1  对“话语”的多种理解 

5.2  话语作为结构：对隐喻的研究 

5.3  话语作为结构：对叙事的研究 

5.4  话语作为过程：心理的社会建构 

6  讨论 

6.1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对现代主客思维的超越 

6.2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反实在论”还是“实在论”？ 

7  评价 

7.1  价值与启示 

7.2  问题与困难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唐代墓志词汇研究（姚美玲，2004年） 

论文作者：姚美玲 

指导老师：董志翘教授 

学科专业：漢語言文字學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89664&metaData.lId=49415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4122730.nh&dbname=cdfd200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4234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068


                             

 47                            【返回目录页】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4年 

关键词：唐代墓誌；校勘；口語詞彙；佛教詞彙 

师生简介： 

 

著者：姚美玲，女，1965年 1月生，山西运城人。2004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

汉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训诂学。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董志翘，男，1950年 8月生，浙江嘉兴人，博士，特

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

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副会长、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委员，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汉语史学报》编委，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集刊》

编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副主编。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唐代墓誌是久為研究者重視的資料。與史學界、考古學界對墓誌資料的研究相比，語言

學界對它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唐代墓誌作為漢語史研究的語料，主要特點有：一、語料

極其豐富。唐代墓誌總量累計已經超過七千方，文字數量已超過兩唐書的總和。二、語料真

實。墓誌文獻的載體為石頭，它比布帛更為堅固、持久，一經刊刻，便難以更改。三、難得

的“同時”語料。唐代墓誌刻於唐時，保存了當時文字之真跡，是用唐代資料研究唐代語言，

故十分可靠。在全面閱讀、校勘唐代墓誌文獻的基礎上，本文首次對唐代墓誌詞語進行了系

統研究。主要描寫了唐代墓誌字、詞、句的特點，歸納總結了墓誌文獻的特定句式，分類研

究了唐代墓誌中的口語詞彙、佛教詞彙和特色詞彙，考釋了《漢語大詞典》未收詞目三百餘

條，豐富了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內容。資料是研究的基礎。本文分析列舉了唐代墓誌錄文中

的百餘條錯誤，從文字、詞彙、句型等方面，總結了楷錄墓誌時容易出錯的典型例子，並運

用文字學、詞彙學、史學等知識對其校勘補正，確保了墓誌語料的真實性。 

章节目录： 

凡例 

前言 

第一章  唐代墓誌口語詞彙研究 

第一節  概況 

第二節  方言俗語詞釋 

第三節  口語稻謂詞釋 

第四節  同義詞组例釋 

第五節  生活用語散釋 

http://faculty.ecnu.edu.cn/s/1613/main.jspy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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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代墓誌佛教詞彙研究 

第一節  概況 

第二節  佛徒稱謂詞釋 

第三節  佛徒喪葬詞釋 

第四節  佛教名詞組釋 

第五節  佛教詞語散釋 

第三章  唐代墓誌特色詞彙研究 

第一節  特定句式 

第二節  家諜與國史類詞群 

第三節  誌石類詞群 

第四節  住所類詞群 

第五節  “禮也”釋讀 

第四章  唐代墓誌錄文校勘與辨僞 

第一節  錄文失誤類例 

第二節  標黠疑謨舉例 

第三節  錄文校勘篇例 

第四節  附錄辨偽篇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GGML 空间互操作研究（张书亮，2004年） 

论文作者：张书亮 

指导老师：闾国年教授 

学科专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4年 

关键词：空间 Web服务；GML；互操作；数据转换；WMS；WFS；Web服务 

师生简介： 

 

 

著者：张书亮，男，1974年 9月生，河南南阳人。2004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系主任，兼任全

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电力

信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学术兼职。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88944&metaData.lId=49343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5&filename=2004122720.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4233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114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912'
http://gis.njnu.edu.cn/sitefiles/services/cms/page.aspx?s=1&n=45&c=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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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闾国年，男，1961年 1月生，江苏海安人，博士，特聘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国

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南京师范大学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和地理信息科学江苏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教育部“跨世纪

优秀人才基金”获得者，江苏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人事部

百千万人才计划第一、第二层次人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二

层次培养对象、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随着 GIS应用的普遍和深入，GIS已成为空间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技术，并逐步融入 IT

主流成为搭载各种空间信息的集成性平台。但由于空间数据内容和来源的多样性、空间数据

模型和 GIS软件平台的差异性，当前的 GIS应用还是一个“黑箱系统”，造成了 GIS应用间

数据与功能共享的困难。鉴于此，研究 GIS的互操作技术，解决 GIS应用间互操作的瓶颈，

则成为目前 GIS研究中最具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的亮点。 作为 OGC核心的互操作规范，GML

起到了互操作框架体系“粘合剂”的作用，对于推动空间互操作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GML数据的增多，GML 相关工具产品的丰富以及 GML应用日益广泛的开展，都无不表明 GML

越来越多的被 GIS软件提供商、空间数据提供商和各种类型的用户所关注。GML开放而又简

洁的空间数据表达的优势，使得它不仅在空间数据的存储与转换方面表现出众，而且在空间

互操作方面也极具特色。 鉴于目前 GML3.0太过庞大；GML3.0应用模式的多样性，再次导

致数据共享困难；GML3.0的要素数据模型和传统的地物数据模型存在较大差异，造成 GML

数据转换与互操作的困难等 GML3.0所带来的空间互操作实现的缺陷，针对基于 GML3.0国家

空间数据交换与传输标准的制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本文基于 GML3.0，在研究 OGC的 WFS

规范和借鉴中国地理空间矢量交换格式 VCT的基础上提出了 GML3.0的专门标准 CGML。 通

过对空间转换互操作框架、开放式地理数据互操作规范与分布式异构数据库互操作框架、主

流GIS平台互操作产品与框架和ISO/TC211空间互操作服务体系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研究

和借鉴 OGC的空间 Web 服务互操作框架，提出了基于 CGML的空间服务互操作框架。并在此

基础上开展了 CGML互操作框架交互机制研究，基于 CGML的空间数据转换服务与实现研究和

基于 CGML的地图与要素服务与实现研究，并搭建了基于 CGML的空间互操作示范系统。本文

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空间互操作框架与共享集成现状。（2） 基于

GML3.0的专门标准 CGML。（3） 基于 CGML的空间 Web服务互操作框架与交互机制。（4） 基

于 CGML的空间数据转换服务。（5） 基于 CGML的地图与要素处理服务。（6） 基于 CGML的

空间 Web服务互操作应用示范系统。 

章节目录：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2  项目支撑 

1.3  地理信息共享技术与空间互操作研究进展 

1.4  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1.5  论文采用的技术路线 

1.6  论文研究内容与论文组织 

第二章  基于 GML3 的专门标准 CG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513'
http://gis.njnu.edu.cn/sitefiles/services/cms/page.aspx?s=1&n=45&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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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ML3.0 

2.2  基于 GML3.0的 CGML专门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2.3  CGML专门标准制定的可行性 

2.4  CGML标准 

第三章  空间互操作框架与共享集成的现状与发展 

3.1  基于空间数据转换的互操作框架 

3.2  开放式地理数据互操作规范与分布式异构数据库互操作框架 

3.3  主流 GIS平台互操作产品与框架 

3.4  ISO/TC211 的空间互操作服务体系结构 

3.5 空间互操作技术框架的发展规律与趋势 

第四章  基于空间服务的 CGML互操作框架 

4.1  Web 服务互操作技术 

4.2  OGC空间信息 Web服务互操作框架 

4.3  基于 Web服务的 CGML空间互操作框架 CGIFW(CGML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 

based web service) 

4.4  CGIFW框架的互操作特点 

第五章  CGIFW 互操作交互机制与应用系统 

5.1  Web 服务基础协议与互操作交互机制 

5.2  OGC的 Web 服务交互模型 

5.3  CGIFW互操作交互机制 

5.4  CGIFW应用系统 

第六章  CGML 数据转换服务 

6.1  CGML数据转换服务的内容、意义和特点 

6.2  CGML数据转换所涉及的几种常用 GIS 数据格式的分析 

6.3  基于最大公用转换模型的 CGML语义数据转换 

6.4  CGML数据转换服务注册与实现 

第七章  CGML 地图与要素处理服务 

7.1  OGC的 Web 服务体系与 Web服务互操作规范 

7.2  CGML的 WMS 与 WFS实现 

7.3  CGML的地图与要素处理客户端系统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8.1  论文研究结论 

8.2  论文研究成果与主要创新点 

8.3  论文研究中的局限性和可改进之处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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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民事执行权论 严仁群 法学院 李浩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2 可持续发展伦理研究 朱步楼 公共管理学院 王小锡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3 黄仲则研究 许隽超 文学院  钟振振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4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 何 平 文学院  朱晓进 博士 【本校】 

5 
城市管线网 GIS空间数据

模型研究 
姜永发 地理科学学院 闾国年 博士 

【本校】 

6 

针对 c-Met的重组腺病毒

介导的 siRNA 技术在肝癌

基因治疗中的实验研究 

张盛周 生命科学学院 李朝军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 
中国金融改革背景下的金

融约束 
成春林 商学院  许崇正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论中世纪城市的司法理念 李 婷 法学院 公丕祥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从公共领域到商业民主—

哈贝尔斯 
陈红桂 公共管理学院 徐强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专业搜索引擎分布式

Robot设计研究 
姜 杰 教育科学学院 杨晓江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休闲体育的社会发展观 石振国 体育科学学院  田雨普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6 
汉英双语网页资源中相同

事件文本对的提取 
许 超 文学院  陈小荷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7 望社研究 葛恒刚 文学院 陈书录 硕士 【本校】 

8 
试论中国中古良贱制度的

衰亡 
张文晶 社会发展学院 李天石 硕士 

【本校】 

【知网】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504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5150149.nh&dbname=cdfd200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083.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96992&metaData.lId=501481&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06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5150072.nh&dbname=cdfd200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100.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531714&metaData.lId=53620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8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4122698.nh&dbname=cdfd200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42378.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90764&metaData.lId=49525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934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60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578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6&filename=200615487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41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83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5149776.nh&dbname=cmfd200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80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64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5149452.nh&dbname=cmfd200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67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96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5148877.nh&dbname=cmfd200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44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87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5149811.nh&dbname=cmfd200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22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49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515005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43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502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5149880.nh&dbname=cmfd200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39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856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44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5149986.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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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 

9 
粗糙集理论及其在入侵检

测中的应用研究 
武志峰 

数学与计算机

科学学院  
吉根林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0 
稀土金属铁氰化物修饰电

极的制备及表征 
吴 萍 

化学与环境科

学学院 
蔡称心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1 
海面－地面系统虚拟试验

平台研究 
钟鹤翔 地理科学学院 谢志仁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2 

Plk通过与 p53的相互作

用参与 G2/M 期的转换调

控 

陈 洁 生命科学学院 李朝军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3 

抗菌肽 CM4在毕赤酵母中

的表达及产物抗真菌机理

研究 

张 杰 生命科学学院 张双全 硕士 【本校】 

14 

光纤法布里-珀罗干涉型

MEMS压力和温度传感器

研究 

李 明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王鸣 硕士 【本校】 

 

【博士论文题录】民事执行权论（严仁群，2005年） 

论文作者：严仁群 

指导老师：李浩教授 

学科专业：法学理论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5 年 

关键词：民事执行权；性质；分配；运行；控制 

师生简介： 

 

 

著者：严仁群，男，1967年生，江苏盐城人，2005年获得南京

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证据法、民

事执行法、司法制度。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210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96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5148965.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25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4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514973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76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7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514890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62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56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514881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96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931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462
http://law.nju.edu.cn/index.php?a=shows&catid=30&id=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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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李浩，男，1951年 11月生，江苏吴江人。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强制执行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

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会长，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民事执行权包含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判权。前者是行政性的，后者则是司法性的。无论

在量上还是在质上，任何一种执行权都是不可忽略的。它们也并没有融合成一个所谓的有机

体。有些学说忽略了某一种执行权，有的则实际是在主张第四种权力，却又未证明权力四分

法的合理性。 在分权理论下权力有多种分配模式。西方国家执行权分配体制的共性是司法

性执行权均由司法裁判人员行使，行政性人员仅能行使行政性执行权。此共性正契合分权理

论，也是分配执行权时应谨守的底线。我国的新执行体制中隐藏着两种执行权的混乱和扭曲，

它彰显了执行权的行政性，却实际忽略了司法性。我国的执行庭应该全部由执行员组成，处

理执行纠纷的法官可设置在民庭内。 关于执行权的运行模式，推行当事人主义将使债权人

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至少对于行政性执行权而言我们应该继续采用职权主义模式，执行机

构的程序选择权与债权人的处分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关于执行权的强制性运行与保护性运

行，我们务必对恶意债务人科以严厉的制裁，同时又基于人道原则给予债务人必要的保护。

在执行权的运行效率方面，存在着全球性的执行困境。要提高执行效率，应让执行权主体承

担起有限的获取信息责任，应令债务人切实承担合作义务，应允许民间机构在一定范围内发

挥其独特的作用。 建立对执行权的执行程序内控权机制的关键是赋予当事人、第三人诉权。

没有诉权相对应的执行裁判权是专断的。传统诉权理论只具有实体性，它忽视了基于程序争

端的诉权。执行程序内控权的基本方法是：以司法性执行权制约行政性执行权，再以高阶司

法权制约低阶司法权。对执行权的执行程序外控制就是对执行权主体本身直接进行控制。对

执行员的控制应该从资格、行为准则、惩戒制度等几个方面入手。 

章节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民事执行权的性质 

第一节  民事执行权的边界 

第二节  二重权力说 

第三节  现有的几种定性 

第二章  民事执行权的配置 

第一节  权力分配的可能范式 

第二节  十国一地的执行权分配体制 

第三节  我国的选择 

第三章  民事执行权的运行 

第一节  民事执行权的运行模式 

第二节  强制行运行与保护性运行 

第三节  执行权运行的效率 

第四章  民事执行权的控制 

第一节  执行程序内控权的理论准备：引入诉权的理论逻辑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45'
http://law.njnu.edu.cn/szdw/2013-11/102914_950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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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诉权的配置与执行程序内的权力控制 

第三节  对执行权主体的执行程序外控制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可持续发展伦理研究（朱步楼，2005年） 

论文作者：朱步楼 

指导老师：王小锡教授 

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5 年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伦理；研究 

师生简介： 

 

 

著者： 朱步楼，男，1955年生，江苏盐城人，2005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现为江苏省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教授。 

 

 

导师： 王小锡，男，1951年 11月生，江苏溧阳人，哲学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

副会长，中国经济伦理学会会长，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

主席，江苏省伦理学会执行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

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经济伦

理学研究所所长，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

师大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

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并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和付诸实施，反映了世界各国对解决目前

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的迫切愿望，标志着人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走向深入。作为一

种理性的发展模式，要保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持续性，不仅要在实践中确立政策的基本导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96992&metaData.lId=501481&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5150149.nh&dbname=cdfd200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08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5045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3'
http://spa.njnu.edu.cn/show.asp?id=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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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更要建立起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反省、自我规范的机制。历史和现实进一步告诉

我们：随着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和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要在更加全面、深入的

层面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仅仅依赖技术、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

信念，建立相应的伦理机制。只有以伦理信念为基础，以伦理机制为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实施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本研究从传统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

点和方法入手，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依据，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角度，讨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确立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尝试对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本质、内

涵和手段进行分析，初步确立起一个有关可持续发展伦理体系的框架模式。论文逻辑结构或

框架安排按照“总—分—总”的逻辑次序展开，主要观点包括：提出“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

一种新型伦理观”的基本结论；提出可持续发展伦理“三维度”和“三价值”的对称性分析

框架；在生态伦理和代际伦理之外，首次提出域际伦理的概念及分析体系；从制度创新的角

度提出我国可持续发展伦理的实现模式。 

章节目录： 

导论 

第一章  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伦理是一种新型伦理观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伦理分析框架 

第三节  和谐：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本质要求 

第二章  “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视角 

第一节  尊重自然：生态伦理思想的提出 

第二节  生态伦理理论的主要派别 

第三节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 

第四节  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规范 

第三章  关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代际伦理视角 

第一节  代际伦理：可持续发展伦理的重要基础 

第二节  代际公平：代际伦理的价值追求 

第三节  代际伦理的实现 

第四章  追求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域际伦理视角 

第一节  域际伦理与环境公平 

第二节  全球化进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 

第三节  一国发展进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 

第五章  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伦理的必然选择 

第一节  基于伦理价值的政策创新：国际与国内视野 

第二节  组织创新：可持续发展伦理实现的重要保障 

第三节  法制创新：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法律制度安排 

第四节  产业创新：企业的环境伦理责任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531714&metaData.lId=53620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5150072.nh&dbname=cdfd200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0110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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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题录】黄仲则研究（许隽超，2004 年） 

论文作者：许隽超 

指导老师：钟振振教授 

学科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4 年 

关键词：黄仲则；盛世寒士；诗人之诗；唐音 

师生简介： 

 

 

著者：许隽超，男，1969年 12月生，黑龙江哈尔滨人。2004

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黑龙

江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韵文

学会会员，黑龙江省红楼梦学会理事，黑龙江省古籍保护专家

委员会委员。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钟振振，男，1950年 3月生，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韵文学会会

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美国

中华楹联学会学术顾问等。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新浪博客】 

中文摘要： 

本论文以清人黄仲则及其诗歌为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外对黄仲则及其诗歌的研究尚属薄

弱，没有一部有关黄仲则及其诗歌的研究专著，为数不多的论文也仅是对其诗歌某一题材或

总体风格的概论，同其诗歌的地位和影响很不相称。本论文以描述与论述、感性与知性相结

合的方法，将黄仲则及其诗歌置于乾隆诗坛的大背景来考察，力图准确把握黄仲则“诗人之

诗”的审美特质及其在清诗史上的特殊地位。本论文第一章在描述黄仲则生平际遇的基础上，

着力探讨其盛世寒士的性格特征及其成因。第二章分析其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重点是感愤

诗和恋情诗。第三章分别从基调、意象和语言等方面分析其诗歌的审美特质。第四章以“诗

人之诗”为切入点，将其诗歌分别与袁枚、洪亮吉、黎简的诗歌作了有针对性的比较，以阐

发其诗歌感情真挚、才情焕发的特质。第五章论述黄仲则诗歌的认识意义。黄仲则是中国古

代落魄文人的代表，其遭遇是盛世中无数科场失利、沉沦不偶者的缩影，在“宋调”弥漫的

乾隆诗坛，他以清纯的“唐音”独树一帜，其人其诗均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附录《黄仲则

北上京师缘由考略》和《黄仲则佣书四库身份考略》，前者考察了黄仲则北上京师的相关背

景，揭出其北上的深层动因是欲占籍顺天以应举；后者揭示出他佣书四库的确切身份是“自

备资斧效力”的誊录生，厘正了前人和时贤似是而非的提法。 

章节目录： 

http://www.hlju.edu.cn/info/1018/1536.htm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41'
http://blog.sina.com.cn/zhongz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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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黄仲则的身世与性格 

一、时代背景：幸值右文代 

二、生平际遇：埋才当盛世 

三、性格特征：颠狂任天机 

四、结语 

第二章  黄仲则诗歌的主题取向 

一、黄仲则诗歌的分期 

二、百无一用是书生——寒士的感愤 

三、此生无分了相思——恋爱的哀歌 

四、万事不如知己乐——友情的渴望 

五、无山无我旧吟魂——浪游的豪情 

六、结语 

第三章  黄仲则诗歌的审美特质 

一、凄清俊拔的基调 

二、独特鲜明的意象 

三、明净工丽的语言 

四、结语 

第四章  黄仲则与乾隆诗坛 

一、乾隆诗坛的格局 

二、“诗人之诗”概念的界定 

三、与“才人之诗”的比较——以袁枚为中心 

四、与“学人之诗”的比较——以洪亮吉为中心 

五、与“诗人之诗”的比较——以黎简为中心 

六、结语 

第五章  黄仲则诗歌的认识意 

一、盛世寒士的缩影 

二、独树一帜的唐音 

三、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何平，2005年） 

论文作者：何平 

指导老师：朱晓进教授 

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5 年 

关键词：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功能性母题；母题构成和序列；文化和精神还乡；基本主题；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90764&metaData.lId=49525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4122698.nh&dbname=cdfd200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4237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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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题传衍 

师生简介： 

 

 

著者：何平，男，1968年生，江苏海安人，2005年获得南京师

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江苏省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南京市

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负责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省级研究

基地的日常工作。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导师：朱晓进，男，汉族，1956年 12月生，江苏泰州人。中国

民主促进会会员，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

大学副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中文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叶圣陶研究会

副会长，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会长，江

苏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本研究运用叙述学和主题学相关理论，选择现代小说“还乡”母题作为研究对象。全文

主体由五部分组成。第一、二部分将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分为现实还乡和精神还乡两种类

型，分别探讨他们的母题构成和序列；第三部分是针对现代作家选择还乡母题用意的研究，

是对第一、二部分还乡母题构成、序列与作家文化心理关系的考察；第四部分则进一步去思

考还乡母题构成、序列的文化内蕴，即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第五部分在前四

章研究的基础上，从母题传衍的角度分析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对中西“还乡”母题的选择和创

造性转化。具体的研究中，本文总结出现实和精神还乡两种类型，“还乡者启悟”、“还乡者

遇故旧”、“还乡者践行理想”、“还乡者歇隐乡里”、“还乡者复仇”和“还乡者‘一个人的抗

战’”六种母题构成模式，“离乡”——“还乡”——（“离乡”）、“幻得”——“幻失”两种

基本叙事序列以及“动荡、转型时代的现实图景”、“文化‘转换’与‘安置’中的中国经验

阐释”、“现代性寓意：故乡想象和身份问题”三个基本主题。 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创

新意义在于，它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一次对于母题研究的边界作出了清晰的厘定，同时提

供了比较纯正的母题研究范式。因此，本研究的五章内容，从母题的构成和序列到作家用意、

基本主题、母题嬗变正是母题研究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母题这个文

学单位既是现代小说文本中可以识别出来的“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

同时也是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经验模式和心灵记忆的完形和积淀。基于这样的认

识，本研究的母题恰恰成为文本的内部构成和外部语境之间的中介。选择“母题”作为研究

的视角，向外可以观察到现代小说中的“还乡”和 20世纪中国现实、文化转型的语境，和

现代中国人心灵世界之间的关系；向内，则可以进入到文本的内部构成，思考现代作家如何

通过母题的组合和排列，讲述这些“还乡”故事的。不仅如此，以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

为个案的研究所涉及的是整个现代文学对古典和异域文学传统的记忆、遗忘以及创造性的转

化。在这个问题上，母题视角显示了其他研究视角难以替代的优势。 

章节目录：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051'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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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从母题的角度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 

一、母题和功能性母题 

二、母题的结构原则和母题链 

三、文化母题的积淀与传衍 

四、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现状 

第一章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构成模式和基本叙事序列 

一、还乡的启动：还乡的发生和原因 

二、还乡的实现：还乡者在故乡的不同状态 

三、还乡的终结：还乡者的命运 

第二章 现代小说文化还乡和精神还乡研究 

一、返回原初与走向边境 

二、回归中重建乡土中国历史 

三、一个人的故乡 

第三章 扎根、除根、失根和寻根 

一、“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二、“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 

第四章 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还乡故事讲述 

一、动荡、转型时代的现实图景 

二、“转换”与“安置”中的中国经验阐释 

三、现代性寓意：故乡想象和身份问题 

第五章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创造性“转换”和“安置” 

一、中国古典文学还乡母题原型及其传衍 

二、西方文学还乡母题原型及其流变 

三、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 

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城市管线网 GIS 空间数据模型研究（姜永发，2005年） 

论文作者：姜永发 

指导老师：闾国年教授 

学科专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5 年 

关键词：管线网 GIS；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领域层数据模型；行业层数据模型；空间拓扑；

地理计算；空间分析；共享与互操作 

师生简介：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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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姜永发，男，1972年生，浙江金华人，2005年获得南京师

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在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工作。主

要从事 GIS应用和虚拟现实技术研究。 

 

 

 

 

导师：闾国年，男，1961年 1月生，江苏海安人，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国家重点

学科带头人，南京师范大学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地

理信息科学江苏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

才基金”获得者，江苏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人事部百千万人

才计划第一、第二层次人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

对象、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南京师范大学首批特聘教授。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随着城市信息化步伐的快速推进，作为城市生命线的市政管线网部门借助 GIS技术纷纷

建立了各自的企业级 GIS管理信息系统。然而，已经建立的或将要建立的系统暴露出诸多问

题和亟待解决的技术障碍。基于不同平台的专业管线 GIS系统使用生命周期短，各系统之间

的数据共享性差；综合管线系统被迫丢失数据信息尤其是属性信息的概化等一系列问题，导

致专业管线与综合管线都成为“信息孤岛”。因此，数据与功能的共享难题已是目前管线网

GIS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瓶颈”。为实现城市管线网 GIS的共享，除了解决异构多源

数据的转换与无缝存取、跨平台图元的交互读取等关键技术之外，针对管线网领域特色，作

者分析与借鉴了国内外与管线网有关的数据模型，从底层设计出基于要素与网络模型双重结

构为元模型的管线网 GIS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模型分成领域层与行业层两部分，领域层模

型体现管线网领域共有特色，保持相对稳定，行业层模型自定义空间大。一体化模型支持下

的管线网共享集成平台成为新旧管线网系统的改造、再造与制造的“加工厂”，包括遗产系

统实行重构、原型系统快速搭建、互操作环境等实现数据与功能的互操作。本文重点研究的

内容包括：（1）基于领域层(Domain Layer)与行业层(Industry Layer)两级架构的一体化空

间数据模型（2）基于拓扑单形与复形的城市管线网空间关系表达以及空间拓扑自动与半自

动构建（3）一体化数据模型支持下的实现设备设施管理基础之上城市管线网 GIS地理计算

与新型空间分析（4）管线网共享集成平台框架下的管线网共享与互操作应用，包括管线网

遗产 GIS的重构、管线网行业 GIS原型系统的建立、管线网互操作环境构建 论文通过研究

取得以下成果：（1）提出与设计了城市管线网 GIS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在对管线网领域作

重新划分的基础上，在领域层提出了管点、管线的简单类与复杂类，构造了不包含管线网具

体设备设施的稳健的领域层数据模型，在行业层继承领域层数模型的同时设计具有各专业管

线特征的灵活的行业层数据模型，双层架构形成完整的一体化数据模型。（2）借鉴 ISO/TC211

主题规范，提出管线网有向拓扑单形与拓扑复形的概念和实现空间拓扑关系表达，实现管线

网自动与半自动空间拓扑关系的构建。（3）根据管线网几何形态的特殊性和 GIS空间分析的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513'
http://gis.njnu.edu.cn/sitefiles/services/cms/page.aspx?s=1&n=45&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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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引入图论代数与进化算法，在空间数据模型的支持下，重新定义了与管线网相关的多

种 GIS空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功能实现。本文提出的一体化数据模型成功地应用于南

京城市管线网共享集成平台的建设、丽水市综合管线 GIS系统、南京路灯管理地理信息系统、

南京排水规划 GIS等一系列研究课题与工程项目中。在实践中检验了数据模型的合理性、科

学性、可行性，同时利用系统建设过程中的反馈信息进一步完善了模型的内容。 

章节目录： 

第 1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2 城市管线网 GIS空间数据模型研究进展 

1.3 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1.4 论文采用的技术路线 

1.5 论文研究内容与论文组织 

第 2章 城市管线网 GIS共享集成与数据模型分析 

2.1 基于单个行业的管线网 GIS非共享集成模式 

2.2 基于行业领域与有限共享的管线网 GIS 集成模式 

2.3 主流 GIS平台管线网系统集成模式 

2.4 相关数据模型分析与在管线网 GIS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第 3章 城市管线网 GIS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 

3.1 GIS网络结构数据模型的数学基础 

3.2 管线网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的层级架构 

3.3 管线网领域层(Domain Layer)空间数据模型设计与表达 

3.4 管线网行业层(Industry Layer)空间数据模型设计与表达 

3.5 一体化模型与其它管线网相关 GIS数据模型的比较  

第 4章 城市管线网空间拓扑与数据结构 

4.1 管线网拓扑空间关系表达 

4.2 管线网自动与半自动空间拓扑关系的构建 

4.3 城市管线网 GIS一体化数据模型数据结构设计 

第 5章 城市管线网 GIS地理计算与空间分析 

5.1 城市管线网空间数据简化 

5.2 地理计算与 GIS地理计算 

5.3 基于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的管线网地理计算 

5.4 基于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的管线网空间分析 

5.5 基于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的城市管线网 GIS网络分析 

第 6章 基于一体化数据模型的管线网 GIS 共享与互操作应用 

6.1 基于一体化数据模型的多源数据交换与匹配 

6.2 基于一体化数据模型的管线网 GIS功能共享及互操作 

6.3 南京市城市管线网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共享集成平台 

第 7章 结论与展望 

7.1 论文研究结论与成果 

7.2 论文研究主要创新点 

7.3 论文研究中的局限性与可改进之处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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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题录】针对 c-Met 的重组腺病毒介导的 siRNA 技术在肝癌基因治疗中的实验研

究（张盛周，2005 年） 

论文作者：张盛周 

指导老师：李朝军教授 

学科专业：细胞生物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5 年 

关键词：肝细胞癌；c-Met；RNA干扰；基因治疗 

师生简介： 

 

 

著者： 张盛周，男，1970年 7月生，安徽宿松人，2005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安徽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细胞生物学会会员。主要研究

方向：动物细胞学与生理生化、细胞信号转导与动物生长发育。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李朝军，男，1966年 5月生，安徽阜阳人，博士。曾为

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南京大学

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细胞结构

与功能分会会长，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

国细胞生物学学会资深理事，江苏省发育生物学会名誉理事长。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已成为

我国第 2位恶性肿瘤致死原因，临床上迫切需要新的治疗方法。随着人们对肝癌发病机制的

深入认识和基因治疗技术的逐步成熟，肝癌的基因治疗已成为极有发展前景的治疗方法。 

c-Met 是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受体，属Ⅱ型跨膜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在多种肿瘤中过表

达，且具有组成性活性，与肿瘤的发生和恶化密切相关。我们及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c-M

et在30-50%的肝癌病例中过表达。我们用免疫印迹实验检测5种不同肝癌细胞系(BEL7402，

SMMC7721，HepG2，MHCC97-L和 HCCLM3)和 1种永生化的正常肝细胞系(LO2)，发现 c-Met 

在 MHCC97-L和 HCCLM3 细胞中表达量极高，是其它细胞系的 7-8倍，且具组成性酪氨酸磷酸

化。因而我们设想某些肝癌的发生与 c-Met过表达相关，下调 c-Met表达可能会抑制这些肝

癌细胞的生长和浸润。 RNA干扰(RNAi)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抑制基因表达技

术。腺病毒载体因具有感染细胞种类多、感染效率高、外源基因表达水平高且既适于体外又

适于体内研究等特点而被广泛用于基因治疗和临床试验中，本论文采用了腺病毒介导的 RNA

i技术来验证我们的设想。结果如下：1. 我们用细菌内同源重组的方法构建了针对 c-Met

的 siRNA表达重组腺病毒 AdH1-siRNA/met，RT-PCR和免疫印迹实验表明，AdH1-siRNA/met

http://biology.ahnu.edu.cn/dsfc/info/zhsz.htm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34'
http://med.nju.edu.cn/shizi_detail.asp?id=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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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特异性地使肝癌细胞 c-Met表达量下降 90%以上。2. MTT法表明，AdH1-siRNA/met能显

著抑制 MHCC97-L 和 HCCLM3细胞的活力，感染第 3天抑制率大于 30%，但其对 BEL7402，SM

MC7721，HepG2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较小，感染第 3天抑制率仅为 8-10%，对 LO2细胞的活

力则没有明显影响。3.细胞直接计数法显示，AdH1-siRNA/met可显著抑制 MHCC97-L 和 HCC

LM3细胞增殖，感染后的第 3天，与对照组相比，细胞增殖速率下降了 30%左右；软琼脂克

隆形成实验表明，AdH1-siRNA/met可使 MHCC97-L和 HCCLM3细胞克隆形成能力分别下降约 7

0% 和 78%（P<0.01）；流式细胞术显示，AdH1-siRNA/met可使 MHCC97-L 细胞停留在 G1/G0

期。4. MHCC97-L细胞感染病毒 24 h后接种于裸鼠腹股沟皮下，6周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

对照组的 8只裸鼠全都长出了肿瘤，而实验组的 8只裸鼠中仅有 5只长出了肿瘤，而且长出

的肿瘤明显比空白对照组和空载对照组裸鼠长出的肿瘤小。取下肿瘤，称重并作统计学分析

后表明，实验组裸鼠肿瘤重量只有空载对照组的 41%(P<0.01)。基因治疗实验显示腺病毒 A

dH1-siRNA/met可显著抑制接种裸鼠的肝癌生长，在瘤内注射腺病毒 6次后，抑制率达 61%

左右。 5. 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可通过降低 E-cadherin的表达、促使β-catenin从细胞

膜进入细胞质和细胞核，以及提高 MMP2的活性等方式诱导 HepG2细胞离散性生长，增强 He

pG2细胞的浸润能力。AdH1-siRNA/met可明显抑制 HGF诱导 HepG2细胞离散性生长和浸润能

力。我们的结果表明，重组腺病毒介导的 siRNA 技术在体外和体内能有效地下调肝癌细胞 c

-Met的表达。下调 c-Met的表达可抑制 c-Met过表达的肝癌细胞的生长和浸润。c-Met可作

为肝癌病理诊断的一个标记分子和肝癌基因治疗的一个有效靶点。 

章节目录： 

第 1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2 城市管线网 GIS空间数据模型研究进展 

1.3 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1.4 论文采用的技术路线 

1.5 论文研究内容与论文组织 

第 2章 城市管线网 GIS共享集成与数据模型分析 

2.1 基于单个行业的管线网 GIS非共享集成模式 

2.2 基于行业领域与有限共享的管线网 GIS 集成模式 

2.3 主流 GIS平台管线网系统集成模式 

2.4 相关数据模型分析与在管线网 GIS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第 3章 城市管线网 GIS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 

3.1 GIS网络结构数据模型的数学基础 

3.2 管线网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的层级架构 

3.3 管线网领域层(Domain Layer)空间数据模型设计与表达 

3.4 管线网行业层(Industry Layer)空间数据模型设计与表达 

3.5 一体化模型与其它管线网相关 GIS数据模型的比较 

第 4章 城市管线网空间拓扑与数据结构 

4.1 管线网拓扑空间关系表达 

4.2 管线网自动与半自动空间拓扑关系的构建 

4.3 城市管线网 GIS一体化数据模型数据结构设计 

第 5章 城市管线网 GIS地理计算与空间分析 

5.1 城市管线网空间数据简化 

5.2 地理计算与 GIS地理计算 

5.3 基于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的管线网地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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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基于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的管线网空间分析 

5.5 基于一体化空间数据模型的城市管线网 GIS网络分析 

第 6章 基于一体化数据模型的管线网 GIS 共享与互操作应用 

6.1 基于一体化数据模型的多源数据交换与匹配 

6.2 基于一体化数据模型的管线网 GIS功能共享及互操作 

6.3 南京市城市管线网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共享集成平台 

第 7章 结论与展望 

7.1 论文研究结论与成果 

7.2 论文研究主要创新点 

7.3 论文研究中的局限性与可改进之处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2007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改革精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案例研究 
高水红 教育科学学院 吴康宁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2 
两《唐书》列传部分词汇比较

研究 
刘传鸿 文学院 董志翘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3 
物种多样性对栖息地毁坏时空

异质性的响应机制研究 
刘会玉 地理科学学院  林振山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谷胱甘肽 S-转移酶 P1调控细

菌感染炎症反应中 MAPKs和

NF-κB信号通路的研究 

吴一凡 生命科学学院  殷志敏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1 我国教育伦理建设之应然 糜海波 公共管理学院 刘云林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商业生态

系统研究 
李家俊 商学院 蒋伏心 硕士 

【本校】 

【知网】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26499&metaData.lId=430980&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6&filename=200615487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41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5780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731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6154770.nh&dbname=CDFD200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398.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545519&metaData.lId=550008&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07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6154820.nh&dbname=CDFD200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469.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545449&metaData.lId=549938&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82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6&filename=200615481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41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87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6&filename=200615487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415.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426480&metaData.lId=430961&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37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615370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7999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715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6154117.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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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 

3 
法官角色转换：理论与经验的

双重考查 
方乐 法学院 公丕祥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我国城市社区健身环境评价体

系的研究 
宋杰 体育科学学院 孙庆祝 硕士 

【本校】 

【万方】 

5 《水经注疏》校札 王勇 文学院 吴新江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6 
缱绻与决绝--现代书话的产生

及其文学史意义 
赵普光 文学院  杨洪承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7 
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及改进对

策 
邹举 

新闻与传播学

院 
顾理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8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戏曲研究

----以平、津、沪、宁地区为

主要范例 

管尔东 社会发展学院 经盛鸿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9 
微扰 QCD因子化方法与 B→ρ

η'衰变研究 
刘新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肖振军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0 
不同形貌的金属和钨酸盐纳米

粒子的制备和性质研究 
周萍 

化学与环境科

学学院  
包建春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1 

能源流的空间结构与形成机制

研究——以我国石油资源流为

例 

郝丽莎 地理科学学院  赵媛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2 
面向移动空间定位的多网络嵌

入式数据处理与传输 
叶春 地理科学学院 盛业华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博士论文题录】改革精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案例研究（高水红，2006年） 

论文作者：高水红 

指导老师：吴康宁教授 

学科专业：教育学原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6 年 

关键词： 课程改革；法定知识；社会行动者；延迟批判；合法化的延伸 

师生简介：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044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91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6153640.nh&dbname=CMFD200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065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361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7993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51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6154341.nh&dbname=CMFD200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15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43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6154256.nh&dbname=CMFD200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059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97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6153885.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11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03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6153245.nh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6153245.nh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17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615432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02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50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615457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094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17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615436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080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98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6&filename=200615396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0981.aspx


                             

 66                            【返回目录页】 

 

 

著者：高水红，女，1978年 2月生，江苏海门人，2006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

中心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员。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吴康宁，男，1954年 5月生，江苏扬州人，教授，博

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任教育

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规划组成员。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对“法定知识”通常的解释框架是“阶级”和“意识形态”，即课程所具备的阶级属性

和内隐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来对应教育的不平等，以及知识和国家权力联姻后的控制特

征。本研究从行动者角度出发，试图关注：受各种现实力量作用的行动者，在“法定知识”

之“法”的确立与“定”的过程中，对其形成怎样的作用力？这构成论文的核心问题。具体

而言：一方面，是否存在一些不能以“国家控制”、“阶级再生产”来概括的力量与方式随着

行动者涉入了课程改革的价值确立与实践过程中？另一方面，行动者们在改革过程中究竟如

何使自己的表达与实践得以可能？这又反过来形成了怎样的课程文化与秩序空间？“法定知

识”通常是被政策制定者及其实践者们“先行”建构好的，只有在课程寻求变革的过程中，

这一建构过程及行动者们才会显形，因此本研究以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案例展

开分析与探讨。试图凸显行动者视角——从其言说、意识、意志与实践中——将社会因素及

其关系展开。研究者认为社会因素只有融注在有血有肉的行动者后，对课程知识的作用才更

为真实、更具整合性与穿透力。社会行动者处于各种力量的作用中，从社会行动者的视野展

开分析，需要在更为动态及复杂的层面去探讨，行动者是多源的、多层面的、多向度的。这

里既有控制与再生产的可能，亦有相反力量的冲撞；既有对已有秩序的屈服与妥协，亦有充

满激情与个性的困惑与努力；既有寻觅的坚持与异化，亦有变通的策略与智慧。其最终形成

的作用力也是多维的、丰富的，研究者认为：与其说形成了一股作用力，不如说形构了一个

充满张力与紧张的作用空间，由此导致知识的合法化力量的延伸与复杂化。本研究选择的立

场是延迟批判——如何在被批判与解构了的地方巧妙地坚持、思考并言说其可能性？在理论

与现实的碰撞中，在应然与实然的照面中，企图在“不得不如此”的现实困境处发现某种转

换、策略与可能性。这一方面源于行动者本身的丰富性，一方面为了秉持解构加重构的研究

使命。基于此，研究展开了改革行动者在政治秩序、观念秩序、市场秩序与合法化秩序中的

可能空间的探讨，并浮现出以下几组概念：个性力量与规范秩序、借口的政治学、隐蔽语本

与观念秩序、合法化的延伸。 

章节目录： 

引子 

导论问题与视角 

一  问题的凸显 

http://jky.njnu.edu.cn/xyjs/2010-9/090753_970319.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23'
http://www.csennu.com/html/2011/yjtd_052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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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有框架及其局 

三  立场选择：延迟批判 

四  资料来源 

五  研究者的担心 

第一章  社会行动者的视野 

一  现实何以可能：朝向建构主义的提问方式 

二  现代社会中的二律背反 

第二章  “借口”的政治学 

一  以“时代”的名义 

二  以“国家”的名义 

三  “借口”的政治学 

第三章  魂灵意识与观念秩序 

一  作为“魂灵”的素质教育 

二  大概念诱惑 

三  “理论”角色与意识形态 

四  一场争论：在真与假之外 

五  批评的可能空间 

第四章  合法化表达 

一  表达的坛场 

二  表达的视界 

三  表达的立场 

第五章  国家、市场与组织建制 

一  “教育部课程中心”的创建 

二  角色模糊与权力空间 

三  自我定位的演变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两《唐书》列传部分词汇比较研究（刘传鸿，2006年） 

论文作者：刘传鸿 

指导老师：董志翘教授 

学科专业：汉语言文字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6 年 

关键词：旧唐书；新唐书；用词比较；新词新义比较；释词 

师生简介：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545519&metaData.lId=550008&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6154770.nh&dbname=CDFD2006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7310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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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刘传鸿，男，1973年 3月生，安徽宣城人，2006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温州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董志翘，男，1950年 8月生，浙江嘉兴人，博士，特

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

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副会长、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委员，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汉语史学报》编委，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集刊》

编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副主编。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新唐書》與《舊唐書》為記載有唐一代歷史的兩部正史。二書雖然史實大致相同，語

言卻存在著較大差異。本文以二書史實相同而對應用詞不同為突破口，利用比較的方法，對

二書列傳部分的詞彙及相關内容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文章首先根據構詞音節的不同，分

四章對二書的單音詞對、雙音詞對、單雙音詞對及其他對應進行比較，初步展現二書列傳的

詞彙面貌，並以翔實的用例證實《新唐書》用詞多古僻難懂、《舊唐書》用詞相對通俗的用

詞特色，同時，為後文揭示二書的語料性質提供了依據。文章的第五章對二書的新詞新義進

行了描繪與比較。我們以《漢語大詞典》為參照，孜察了《漢語大詞典》以二書為首證或以

晚於二書用例為首證的詞語，並利用現代檢索工具對這些詞進行攷查，發掘其中的新詞新義。

在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揭示出二書新詞新義的異同及其所反映出的二書詞彙特色：《新唐書》

大量使用新詞，其數量遠多於《舊唐書》。這也是《新唐書》相對《舊唐書》晦澀難懂的重

要原因。在本章我們還聯繫前幾章對應用詞的比較結果，揭示出二書列傳的語料性質：《新

唐書》是帶有極强宋祁個性色彩的仿古性的文言作品，而《舊唐書》是文言發展到唐代正常

狀態下的文言作品。本文的最後一章，我們利用比較，攷證了二書中的部分詞語，它們均為

《大詞典》所誤釋。 

章节目录： 

緒論 

一、  兩《唐書》的編修 

二、  本論文的選題緣由、研究對象 

三、  本論文的研究目標及意義 

四、  本課题的研究現狀 

五、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與手段 

六、  論文總體結構 

第一章  單音詞對比較研究 

第一節  古今關係詞對比較 

http://hum.wzu.edu.cn/Art/Art_57/Art_57_1723.aspx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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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僻通關係詞對比較 

第三節  文白關係詞對比較 

第四節  新舊義關係詞對比較 

第五節  詞對用字攷察 

第二章  雙音詞對比較研究 

第一節  語素全同詞對比較 

第二節  語素全異詞對比較 

第三節  語素部分相同詞對比較 

第三章  單、雙音詞對比較研究 

第一節  《新》單《舊》雙詞對比較 

第二節  《新》雙《舊》單詞對比較 

第四章  其他對應比較研究 

第一節  包含三音詞的詞對比較 

第二節  四音詞對比較 

第三節  雙音詞與三音及以上自由短語對應比較 

第五章  新詞新義比較研究 

第一節  《新唐書》新詞新義概貌 

第二節  《舊唐書》新詞新義概貌 

第三節  新詞新義比較分析 

第四節  由新詞新義及其他比較看二書的語料 

第六章  兩《唐書》比較釋詞 

結語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物种多样性对栖息地毁坏时空异质性的响应机制研究（刘会玉，2006年） 

论文作者：刘会玉 

指导老师：林振山教授 

学科专业：自然地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6 年 

关键词：物种多样性；生境毁坏；时空异质性；非自治；元胞自动机；分形；生物保护 

师生简介：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545449&metaData.lId=549938&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2006154820.nh&dbname=CDFD200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46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4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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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刘会玉，女，1978年生，湖南辰溪人，2006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

授。主要从事生态-环境-气候建模，入侵生态学和全球变化生

态学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林振山，男，1955年 7月生，福建仙游人，博士，美

国 UNM生态专业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江苏“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

对象。教育部高职高专环境与气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

地理学会理事、计量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湿地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统计气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江苏省分会副

理事长，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委员。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生境丧失和破碎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过去的 200

年里，生境毁坏和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达到了史上最大。生境毁坏的日益增长使得生态系统

对生境毁坏响应的研究愈显重要，并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快速的发展。尽管国内外利用集合

种群模型大量模拟了生境毁坏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该类研究，无论

是空间隐含模式或者是空间显含模式，主要开展的是人类活动所引起的瞬间毁坏对物种灭绝

和集合种群动态的影响，而没有综合地考虑生境毁坏的时间异质性、空间异质性和时空异质

性，并且没有一个统一的物种多样性指数来研究物种多样性对生境毁坏的响应。尽管已有研

究揭示出物种灭绝与生境毁坏有一定联系，然而并不能从机制上来研究物种灭绝究竟是由生

境毁坏还是竞争引起。因此，本文通过修改 Tilman的多物种竞争共存模式，提出了一个普

适的多物种竞争共存的非自治动力模型，模拟了不同性质和不同速度生境毁坏时间异质性对

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并将元胞自动机与分形相结合模拟了物种多样性对生境毁坏空间异质性

和时空异质性的响应；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用香农多样性指数来综合研究物种多样性对生境

毁坏时空异质性的响应；同时，在元胞自动机模拟基础上，研究了生境毁坏直接效应，间接

效应和竞争效应在生境毁坏时空异质性的影响下，对物种灭绝的影响。通过以上研究，得出

了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1）在生境毁坏下，除了存在强物种由强到弱的灭绝机制外，同样也

存在弱物种由弱到强的灭绝机制。同时，弱物种灭绝机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弱物种瞬间

集体灭绝，还有一种就是弱物种较长时间由弱到强的灭绝。在考虑空间因素下，物种灭绝也

分为强物种灭绝和弱物种灭绝，但是物种灭绝债务比较大，并且只有随机毁坏下，物种多样

性的响应特征与空间隐含模式下的相似。因此,物种灭绝的先后顺序不仅受集合种群结构的

影响，还受生境毁坏时空异质性的影响；2）生境毁坏速度越慢，在一定程度上越有利于弱

物种的长期续存，尤其是在高度破碎的生境中；3）强物种灭绝主要由生境毁坏引起，而弱

物种灭绝由竞争与生境毁坏共同决定；4）随机毁坏不利于强物种的续存，而边缘毁坏和中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096'
http://dky.njnu.edu.cn/teacherList.aspx?id=09299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493'
http://dky.njnu.edu.cn/teacherList.aspx?id=0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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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毁坏有利于 q较小的集合种群群落中弱物种的续存，而不利于 q较大的集合种群中的弱物

种的续存；5）q大的群落主要发生的是最强物种的灭绝，而 q小的群落则同时存在最弱和

最强物种的灭绝；6）物种多样性受生境毁坏时空异质性的影响比较显著；7）种群在毁坏的

生境中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 获取生境毁坏对种群动态影响的长期和大尺度的试验

的花费十分昂贵，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因而可靠信息的获取非常的困难。同时由于系统的

复杂性，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因此，集合种群的理论研究和试验操作之间存在很大

的差异，集合种群模型的的验证也成为国际上争论的焦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多个假

设下的预测结果，将以上的结论应用到具体的物种保护的管理中。 

章节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研究方法 

第三章物种多样性对生境毁坏时间异质性的响应 

第四章物种多样性对生境毁坏空间异质性的响应 

第五章物种多样性对生境毁坏时空异质性的响应 

第六章检验与讨论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谷胱甘肽 S-转移酶 P1 调控细菌感染炎症反应中 MAPKs 和 NF-κB 信号通

路的研究（吴一凡，2006年） 

详细信息参见“南京师范大学历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奖及提名论文” 

 

 

 

2008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研究 王进芬 公共管理学院 俞良早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2 

乡村经济伦理的苏南图像──

一种跨学科视野中的“乡村道德

知识”探究 

王露璐 公共管理学院 王小锡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3 大学教师任用制度研究 缪榕楠 教育科学学院 胡建华 博士 
【本校】 

【知网】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6&filename=200615481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8141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6823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30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7&filename=200710935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9028.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750291&metaData.lId=754772&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43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7&filename=200710934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9006.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749911&metaData.lId=754392&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13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7&filename=2007109418.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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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万方】 

【国图】 

4 
基于DEM地形指数的尺度效应与

尺度转换 
杨  昕 地理科学学院 汤国安 博士 【本校】 

5 
鲸类MHC基因的序列变异和进化

研究 
徐士霞 生命科学学院 杨光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1 
不同注意条件下感数和计数的

ERP研究 
徐晓东  教育科学学院 刘昌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翻译研究中的意向性问题 周晓梅  外国语学院 吕俊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艺术终结的观念研究 周  渝  美术学院 盛梅冰 硕士 【本校】 

4 
南京审判研究－－以南京大屠

杀案为论述中心  
严海建  社会发展学院 张连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一类抛物型和椭圆型方程（组）

解的结构研究  
崔周进 

数学与计算机科

学学院 
杨作东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6 
DEM元分维模型的构建方法与应

用研究 
周  侗  地理科学学院 龙毅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7 
传导性电磁干扰噪声诊断与抑

制综合方法研究 
沈雪梅 

电气与自动化工

程学院 
赵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8 
光纤MEMS法布里-珀罗压力传感

器的解调和复用 
倪小琦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王鸣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9 
直投式瑞士乳杆菌发酵剂的制

备 
刘  丹  金陵女子学院   潘道东 硕士 

【本校】 

【博士论文题录】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研究（王进芬，2007年） 

论文作者：王进芬 

指导老师：俞良早教授 

学科专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7 年 

关键词：列宁；共产党；执政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8960.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752961&metaData.lId=757442&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406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49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7&filename=2007109376.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8951.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750673&metaData.lId=755154&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71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7&filename=200710785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873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55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7&filename=2007107975.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781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971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27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7&filename=2007107935.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766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09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7&filename=200710768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842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35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7&filename=200710822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794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01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7&filename=200710876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710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05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7&filename=200710800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731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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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简介： 

 

 

著者：王进芬，女，1967年 10月生，河南新乡人，2007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工作和列

宁思想、执政党建设等问题的研究工作。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导师：俞良早，男，1951年 7月生，湖北汉阳人。南京师范大

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国家重点学科首席带头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负责人，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马列科社学科评审组专

家，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常

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科学社会主义

学会理事，江苏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顾问。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在领导俄共（布）夺取和执掌政权的过程中，列宁围绕共产党要不要执政、为谁执政、

如何执政、怎样才能执好政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构成列宁共产党

执政思想。本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历史文献、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归纳分析等方法，结合俄共（布）的执政实践，对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进行研究。研究

内容包括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形成的背景、列宁关于共产党执政的思想主张，列宁共产党执

政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启示。研究重点是列宁关于共产党执政的思想主张。包括列宁关

于俄共（布）必须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想、列宁关于共产党执政本质在于人民群

众管理国家的思想、列宁关于实现执政党党内民主决策的思想、列宁关于党政职能分开和实

现依法执政的思想、列宁关于协调执政党与其它阶级、阶层关系的思想、列宁关于执政党争

取群众认同与支持的思想、列宁关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思想、列宁关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

思想。这些思想主张是列宁对俄共（布）执政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也从不同层面深刻揭示

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列宁的共产党执政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先河，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章节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形成的背景 

一、  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二、  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三、  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第二章  俄共(布)必须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想 

一、  掌握政权是实现党的使命的必要政治条件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835'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71'
http://marx.njnu.edu.cn/show.asp?id=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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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党执政后必须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三、  党执政后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 

第三章  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在于人民群众管理国家 

一、  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在于人民群众管理国家 

二、  对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实现途径的探索 

三、  以人民的“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第四章  关于实现执政党党内民主决策的探索与尝试 

一、  保障党员对党内决策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二、  党内决策要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 

三、  党的高层实行集体决策，反对个人专断 

第五章  对党的执政方式的初步探索 

一、  从多党联合执掌政权到一党执政 

二、  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实行党政职能分开 

三、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执政 

第六章 执政党要协调与其他阶级、阶层的关系 

一、  对执政党争取其他阶级、阶层重要性的认识 

二、  对社会其他阶级、阶层特点的认识 

三、  协调执政党与其他阶级、阶层关系的基本主张 

第七章  巩固俄共(布)执政地位的探索和尝试 

一、  广大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石 

二、  提高党的执政本领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 

三、  改善苏维埃政权的国际生存环境是保持政权的重要保证 

第八章  关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思想 

一、  执政党要注重党员质量 

二、  执政党要保持团结和统一，反对派别活动 

三、  执政党必须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四、  执政党要敢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九章  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  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的历史地位 

二、  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启示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乡村经济伦理的苏南图像──一种跨学科视野中的“乡村道德知识”探

究（王露璐，2007 年） 

论文作者：王露璐 

指导老师：王小锡教授 

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750291&metaData.lId=754772&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7&filename=200710935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902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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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7 年 

关键词： 乡村；经济伦理；苏南；地方性道德知识 

师生简介： 

 

 

著者：王露璐，女，1969年 6月生，江苏南京人，2007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年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伦理学会秘书

长，江苏省伦理学会理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

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经济伦理学研究所副

所长，《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副主编。主要从事伦理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伦

理学原理、乡村伦理、经济伦理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道德观研

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王小锡，男，1951年 11月生，江苏溧阳人，哲学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副

会长，中国经济伦理学会会长，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江苏省伦理学会执行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

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经济伦理学研究所所

长，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大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考察乡村经济发展的伦理维度，至少包括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

面，一是揭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的伦理变迁，二是探寻伦理文化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推进与支

持或者抑制与阻碍。本文选择“苏南”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建立在跨学科的多维视角透视

和道德生活史基础上的道德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史料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整

理，提炼和梳理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历史传统和传承变迁过程，描述和分析了苏南乡村经

济伦理的实存状态及其双重作用，进而建构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地方性道德知识”。苏

南地区耕织结合、耕渔结合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较早开始的经营性农业的发展，以及吴文化勤

劳节俭、精明理性、阴柔秩序、崇文重教的伦理传统，使苏南传统乡村经济伦理在家族伦理、

交往伦理和劳动伦理等诸多方面呈现出自身的地域特色。近代以来，苏南乡村经济的发展突

破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乡村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苏南现代乡村经济伦理

也正是在传统乡村经济伦理的传承和变迁中生成的。“苏南模式”的形成、发展和“终结”

过程，体现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动力与阻力双重作用的并存。“新苏南模式”的产生，是一

种伦理精神的扬弃和超越，是基于理念创新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总体上看，在“承继传统”

与“吸收外来”的平衡中不断提升和优化的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给苏南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

强大的精神动力，并因此造就了苏南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不断延续的乡村经济发展的区域优

势。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874'
http://spa.njnu.edu.cn/show.asp?id=521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3'
http://spa.njnu.edu.cn/show.asp?id=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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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导论 建构作为“地方性道德知识”的苏南乡村经济伦理 

第一节  缘起与学术史考察 

第二节  经典理论及其应用路径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叙述框架 

第一章  中国乡村经济及其伦理向度 

第一节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般特征 

第二节  中国传统乡村经济伦理的主要面向 

第三节  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的互动关系 

第二章  历史与传统：苏南乡村经济伦理及其特色 

第一节  苏南：独特的地理区位与经济传统 

第二节  吴文化：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文化底蕴 

第三节  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传统特色 

第三章  传承与变迁：近代以来苏南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伦理演进 

第一节  重商主义经济价值观的初步形成(1840-1919) 

第二节  传统乡村经济伦理的震荡与冲击(1919-1949)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经济伦理观的交织(1949-1978) 

第四节  现代乡村经济伦理的生成(1978-) 

第四章  挑战与创新：苏南模式与新苏南模式的伦理之维 

第一节  苏南模式的伦理意蕴 

第二节  动力与阻力：苏南模式成功与“终结”的伦理因素 

第三节  扬弃与超越：新苏南模式的伦理支撑 

结语 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地域特殊性与普适可能性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大学教师任用制度研究（缪榕楠，2007年） 

论文作者：缪榕楠 

指导老师：胡建华教授 

学科专业：高等教育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7 年 

关键词：大学教师；不对称信息；激励；学术声誉；集体谈判 

师生简介：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749911&metaData.lId=754392&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7&filename=200710934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900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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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缪榕楠，男，1975年生，江苏如东人，2007年获得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苏省教育信息化中心副主任、

省电教馆副馆长。 

 

 

 

导师： 胡建华，男，1955年 6月生，江苏新沂人，博士，特聘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主要

从事高等教育学与比较高等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与中小学相比，大学作为一种组织类型最大的不同在于大学的学术性，而大学学术性的

保持和提升则主要受制于大学当中最重要的一类人——大学教师——的能力和水平，因此，

对于大学这样一种学术组织而言，如何构建一种较好的教师任用制度，关乎大学发展的持续

力和竞争力。 如果我们主要从大学内部运行的角度将大学教师任用过程再进行更为细致的

划分，可以把大学教师任用制度具体化为录用制度、晋升制度、评价制度、解聘与申诉制度。

由于新制度主义尤其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流派在制度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分析视角和解

释逻辑，倾向于从文化等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并且对制度的起源和变迁有着独特的

理解，因而用其从制度层面来分析大学教师这类知识群体的任用问题，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

性。 早在中世纪，获得学位就是具备学者行会成员资格最主要的条件；即便在 16至 18世

纪大学的寂寞与衰落时期，著述丰厚的学者也为大学管理者所青睐；而在当代，著名大学往

往注重从更高的学术标准和更广的空间范围上选拔大学教师，并充分利用外部评价。在当下

的我国，大学同样试图选拔优秀人才来充任大学教师，但大学教师录用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却随着教师候选人数量的增加而日益突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引发了较为严重的

“庸人积淀”效应和“二次流动”现象，因此，借鉴并完善大学教师录用中的试用期制度，

对于教师选任和人员流动秩序的规范有着积极的意义。 任何一种组织要想获得发展，必须

给予组织成员一定程度的激励，因此，大学教师晋升制度说到底就是一种对大学教师进行激

励的方式。在大学这样一种学术组织当中，传统的习俗是知识最多的人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因此，掌握更多的知识，甚至能够成为权威实际上是大学教师晋升的内部动力。就外部而言，

影响大学教师晋升的因素很多，但由于不同时期人们对大学的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各有侧重，

事实上导致了在不同价值观指导下的大学教师晋升制度设计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如果我们试

图纠正这些偏差，就必须在充分认识大学的组织特性和大学教师职业性质的基础上，遵循某

些制度设计的原则。 大学教师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必须进行甄别与评价。但与中小学不完

全相同，大学教师评价实际上主要是对其学术能力、学术水平以及学术道德的评价。由于在

大学当中不同领域和学科之间缺乏一致或公认的评价标准，并且知识本身也越来越具有高度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07'
http://jky.njnu.edu.cn/xyjs/2010-9/095639_936852.html


                             

 78                            【返回目录页】 

的不确定性，大学教师的学术评价事实上非常复杂。当下大学学术评价中盛行的量化法对这

种复杂性考虑不足，过度量化的倾向异化了量化法的初衷，并诱发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欺诈甚

至学术腐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质的评价标准——学术声誉评价——以弥补量化

法的缺陷，有着特殊的理论建构意义和实践纠偏功能。 大学教师职业从总体上说是稳定的，

尤其在中世纪，大学教师享有种种特权，以维护其职业安全，从而不断促进知识发展。但由

于大学与教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世俗力量的日渐强大，近代以来，激烈的宗教教

派（教义）纷争和剧烈的政治风云变幻使得大学教师的种种特权日趋衰微，职业安全常常面

临严重威胁。除了这类极端的情况之外，在各国大学当中，以各种理由或借口解聘大学教师

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在我国，随着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教师职业稳定性也开

始发生动摇，鉴于以上情况，建立教师个人的申诉制度，以及建基于团结权与争议权基础上

的集体谈判制度，对于大学教师合法权益的保障有着积极意义。 

章节目录： 

导言 

第一章  标准、程序与录用中的信息 

第一节  学者行会的成员资格 

第二节  当代的录用标准与程序 

第三节  录用中的信息 

第四节  试用期制度 

第二章  权威感与晋升中的激励 

第一节  教授权威的演变 

第二节  影响晋升的因素 

第三节  价值观与激励的偏差 

第四节  激励的原则 

第三章  量化法与学术声誉评价 

第一节  评价的复杂性 

第二节  学术评价中的量化法 

第三节  学术声誉：一种质的评价标准 

第四节  学术声誉评价制度 

第四章  职业安全与集体谈判制度 

第一节  大学教师的特权 

第二节  职业安全的威胁因素 

第三节  解聘与申诉 

第四节  集体谈判制度 

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基于 DEM地形指数的尺度效应与尺度转换（杨昕，2007年） 

论文作者：杨昕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752961&metaData.lId=757442&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7&filename=200710941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896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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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汤国安教授 

学科专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7 年 

关键词：DEM；地形指数；坡度；单位汇水面积；尺度效应；尺度转换 

师生简介： 

 

 

著者：杨昕，女，1976年 9月生，陕西西安人，2007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副教授。主要从事数字地形分析及 GIS空间分析方面的工作。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汤国安，男，1961年 6月生，浙江宁波人，博士。现

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政协

委员，民盟江苏省常委，民盟南京师范大学主委。主要从事地

理信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数字高程模型不确定性、基于 DEM

的数字地形分析、黄土地貌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DEM通过离散高程点表达连续变化的地面，必然受到各种尺度的约束，不同尺度 DEM对

地形表达的精细程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DEM及地形分析具有明显的尺度依赖性。随着 DEM

在地貌、地质、水文、土壤、规划等领域的广泛应用，DEM及地形分析中的尺度问题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重视。DEM水平分辨率是 DEM对地形表面逼近和地形分析的决定性变量。已有不

少研究证实，在土壤侵蚀模型、水文模拟以及太阳辐射模拟等应用中，DEM的水平分辨率对

模型应用极为敏感，给应用结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目前已有 4种尺度 DEM数据，

但是还不能满足所有应用需求，尤其在水文模拟中要获得高精度的大范围的 DEM数据不太现

实，如何从较粗分辨率的 DEM中获得较可靠的精细的地形参数信息，需要进行尺度转换。实

现尺度转换是解决 DEM 尺度问题的关键。然而，就地形因子而言，目前仍鲜见有效的尺度转

换模型，本文在深入分析地形指数尺度效应的基础上，构建尺度转换模型，实现地形指数的

尺度转换。 本研究以地形指数 TI（Topographic Index）作为研究对象。地形指数表达为 ，

它是基于邻域分析的坡度因子 和基于路径分析的单位汇水面积因子 （Specific Catchment 

Area）的复合函数，且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对其尺度效应及转换模型的研究实际上包含了

3种不同类型地形因子的尺度转换，可以为其它地形因子的尺度转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 

本研究以位于陕北绥德县的韭园沟流域为主实验区，以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其它地貌类型的

47个样区为辅助实验区。以国家制作的 1：1万比例尺、5米分辨率 DEM为数据源，在满足

国家标准的条件下，重采样生成一系列不同尺度的 DEM数据，作为尺度效应研究的数据基础。 

全文首先设计了 DEM地形分析尺度问题的概念框架，进一步界定了本研究的相关概念和研究

内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应用分析相结合，同时借鉴遥感、水文、土壤、

http://dky.njnu.edu.cn/teacherList.aspx?id=09311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508'
http://dky.njnu.edu.cn/teacherList.aspx?id=0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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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等相关领域尺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分别探讨了地形指数及其所包含的坡度、单位

汇水面积尺度效应及机理，并构建了相应的尺度转换模型，实现了地形指数的尺度转换。主

要内容及结论如下：（1）坡度的尺度效应及转换模型。逐点坡度具有尺度波动及坦化效应，

随着 DEM分辨率的降低，逐点坡度表现为局部的无序波动和整体的有序减小的统一。平均坡

度具有尺度坦化及分形效应。平均坡度随着 DEM 分辨率的降低逐渐减小，坡度与 DEM尺度之

间有存在幂函数关系。在一定的 DEM尺度范围内，平均坡度具有分形特征，分形模型可用于

进行尺度转换。分维值与分维系数反映了不同地貌特征。分维系数与地表起伏正相关；地貌

越复杂，地表的细节纹理越丰富，分维值越大。 依据坡度的坦化及分形特征，构建了坡度

的尺度转换模型。实验表明，转换模型能有效地实现坡度的尺度转换，经尺度下推后的坡度

在空间分布，坡谱曲线，均值方面与目标尺度基本一致。转换模型参数与地貌类型，地表复

杂程度相关，文中还给出了其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空间分布图。（2）单位汇水面积的尺度效应

及转换模型。汇水面积的临界值与 DEM尺度间有明确的比值关系，流域内任一点的汇水面积

与其所在流域位置之间存在指数函数关系。转换结果显示单位汇水面积在特征值及空间分布

上虽然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总体上与目标尺度下的特征基本一致，可以有效实现尺度转换。

（3）地形指数的尺度效应及转换模型 随着 DEM 分辨率的降低，地形指数的最小值逐渐增大，

最大值逐渐减小，数据有逐渐向平均值集中的趋势。在坡度和单位汇水面积的尺度转换基础

上，可实现地形指数的尺度转换。经尺度转换后，地形指数在特征值统计以及空间分布上均

与目标尺度基本一致。其中，地形指数的最小值、平均值、频率密度图以及空间分布图等都

与目标尺度吻合较好，而地形指数的最大值存在一定的误差。 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设计了 DEM地形分析尺度问题的概念框架，从 DEM数据尺度、DEM地形分析尺度效应

以及 DEM地形分析尺度转换三个方面系统地归纳了 DEM的尺度问题，明确了 DEM尺度的相关

概念及其内涵。（2）分别构建了地形指数及其所包含的坡度、单位汇水面积的尺度转换模型，

从 DEM地形分析中常用邻域分析、路径分析以及复合分析三个层面解决了 DEM地形分析中尺

度转换的技术方法。（3）首次提出了坡度的尺度域，并对其进行了量化表达。利用坡度递减

速率确定了坡度尺度变化的上限，利用标度不变性确定了坡度分形的尺度下限。对陕北黄土

高原不同地貌类型下坡度的尺度域进行了量化，尺度域与地貌类型、地表复杂程度显著相关。 

基于 DEM地形指数的尺度效应与尺度转换，是对 DEM地形分析尺度问题的深入探索，进一步

完善 DEM数字地形分析体系。同时，也为地理学空间尺度问题的研究提供可以借鉴的理论与

方法。其尺度效应的研究成果为各个地学模型在具体应用时，对计算结果的客观评价提供了

依据；其尺度转换模型为数据不充分条件下，获得符合尺度要求的地形参数提供了条件。 

章节目录：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2研究项目来源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1.4 研究的目标和意义 

1.5 研究内容及论文组织 

1.6 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 

第二章 研究基础 

2.1 实验区域 

2.2 实验数据 

2.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2.4 数据预处理 

第三章 坡度的尺度效应与尺度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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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本概念 

3.2 坡度的尺度效应 

3.3 坡度的尺度域 

3.4尺度转换模型 

3.5模型转换结果分析 

第四章 单位汇水面积的尺度效应与尺度转换 

4.1 基本概念 

4.2单位汇水面积的尺度效应 

4.3 尺度转换模型 

4.4模型转换结果分析 

第五章  地形指数的尺度效应与尺度转换 

5.1 基本概念 

5.2 地形指数的尺度效应 

5.3 地形指数的尺度转换模型 

5.4 结果评价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6.1 论文研究主要工作及结论 

6.2 论文的创新点 

6.3 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鲸类 MHC基因的序列变异和进化研究（徐士霞，2007 年） 

论文作者：徐士霞 

指导老师：杨光教授 

学科专业：动物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7 年 

关键词：MHC； 鲸类；序列变异；跨种进化；趋同进化；平衡选择 

师生简介： 

 

 

著者：徐士霞，女，1978年生，山东邹城人，2007年获得南京师

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运用比较基因组学探讨哺乳动物适应性进化机制。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406
http://sky.njnu.edu.cn/cn/shiziduiwu/xu-shi-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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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杨光，男，1968 年 8月生，四川芦山人，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333”工程第二次人选。兼

任动物学国家重点学科首席学科带头人，生物科学国家实验示范

中心主任。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基因是脊椎动物

体内与免疫功能密切相关的一个庞大的基因家族，在调节免疫系统识别自身和异物之间起着

重要的作用。MHC的变异反映种群内、种群间与进化相关的适应性过程，非常适合于研究进

化生态学和保护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本文分析了 13个鲸类物种经典的 MHC I类和 II类基因

（DRA和 DQB座位）第二外元（exon 2）的序列变异，包括假定的肽链结合区（peptide-binding 

region, PBR）。其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 195个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和 15

个白鱀豚（Lipotes vexillifer）3个 MHC座位的序列变异水平，同时也对另外 11种鲸类

51个个体的序列变异水平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希望能够深刻的了解这些 MHC 基因

在鲸类的变异水平，尤其关注那些由选择压力引起的序列变异。本研究首次系统地调查了

13个鲸类物种在适应性标记 MHC基因上的序列变异及进化关系，以期为鲸类适应海洋环境

与淡水环境提供一定的遗传基础。 通过 PCR 扩增，SSCP 分型，克隆和测序来分析 13种鲸

类 3个 MHC座位的序列变异水平，结果发现，DRA座位具有低的遗传变异，而 DQB和 MHC-I

座位则具有相当高的序列变异水平。每个个体均不多于两种 DRA序列，提示鲸类的 DRA座位

是单拷贝的基因。DQB 基因在江豚和白鱀豚中至少存在 3个座位，但在其他 11个种鲸类只

扩增出一个 DQB座位。MHC-I 基因则至少存在 3个座位。 系统发生关系重建揭示不同物种

的 MHC基因序列并不分别形成单系，而是相互混合在一起。在 3个 MHC座位均发现不同鲸类

之间共享等位基因。在 DQB和 MHC-I座位上，某些相同的等位基因序列被亲缘关系较近的物

种共享，提示跨种进化（trans-species evolution）模式的存在。然而，一些亲缘关系较

远的物种，如属于鼠豚科（Phocoenidae）的江豚和属于白鱀豚科（Lipotidae）的白鱀豚之

间也发现共享等位基因，则可以用趋同进化（convergent evolution）来解释，可能与它们

面临着相似的环境压力（如长江淡水环境）相关。相似或相同等位基因的趋同或跨种进化可

能是由平衡选择（balancing selection）来维持的，因为在 PBR区，非同义替代

（nonsynonymous substitution, dN）远远大于同义替代（synonymous substitution, dS）。

而对于 DRA座位而言，相同的等位基因序列不仅被江豚和白鱀豚所共享，还被其他的一些鲸

类物种共享，如 10个鲸类物种共享一个 DRA等位基因，提示 DRA等位基因非常保守，相同

的等位基因可能是祖先基因的保留，这些都提示跨种进化是 DRA基因主要的进化模式。此外，

在 DRA基因 PBR区，dN/dS的值小于 1，提示没有平衡选择作用于这个基因。 

章节目录： 

chapter1  introduction 

ⅰ  Overview of the adaptive marker: MH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ⅱ  Background, goal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dissertation 

chapter2  Sequence Variability and Evolution at Three MHC Loci of Finless 

Porpoises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748'
http://sky.njnu.edu.cn/cn/shiziduiwu/yang-guang


                             

 83                            【返回目录页】 

chapter3  High Similarity at Three MHC Loci between the Baiji and Finless 

Porpoise: Trans-species or Convergent Evolution? 

chapter4  Sequence Variability at Three Cetacean MHC Loci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2009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乡村社会巨变中的纠纷调解

机制研究 
董磊明 公共管理学院 王立新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2 

我国近代中学组织结构演变

研究：基于组织制度理论的

考察 

陈学军 教育科学学院 张新平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3 近代安徽族田研 王志龙 社会发展学院 慈鸿飞 博士 【本校】 

4 
二阶 Hamiltion系统与椭圆

边值问题解的存在性 
王智勇 

数学与计算机科

学学院 
张吉慧 博士 

【本校】 

【万方】 

【国图】 

5 
基于半分析模型的太湖水体

组分浓度遥感反演研究 
龚绍琦 地理科学学院 黄家柱 博士 【本校】 

6 
基于光线耦合的激光自混合

干涉效应 
周俊萍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王鸣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国图】 

 

1 
论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的趋同

及其限度 
张婧仪 法学院 龚廷泰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我国社

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洪光东 公共管理学院 王永贵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城市化背景下城郊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择校问题研究 
刘贤伟 教育科学学院 张乐天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750673&metaData.lId=755154&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7&filename=2007109376.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895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497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323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8&filename=200815175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1119.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827606&metaData.lId=1829227&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249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8&filename=2008153825.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1028.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324102&metaData.lId=132702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0901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183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1053.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2279260&metaData.lId=2278841&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0295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18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8&filename=200815176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0999.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168444&metaData.lId=1173324&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80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8&filename=200815238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020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907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7&filename=200710774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1773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100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8&filename=200815276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0735.aspx


                             

 84                            【返回目录页】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4 中国扇文化与扇艺术研究 杨祥民 美术学院 陈传席 硕士 【本校】 

5 
一类拟线性椭圆型方程（组）

解的存在性研究 
缪  清 

数学与计算机

科学学院 
杨作东 硕士 

【本校】 

【万方】 

6 

生物大分子对碳纳米管表面

的修饰及用于生物传感器的

构建 

刘姝娜 
化学与环境科

学学院 
蔡称心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7 

热休克蛋白 90与 TAK1相互

作用调节白介素-1β激活的

信号转导 

施丽君 生命科学学院 殷志敏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8 
支持异构 CAD 系统同步协同

的关键技术研究 
杨  君 

数学与计算机

科学学院 
窦万峰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博士论文题录】乡村社会巨变中的纠纷调解机制研究（董磊明，2008 年） 

论文作者：董磊明 

指导老师：王立新教授 

学科专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8 年 

关键词：纠纷调解；理性化；国家权力；社会变迁；共同体；秩序；现代性 

师生简介： 

 

 

著者：董磊明，男，1972年 11月生，江苏如皋人，2008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

授，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

理事。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王立新，男，1967年 2月生，江苏镇江人，法学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现为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副书记。主要从事政治改革

和政治发展比较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1955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1598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2890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219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8&filename=200815409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2899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225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9&filename=200815292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2935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217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9&filename=200815193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29332.aspx
http://casm.bnu.edu.cn/zktd/jydw/js/589.htm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06'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Mhb_VuPPTAhWBQI8KHYYQAeIQjRwIBw&url=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3d106&psig=AFQjCNEUrq3GwATOEfT514iJaR6i3JD8GA&ust=1494990705711442


                             

 85                            【返回目录页】 

基于对河南宋村所作的实地调查，本文较为系统的考察了乡村社会纠纷的大致样态、调

解机制的基本逻辑及变迁轨迹。进一步，本文透过这些内容加深了对巨变中的乡村社会、转

型期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理解。 本文指出，最近二十多年来，农民经济能力提高、相互

依存度降低、互动减少、理性化程度上升等因素导致纠纷发生的频次不断下降。纠纷的减少

未必说明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而是由于彼此间的期待降低，关系淡化，村庄共同关系、

合作与互助体系趋于瓦解，这是一种可怕的“貌合神离”。其结果之一是传统的内生的秩序

生产能力大为降低，村庄基本秩序的维持更加不得不依赖正式组织；而伴随着基层组织的权

威与行为能力的日益式微，黑恶势力的暗流开始出现，这又使村庄看起来似乎正在成为国家

权力和法律的不入之地。 通过对宋村纠纷调解实践的解读，本文看到，最近的 10多年，中

国农村正在发生着空前的巨变：村民正在走向高度的理性化，乡村共同体不断趋于解体，传

统的地方性规范式微，无法内生出权威和秩序；同时，日益具有现代性的农民正在和现代国

家日趋亲合。今天的乡村社会，已非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所能准确概括，它呈现

出“结构混乱”的态势，即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乡村面临着社会解组的危险。这种情况下，

乡村社会更需要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深入，需要国家加强基础性能力的建设。当前，型构出一

种新型的权力的文化网络，高效率的向乡村社会渗透，重塑基层权威主体来整合社会，是现

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 最后回到农村法律实践的领域，本文指出，乡村社会的结构混乱，

使得内生出了对普遍性规则的需求。在传统结构和规范几乎不能恢复的情况下，国家法律及

其所代表的国家权力虽然不能彻底改变结构混乱的局面，却可以遏止农村黑社会化的暗流，

保证基本的秩序与公正，促进新的稳定结构早日形成。 

章节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第二节  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 

第三节  农村纠纷调解研究的述评 

第二章  理性化的农民与非亲密化的村庄 

第一节  经济结构与日常生活 

第二节  家庭结构 

第三节  门子 

第四节  互助与合作 

第五节  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民生活的私密化 

第三章  村庄治理：行政后撤与政治渗入 

第一节  村组干部的概况 

第二节  公共品供给 

第三节  土地调整 

第四节  国家行政权力的“悬浮”与“坚守” 

第五节  政治牺牲行政 

第四章  纠纷的基本样态 

第一节  纠纷发生的频次及其变化 

第二节  家庭内部的纠纷 

第三节  家庭间纠纷 

第四节  与外村人的纠纷 

第五章  纠纷调解的基本逻辑及变迁机制 

第一节  原生型权威的调解与传统“力治”秩序 

第二节  村庄的理性化与次生型权威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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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黑恶势力的暗流与国家权力的不及之处 

第四节  乡村社会与国家法律的亲合 

第六章  结语 

第一节  貌合神离的乡村社会 

第二节  从覆盖到嵌入：国家与乡村 1949—2007 

第三节  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我国近代中学组织结构演变研究：基于组织制度理论的考察（陈学军，

2008年） 

论文作者：陈学军 

指导老师：张新平教授 

学科专业：教育学原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8 年 

关键词：近代中学；行政结构；性别结构；合法性； 

师生简介： 

 

 

著者：陈学军，男，1978年生，江苏兴化人，2008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与政策系系主任，副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教育领导基

本理论和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张新平，男，1964年 10月生，湖南沅江人，教育学博

士，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带头人，教育领导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兼

任全国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

分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管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教

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

理学院兼职教授，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客座教

授，《教育管理研究》与《中小学管理》杂志编委。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827606&metaData.lId=1829227&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8&filename=200815175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111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3231
http://jky.njnu.edu.cn/xyjs/2014-1/135128_472570.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32'
http://jky.njnu.edu.cn/xyjs/2014-1/135432_245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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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力图在组织制度理论的视角下，运用历史研究方式，对我国近代中学组织结构演

变的过程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回答“近代学校何以如此”这一在知识和思想方面都值得

关注的问题。 本文所要讨论的近代中学组织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组织行政结构与组织性别

结构。同时，为了解决“近代中学的出现”这一讨论近代中学组织结构的前提性问题，本文

又首先考察了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 就我国近代中学的出现，研究认为，它在认

知层面源自清末世界观的转变，即由华夏天下的世界转换为列国并立的世界。正是这种新的

世界观合法化了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催生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使得民族国家的构建被视为实

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而支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的各种信念或神话又直接或间接地使人们

理所当然地认为，教育是造就人才、实现国家所欲追求目标的重要工具，这便提出了建立现

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要求。由此，也有了近代中学的出现。 近代中学出现之后，其行政结构

经历了一个分化与整合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 1902至 1917 年，

在此阶段，从原先的“监学”中分化出“教务主任”一职；二是从 1918至 1932年，这一时

期，随着“训育主任”职务（或训育处）以及具有整合功能的会议制度的出现，近代中学的

分部制也逐渐形成并普遍扩散；三是从 1933至 1948年，此时在政府的规制下，一方面出现

了能够体现“教训合一”与“简化行政”原则的“教导主任”职务，另方面军训制度也在中

学中固定下来，从而形成中学行政组织上的并行系统。在原因上，近代中学行政结构的演变，

与学校规模增大所形成的协调压力有关。但规模因素既不能充分地说明个别行政单位（如军

训教官）的产生，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大多数中学都采纳三部制（教务处、训育处与事务

处）这种结构。结合历史情况，本研究认为，近代中学组织行政结构的形成与演变，在认知

层面根源于“德、智、体”这种教育构成观，其在 1920年代时间接地受到公共领域中各种

力量的建构性影响，而到 1930年代时则直接地受政府规制性制度与政策的影响。 在性别结

构方面，本文重点考察了近代中学男女共校这种组织形式的产生与发展。研究表明，晚清时

期，在民族主义与女权意识互构之下产生的女性“贤妻良母”形象，在传统规范内合法化了

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是女子教育以及后来的女子中学这种单性别组织产生的重要原因。新文

化运动时期的“男女共校”争议与实现，则与“男女平等”、“天赋人权”等伦理规范以及心

理学、生理学等科学知识的出现有关，它们以一种合力质疑了传统道德规范的正当性。而

1930年代初的新贤良主义的回流，因为传统“男女有别”的道德观念在中学男女同学问题

上，已经不再具有规范上的制约力，因此，它没有引发潮流性的“男女分校”现象。 借助

对近代中学组织结构演变过程的考察，本研究认为，就“近代学校何以如此”这个问题，可

以整理出两个思路：追求合理性与获得合法性。其中，合理性思路在说明某种学校组织形式

最初出现方面比较合适，而合法性思路在解释学校组织形式的普遍化方面则更为有力，它涉

及到认知合法性、规则合法性以及规范合法性三种机制。 

章节目录： 

1  导言 

1.1  成为主题的组织结构 

1.2  作为视角的制度理论 

1.3  纵向思考的历史方式 

1.4  论文分析的框架结构 

2  世界、族国与学校 

2.1  解释近代教育的视角 

2.2  从天下到世界的转变 

2.3  世界镜像之中的族国 

2.4  造就人才的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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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教育与中学 

3.1  教务长的出现：1902—1917 

3.2  分部制的形成：1918—1932 

3.3  规制下的变化：1933—1948 

3.4  结构的形式化 

4  道德、性别与组织 

4.1  传统规范内的变化 

4.2  源自新文化的反应 

4.3  贤妻良母主义回流 

4.4  道德、知识与组织 

5  结语：近代学校何以如此? 

5.1  合理性之追求 

5.2  合法性之获得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近代安徽族田研（王志龙，2008年） 

信息参见前面“南京师范大学历年全国优秀博士获奖及提名论文题录” 

 

【博士论文题录】二阶 Hamiltion 系统与椭圆边值问题解的存在性（王智勇，2008年） 

论文作者：王智勇 

指导老师：张吉慧教授 

学科专业：基础数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8 年 

关键词：周期解；二阶 Hamilton系统；P-Laplacian；局部超二次位势；次二次位势；吊桥

模型；正解；无穷区间；单调迭代技术 

师生简介：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324102&metaData.lId=132702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8&filename=2008153825.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102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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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王智勇，男，1979年生，江苏无锡人，2008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数学与统计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非线性泛函分析的研究。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张吉慧，男，1958年 2月生，甘肃西和人，博士。南京

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数学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及变分不等式方面的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本文综合运用临界点理论，拓扑度和单调迭代技术等非线性分析方法研究了二阶 Hamil

ton系统和椭圆边值问题解的存在性，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可解性和多重性结果，得到的主要

结果如下： 第一，借助于广义山路引理，我们证明了一类非自治的具有局部超二次位势的

二阶 Hamilton系统周期解的存在性定理。进一步，我们还利用鞍点定理得到了包含 p-Lapl

acian算子的一类非自治的具有次二次位势的二阶 Hamilton系统周期解的存在性定理。 第

二，我们使用局部环绕定理和鞍点定理，得到了一类四阶半线性椭圆边值问题弱解的存在性

定理。 第三，应用 Krasnoselskii不动点定理和锥上的不动点指标理论，我们研究了一类

非线性项包含一阶导数项的在无穷区间上的二阶微分方程边值问题正解的存在性。进一步，

我们还利用单调迭代技术，不但得到了二阶微分方程两点边值问题正解的存在性，还给出了

近似解的迭代方案。 

章节目录： 

第 1章绪论 

1.1综述 

1.2本文的目的与研究内容 

第 2章二阶 Hamilton 系统周期解的存在性 

2.1具有局部超二次位势的二阶非自治 Hamilton系统周期解的存在性 

2.2具有 p-Laplacian 算子的二阶非自治 Hamilton系统周期解的存在性 

第 3章一类四阶非线性椭圆边值问题解的存在性 

3.1引言  

3.2准备工作和主要结论 

3.3定理证明  

第 4章具有一阶导数项的一维拟线性边值问题正解的存在性 

4.1具有一阶导数项的一维拟线性边值问题在正半轴上正解的存在性 

4.2具有一阶导数项的一维 p-Laplacain边值问题迭代正解的存在性 

数字资源链接： 

http://web.nuist.edu.cn/stxy/show.aspx?id=32&det=0.800648883951847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77'
http://schools.njnu.edu.cn/math/person/jihui-zhang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sgIncufPTAhVBK48KHY1_C60QjRwIBw&url=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3d77&psig=AFQjCNFw4DyWllG7396uiIyv_bMY6D7XfQ&ust=149499098796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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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基于半分析模型的太湖水体组分浓度遥感反演研究（龚绍琦，2007年 12

月） 

论文作者：龚绍琦 

指导老师：黄家柱教授 

学科专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7年 12月 

关键词：太湖；光学特性；半分析模型；遥感；高光谱数据；中巴资源卫星 

师生简介： 

 

 

著者：龚绍琦，男，1979年生，江西上饶人，2007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与遥

感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卫星遥感的教学与科

研工作。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黄家柱，男，1945年 12月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师

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环境遥感分会副理

事长，江苏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环

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内陆水体遥感监测是当前国内外遥感研究热点和难点之一，而水体遥感监测的核心在于

水体遥感机理的研究。本文以太湖为例，通过野外实测和室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研

究水体藻类、非色素悬浮物和可溶性有机物（黄质）的吸收和散射特性，以及气-水界面光

场的反射和分布情况，基于辐射传输理论，建立了太湖水体组分遥感反演的半分析模型，并

以地面实测光谱数据和中巴资源卫星 CBERS-02 CCD影像反演了太湖水体组分浓度。 基于对

太湖水体光学特性的研究，得到秋季太湖水体表面漫反射光学参数 f在 0.36~0.41之间，平

均值为 0.3799，标准偏差为 0.01514；在可见光波长范围内，刚好水面以下 0-深度的平均

光场分布常数 Q为 4.3667 Sr；藻类各波段单位吸收系数在 0.0061~0.2808m2/mg之间变动，

单位吸收系数与叶绿素-a浓度的函数关系为： ， 为不同波长的常数。而藻类吸收特性可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2279260&metaData.lId=2278841&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105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1836
http://web2.nuist.edu.cn/ygxy/2016-6/2016610144037.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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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式 来模拟。非色素悬浮物和黄质都具有相似的吸收光谱特征，随着波长的增加呈指数

递减趋势，采用 的形式可模拟两种物质的吸收特性，斜率指数 S与参考波长λ0的选取无

关，与拟合的波长范围有关。350~800nm波长范围内非色素悬浮物吸收光谱的斜率指数 S在

0.0028~0.0090nm-1范围变动，均值为 0.00552±0.00093 nm-1；240~600nm波长范围内黄

质吸收光谱的斜率指数 S在 0.0065~0.0220nm-1范围变动，均值为 0.0141±0.00418 nm-1。

水体总散射系数随波长增加呈线性递减趋势，可用 的形式来模拟总散射特性，λ0为参考

波长，取 440nm，斜率 M在 0.0221~0.0463 nm.m-1之间，均值为 0.0321±0.0073 nm.m-1；

而水体的后向散射系数在 440nm以后随着波长的增加逐渐递减，后向散射光谱特性可用幂函

数形式 来模拟，指数η在 3.0922~3.9795之间，均值为 3.6858±0.207，对于同一季节同

一地区，水体各种组成物质不会有很大变化，模型中的参数 、 、S、M 和η可以看作一个

常数，对水体吸收和散射特性进行模拟。利用得到的一系列水体光学参数，根据辐射传输理

论，建立了太湖水体组分遥感反演的半分析模型： ，修正常数Δ为 8.455。 基于高光谱数

据的太湖水体组分浓度反演结果表明，叶绿素-a浓度和 440nm后向散射系数反演的结果最

好，大部分样点相对误差都在 15%以下；440nm非色素悬浮物吸收系数和黄质吸收系数其次，

相对误差分别在 20%和 30%以下；总体来说，基于高光谱数据反演水体组分浓度的精度较高。 

本文提出了 MODIS交叉校正和基于气象资料的大气校正方法，利用中巴资源卫星 CBERS-02 

CCD影像反演了太湖水体组分浓度。反演的结果表明：440nm非色素悬浮物吸收系数反演的

最好，大部分样点相对误差都在 10%以下；叶绿素-a浓度其次，相对误差为 15%以下；440nm

后向散射系数再次，相对误差为 20%以下，而 440nm黄质的吸收系数相对误差为 30%以下。

因此，只要图像的辐射校正和大气校正可靠，模型中参数准确，利用半分析模型从多光谱影

像中反演水体组分浓度是可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章节目录： 

第 1章绪论 

1.1研究的精景和意义 

1.2研究进展 

1.3研究区概况 

1.4实验数据的采集 

1.5研究内容 

1.6技术路线 

1.7论文框架 

第 2章太湖水体光学特性研究 

2.2水体固有光特性 

2.3藻类和无机悬浮物闷有光学特性实验研究 

2.4水体表观光学特性与固有光学特性的关系分析 

2.5太湖水体组分温感反演的半分析模型的构建 

2.6模型修正项与水体固有先光学特性的关系 

第 3章基于高光谱数据的水体组分遥感定量反演 

3.1水体高光谱测量的基本原理 

3.2水面以上光谱测量法 

3.3水体各组分的反演 

第 4章基于 CBERS/CCD 影像的水体组分遥感反演 

4.1CBERS/CCD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4.2水体各组分的反演 

4.3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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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结论与展望 

5.1主要结论 

5.2论文创新点 

5.3不足和展望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基于光线耦合的激光自混合干涉效应（周俊萍，2008 年） 

论文作者：周俊萍 

指导老师：王鸣教授 

学科专业：物理电子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8 年 

关键词：自混合干涉；分布反馈激光器；分布布拉格反射镜激光器；线形腔掺铒光纤激光器；

环形腔掺铒光纤激光器 

师生简介： 

 

 

著者：周俊萍，女，1980年 10月生，2008 年获得南京师范

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

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激光传感、微波光子学。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王鸣，男，1950年 9月生，江西南昌人，博士。南京

师范大学物理电子学科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光学工

程学会会员、中国光学学会光电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

省激光与光学工程学会光电专业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光电

子技术与激光应用方面的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激光自混合干涉同时也被称为激光反馈效应或注入调制效应，是指激光器输出的光被外

部物体反射或散射后，其中一部分光又反馈回激光器的谐振腔内，反馈光携带了外部物体的

信息，与激光腔内的光相混合后，调制激光器的输出功率以及输出频率。由于输出的光信号

与传统的双光束干涉有着相似之处，所以被称之为激光自混合干涉效应。 传统的激光器自

混合干涉系统光源多采用激光二极管、垂直表面发射激光器、Nd: YAG 激光器、CO2 激光等

做传感光源，这些激光器均为法布里-珀罗腔（F-P）结构。迄今为止，对于在光纤网络中广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0295
http://dxy.nuist.edu.cn/Teacher.aspx?T=001961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82'


                             

 93                            【返回目录页】 

泛使用的分布反馈（DFB）激光器及光纤激光器的自混合效应的研究，国内外还几乎是空白。

本文致力于光纤耦合的自混合干涉效应研究，为实现基于光反馈的激光有源传感网络技术提

供理论基础和实验技术。 本文首先运用耦合波方程对 DFB激光器的自混合干涉理论进行了

推导，得到在有外光反馈的条件下，λ/4相移折射率耦合型 DFB激光器、增益耦合型 DFB

激光器以及分布 Bragg 反射镜激光器的自混合干涉振荡频率及增益变化的相关表达式。从模

拟仿真中可以得到，其自混合干涉信号均类似于 F-P激光器的自混合干涉信号，即当外部反

馈较小的时候，自混合干涉信号为一类正弦波，当外部反馈较大时，自混合干涉信号为一类

锯齿波，信号一个条纹的改变对应目标耙半个波长的位移，并得到实验验证。结合光纤传输

特性，对 DFB激光器的多重外腔反馈以及光纤传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进行了长距离测反

射率的定性实验观测。 另外，分别对线形腔掺铒光纤激光器以及环形腔掺铒光纤激光器的

光反馈进行了分析，并分别提出了腔内以及腔外两种基于光反馈的模型。根据光纤激光器的

超越方程推导得出分别在激光器腔内光反馈和腔外光反馈的条件下系统输出变化，在数值模

拟中将两者进行了比较。实验观测对两种模型进行了信号比较，同时改变实验条件，对不同

参数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章节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  激光自混合干涉的概念及特点 

1.2  激光自混合干涉的兴起 

1.3  激光自混合干涉的研究现状 

1.4  激光自混合干涉的应用研究进展 

1.5  课题来源及本文研究内容、意义 

第二章  激光自混合干涉的基本理论 

2.1  前言 

2.2  f-p腔激光器自混合干涉模型 

2.3  自混合干涉的数值模拟 

2.4  实验观测 

第三章  分布反馈半导体激光器自混合干涉理论和实验 

3.1  前言 

3.2  dfb激光器的自混合干涉理论模型 

3.3  光反馈水平参数对自混合干涉的影响 

3.4  dfb激光器自混合干涉的数值分析 

3.5  dfb自混合干涉的实验观测 

3.5.1  实验装置 

3.5.2  实验结果 

第四章  dfb 激光器多重外腔反馈的理论模型及测反射率应用 

4.1  前言 

4.2  分布反馈半导体激光器多重外腔反馈 

4.3  长光纤传输对自混合信号的影响 

4.4  远距离测反射率应用 

第五章  分布布拉格反射镜半导体激光器的自混合干涉效应 

5.1  前言 

5.2  分布布拉格反射镜激光器的自混合干涉理论模型 

5.3  数值模拟 

第六章  光纤激光器的反馈干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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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前言 

6.2  线形腔光纤激光器的反馈干涉效应 

6.3  光纤环形激光器反馈干涉效应 

第七章  结束语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2010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书话与中国现代文学 赵普光 文学院 杨洪承 博士 
【本校】 

【万方】 

2 
政治演讲语篇中的隐喻与话

语基调――批评语言学视角 
朱炜 外国语言学院 辛斌 博士 

【本校】 

【万方】 

3 刑事裁判中的事实误认 陈爱蓓 法学院 李建明 博士 
【本校】 

【万方】 

4 
社会两难情境中惩罚影响合

作的心理机制研究 
陈欣 教育科学学院 叶浩生 博士 

【本校】 

【万方】 

  

1 
现代报刊连载机制与中国长

篇小说的发展 
徐步军 文学院 朱晓进 硕士 

【本校】 

【万方】 

2 《占有》的叙事策略 姚臻 外国语言学院 吕洪灵 硕士 
【本校】 

【万方】 

3 
英国法治背后的保守主义政

治思想 
冯浩 法学院 庞正 硕士 

【本校】 

【万方】 

4 
论列宁早期关于俄国资本主

义发展的思想 
徐芹 公共管理学院 俞良早 硕士 

【本校】 

【万方】 

5 

教学文化与新教师专业发展

——中美两国的个案比较研

究 

陈芳 教育科学学院 程晓樵 硕士 

【本校】 

【万方】 

6 
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界

定及制度构建研究 
柴王军 体育科学学院 汤卫东 硕士 

【本校】 

【万方】 

7 
求解变分不等式的新方法及

其应用 
张文星 数学科学学院 韩德仁 硕士 

【本校】 

【万方】 

8 
异型锰锌铁氧体-锆钛酸铅

复合材料中的电磁效应 
房旭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张宁 硕士 

【本校】 

【万方】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168444&metaData.lId=1173324&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08&filename=200815176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099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1821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793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J01791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6690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J01790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3622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148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6797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J01795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452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166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6147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5350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858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199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189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332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18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226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523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313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4307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265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4200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275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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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9 

纳米材料/生物大分子复合

物的制备、表征及在生物传

感器中的应用 

孟玲 
化学与材料科

学学院 
蔡称心 硕士 【本校】 

10 
基于受限自然语言的 GIS人

机对话系统设计 
张翎 地理科学学院 龙毅 硕士 

【本校】 

【万方】 

11 

昆虫 Piwi蛋白及 microRNA

的生物信息学预测与进化分

析 

周学 生命科学学院 程罗根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2 

低温等离子体联合净化烟气

中 Hg/NOx的实验与反应动力

学研究 

周波 动力工程学院 杨宏旻 硕士 

【本校】 

【万方】 

13 
求解函数优化问题的连续新

蚂蚁算法研究 
马卫 

计算机科学学

院 
朱庆保 硕士 

【本校】 

【万方】 

14 
乳酸菌胞外多糖的分离纯化

及其生物活性研究 
梅秀明 金陵女子学院 潘道东 硕士 

【本校】 

【万方】 

 

【博士论文题录】书话与中国现代文学（赵普光，2009年） 

详细信息参见“南京师范大学历年全国优秀博士获奖及提名论文题录” 

 

【博士论文题录】政治演讲语篇中的隐喻与话语基调——批评语言学视角（朱炜，2009年） 

论文作者：朱炜 

指导老师：辛斌教授 

学科专业：英语语言文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9 年 

关键词：话语基调；隐喻；政治演讲语篇 

师生简介： 

 

 

著者：朱炜，女，1966年生，江苏淮安人，2009年获得南京

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英语语言

文学系教授。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384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862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303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245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8&filename=200815347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3073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577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327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446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270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3830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3246.aspx
http://wxy.nau.edu.cn/s/104/t/71/30/05/info122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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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辛斌，男，1959年 6月生，山东乳山人。南京师范

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江苏省重点学科）带头

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语言与符号学

研究会秘书长，中国高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语言使用者在运用语言传递信息的同时，还通过对词汇、语法或篇章结构的选择和操纵

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表明自己的观点、建立与其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韩礼德把这一功能

抽象为人际功能，并赋予它很重的语义负荷，形成了宽阔的研究地带。相应地，话语基调是

语境研究的核心内容；话语基调表现为主体性和互为主体性，而评价理论体系中的态度、介

入和级差系统是实现话语基调的手段之一。 本论文以语言、认知和语用三个标准界定隐喻，

建立批评隐喻分析模型对政治演讲语篇的话语基调进行探究。本论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内容概括为首先从语言层面上以语料库语言学的技术处理相关语料库中

的隐喻，再从认知层面上以基于体验主义的认知隐喻观提炼出频率较高的概念隐喻，最后从

语用（修辞）层面上以评价系统关于声音和态度的理论分析隐喻在政治演讲语篇中所构建的

主体性和互为主体性，并结合博克的“五位一体”理论推动阐明隐喻所实现的主体间的“同

一”和“同体”。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1）政治演讲语篇常使用冲突类、旅程类、建筑物类、

火与光类、身体部位类、植物类、地理环境类、宗教类、健康类和饮食类等隐喻。在不同的

语境下使用不同的隐喻，同一类型隐喻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承载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着不

同的社会关系； 2）隐喻是一种声音，它构建了说者的身份和人格。隐喻更是一种借言，隐

喻的声音以不同的方式和力度试图达到最大限度的共鸣； 3）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交融的隐

喻是实现主体间“同一”和“同体”的手 段之一，即在互为主体性的频谱上隐喻利用主客

观的潜势转换并起伏变化以求导向的调控，构建话语基调以实现人际意义。 本研究尝试地

通过隐喻分析语篇，实践批评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融合和渗透，扩大批评语言学的研究范

围，拓宽批评语言学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以语料库语言学的相关技术处理大容量的语料，

进行描写和概括，保证了研究的效度和信度。批评隐喻分析整合了语言、认知和语用对于隐

喻的认识，帮助我们去挑战现存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思维和感觉以及行为与语言之间的联系的

方式，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支配、压制和对个人行为思想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并通过不断的反

省来努力克服或消除这些状况或者限制，力图把自身从各种自我强加的限制和导致歪曲交流

的各种条件下解放出来。 

章节目录： 

第 1章绪论 

1.1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1.2认知隐喻的重新语境化 

1.3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1.4本论文的研究框架  

第 2章话语基调的研究概览 

2.1语境 

2.2关于话语基调的研究 

2.3语言评价性研究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35'
http://wy.njnu.edu.cn/szll/2014-11/180147_351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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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国内对话语基调研究简况  

第 3章话语基调批评隐喻分析模型的构建 

3.1语言与权力 

3.2 隐喻  

3.3话语基调的批评隐喻分析模型 

第 4章政治演讲中的隐喻 

4.1政治语篇和隐喻 

4.2语料 

4.3纳尔逊·曼德拉政治演讲中的隐喻 

4.4罗纳德·里根政治演讲中的隐喻 

第 5章 隐喻：身份的建构与互为主体性 

5.1声音 

5.2隐喻：说者身份/人格的构筑 

5.3隐喻：联盟的构建 

第 6章话语基调的隐喻实现 

6.1隐喻：从主体性走向互为主体性 

6.2博克主义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阈融合 

6.3戏剧主义下的“五位一体” 

6.4具有评价特质的隐喻  

6.5“五位一体”下话语基调的隐喻实现 

第 7章结束语 

数字资源链接：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刑事裁判中的事实误认（陈爱蓓，2009年） 

论文作者：陈爱蓓 

指导老师：李建明教授 

学科专业：诉讼法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9 年 

关键词：刑事裁判事实；刑事裁判事实误认；错误预防与管理 

师生简介：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J01790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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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陈爱蓓，女，1971年 1月生，福建厦门人，2009年

获得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江苏省十大优秀青年法学

家。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 7月

起任盐城师范学院副校长。现任四川省司法厅副厅长。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李建明，男，1956年生，江苏常熟人，博士。南京

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诉讼法学硕士点负责人。

兼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

大常委会和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江苏省

人民检察院、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并被江苏省委组织部聘为江

苏省领导干部选拔考试命题专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刑事裁判事实既有其无可置疑的确定性，也有其相对于客观事实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

定性主要体现在其模糊性和可错性上，这两种属性是探讨刑事裁判事实误认是否存在、误认

如何界定，以及这种误认能在何种程度上加以预防的逻辑起点。错误是否存在与相应的法官

责任追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刑事裁判事实在价值观上违反了刑事诉讼的目的，错误就产

生了。实体意义上的对错，有时也无法细致地加以辨别，判断刑事裁判事实误认的标准主要

还是形式的，只要后来的审判环节上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的司法决定否定一审或者二审裁判

做出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事实认定，就可以认为前面的审判环节发生了错误，这在法律意

义上没有异议。造成刑事裁判事实误认的成因很复杂，既有传统法律文化、司法潜规则以及

乡愿、民愤等司法文化和亚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有法律制度和法院、法官管理机制上的问题，

证据误判与刑事裁判事实误认的关系则更为具体，这些因素尽管不处在同一层面，但往往也

是相互作用和共同作用的。要有效地对刑事裁判事实误认进行预防，需要有科学的理念，一

些指示性指标的确立，往往适得其反。错误预防法律制度的建构，是基本的保障；法官管理

机制的革新，也是相对重要的内容。其间，应注意充分发挥执法组织和法官个人的主观能动

性，通过各种方式的教育、培训，提高法官职业素质，使法官执法能将公正优先、程序法定、

独立审判的理念潜移默化；法官考核机制也要进行相应的改进。同样，裁判主体与外部环境

关系的融洽，对于预防刑事裁判事实的错误认定会事半功倍，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应注意理顺

与地方党委和人大、公众、媒体、检察机关、上级法院及被害人的关系。 

章节目录： 

第一章 刑事裁判事实与事实误认的概念展开 

第二章 刑事裁判事实误认成因中的文化因素 

第三章 刑事裁判事实误认成因中的制度因素 

第四章 证据误判与刑事裁判事实误认 

http://www.yctc.edu.cn/2016/0715/c791a5637/page.htm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47'
http://law.njnu.edu.cn/NSDWeb/Article.aspx?id=122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ihJ7qu_PTAhUErI8KHc0mCo0QjRwIBw&url=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3d147&psig=AFQjCNENSpl8Eij9bVxjKRJsC8Hb5qbfog&ust=149499159530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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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刑事裁判事实误认预防的理念与路径选择 

数字资源链接：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社会两难情境中惩罚影响合作的心理机制研究（陈欣，2009年） 

论文作者：陈欣 

指导老师：叶浩生教授 

学科专业：基础心理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09 年 

关键词：社会两难；惩罚；合作；公平；互惠；信任 

师生简介： 

 

 

著者：陈欣，女，1975年生，湖北赤壁人，2009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心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叶浩生，男，1955年 8月生，江苏徐州人，博士。

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心理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理论心

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为广州大学心理与脑科

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社会两难是一种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存在冲突的情景。个人收益不仅有赖于自身的选择，

还取决于其他参与人的决策策略。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忽略群体的利益，最终会导致更多

的损失。行为博弈论发现社会两难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合作，证实惩罚因素对合作具有影响作

用，拓展了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数理博弈论，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共物

品两难中惩罚搭便车者是维持合作的有效方式，但关于惩罚对合作的影响机制，却存在不同

的观点。为澄清这种分歧，本研究采用行为博弈的实验范式，比较了不同的惩罚条件下群体

合作水平的差异，试图探讨和验证以下问题：（1）惩罚与公平、互惠、信任和合作之间的关

系；（2）公平互惠的规则是推动行为决策的主要动机；（3）人们愿意惩罚那些违反公平互惠

规则的行为；（4）惩罚通过证明公平互惠规则的正确性，间接影响合作。 本研究以大学生

为被试，完成四个投资博弈实验：（1）议价投资。考察设置第三方有代价惩罚条件时，利己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8148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3622
http://jykx.henu.edu.cn/info/1079/1863.htm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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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信任决策、公平决策的分布情况，评定信任程度和可信赖程度。（2）信任投资。增加

惩罚条件设置，比较有、无惩罚条件下，信赖、可信赖和互惠的差异，探究信任是基于个人

特质还是外在的惩罚条件。（3）公共物品投资。比较①从无惩罚条件设置到有代价惩罚条件

设置，再撤销有代价惩罚条件设置三个阶段的合作差异。②三种不同的其他人合作程度（高、

中、不）下，投资水平差异。（4）资源投资。比较①两种不同人际熟悉度（同学、陌生人）

下投资差异。②两种不同惩罚强度（大惩罚、小惩罚）下投资差异。③三种不同其他人合作

程度（高、中、低）下的投资差异。 本研究结果证实公平、互惠、信任是惩罚影响合作之

间的中间变量。惩罚是通过证明公平互惠规则的正确性，增强人际之间的制度信任，从而保

证较高水平的合作。公平、互惠、信任是合作的心理基础。惩罚既表达了惩罚者个人不满意

和愤怒的感受，又能对被惩罚者造成利益损害，产生威慑，因此，对背信弃义者的惩罚具有

一箭双雕的功效，具有社会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惩罚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惩罚具

有激励作用，提供信任的制度保证，使得信任从人际特征信任转变为制度信任，增强外在的

合作动机；另一方面，惩罚具有意向作用，一经设立就很难撤销，要谨慎设立，撤销已存的

惩罚制度，可能导致信任水平降低，破坏内在的合作动机。 

章节目录： 

第一部分 研究概述与问题提出 

1 引言 

2 社会两难中合作研究的现状 

3 惩罚在合作研究中的体现 

4 有关惩罚与合作关系研究的一些争议 

5 研究问题的形成及研究思路  

第二部分 惩罚与合作关系的实证研究  

研究一、惩罚与公平、互惠、信任、合作之间的关系 

1 前言  

实验 1 议价投资实验  

实验 2 信任投资实验  

研究二、惩罚对合作的影响作用 

1 前言 

实验 3 公共物品投资实验 

实验 4 资源投资 

第三部分 综合讨论 

1 公平、互惠、信任是合作的心理基础  

2 惩罚影响合作的机制 

3 浅谈群体合作困境的出路 

第四部分 结论与展望 

数字资源链接：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J01795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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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司法知识理论研究 方乐 法学院 公丕祥 博士 

【本校】 

【万方】 

【国图】 

2 

汉语理解的句法启动

研究：来自 ERP和眼球

运动的证据 

陈庆荣 教育科学学院  谭顶良 博士 
【本校】 

【万方】 

3 
南宋黄善夫本《史记》

校勘研究 
苏芃 文学院 赵生群 博士 

【本校】 

【万方】 

4 
实践哲学视域下的译

学研究 
周晓梅 外国语言学院 吕俊 博士 

【本校】 

【万方】 

5 
夸克模型及含重味夸

克的强子态性质研究 
杨友昌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平加伦 博士 

【本校】 

【万方】 

6 

末次冰期季风突变事

件精细过程的中国石

笋记录 

刘殿兵 地理科学学院 汪永进 博士 
【本校】 

【万方】 

7 

以蜥蜴为模型研究爬

行动物卵胎生进化及

其适应意义 

李宏 生命科学学院 计翔 博士 【本校】 

  

1 
论法律原则的规范意

义 
杨建 法学院 庞正 硕士 

【本校】 

【万方】 

2 
全球化时代中国和平

发展道路研究 
黄婷 

  

公共管理学院  
王永贵 硕士 

【本校】 

【万方】 

3 
教学理论中的教学隐

喻研究 
高维 教育科学学院 徐文彬 硕士 

【本校】 

【万方】 

4 
中国现代新诗中的色

彩美 
司真真 文学院  王文胜 硕士 

【本校】 

【万方】 

5 吴门书派衰微研究 朱骏益 美术学院 王继安 硕士 【本校】 

6 
线性时不变多个体系

统的一致性问题 
陈腾 数学科学学院 朱建栋 硕士 

【本校】 

【万方】 

7 

金属配合物磷光材料

的设计、合成及其发光

性能研究 

张光辉 
化学与环境科学

学院  
孙培培 硕士 【本校】 

8 

早期反应基因 Egr-1在

胰岛素抵抗中作用和

机制研究 

喻晓 生命科学学院  李朝军 硕士 【本校】 

9 

低温等离子体协同光

催化氧化烟气中单质

汞的实验研究 

林文锋 动力工程学院  杨宏旻 硕士 【本校】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60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466.aspx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220908&metaData.lId=1225789&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60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50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64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41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8817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35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798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42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9730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39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7113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313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627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54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648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209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686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7990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634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8707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8389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07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911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104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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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题录】司法知识理论研究（方乐，2010年） 

论文作者：方乐 

指导老师：公丕祥教授 

学科专业：法学理论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0 年 

关键词：司法知识；司法裁判；知识社会学；法律社会学；转型中国社会 

师生简介： 

 

 

著者：方乐，男，1980年 12月生，安徽黄山人，2010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与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社会

学与知识社会学。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公丕祥，男，1955年 1月生，江苏泗阳人，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校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现任江苏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当下中国司法改革里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作为一个相对严谨的法律概念，“司法知识”

日渐凸显出来。伴随着人们对司法知识的关注，不仅司法改革越来越重视法官司法知识的提

高，而且法官自身也越来越注重司法知识的积累。那么，究竟什么是司法知识？它隐含了哪

些具体的信息？它有哪些特性？与此同时，它在当下转型中国社会里，有怎样的表现？以及

转型中国的司法，又是如何处理自身的司法知识问题的？ 围绕着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背

后所隐藏或者关联着的问题，本文在回溯既有的司法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尝试着将这些理论

区分为以传统的知识论为认识论基础的司法知识理论，和以主体间性知识论为基础的司法知

识理论，进而在此基础上，展现着两种司法知识理论所具有的理论贡献以及各自所隐含的理

论难题，从而进一步指出，尽管这两种司法知识理论看似相差很远，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围绕

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而建构起来的，并且他们也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这个共同的问题便

是如何定义“司法知识”，而这个共同的难题便是该怎样看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很

显然，尝试着超越既有理论的难题，突破现有理论的知识困境，乃是本文的一个可能尝试。

——尽管这种超越或者突破最终也可能会陷入既有理论的知识困境之中。因此，本文借助知

http://law.njnu.edu.cn/NSDWeb/Article.aspx?id=81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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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理论，特别是着重于对传统知识论与现代知识论的理论旨趣的梳理，尝试着从“制度”与

“人”互动的关系性视角出发，淡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划分与结构，不仅将司

法及其裁判看成是特定社会文化-情境系统里的一起事件，而且倡导对司法及其裁判予以重

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对于当下中国司法而言、解释力与分析力都相对较强的

司法知识的理论体系，一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 全文分上下两编，上、下编各三章，

加上导论和结语，共八章。 首先是导论，阐明问题意识的同时，表明研究的学术意义，给

出一个整体上的结构安排，力图展示出一条清晰的司法知识理论研究路线。 第一章侧重于

司法知识命题分析框架的建构；也即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理论的基本命题予以限定。这

么做的好处是能够为司法知识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个方法论的基础。当然，在我看来，同样是

建构在“主-客体”二元结构这一基础上的现代的主体间性的知识理论，其实也并没有很好

地解决掉传统知识论所遇到的困境；相反，它更应当被看成是认识活动的另一个面向，是与

传统知识论所反映出的认识活动及其规律相互补充的。因而，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认识不

仅是从主体到客体，也从客体到主体，是一个整体性的、繁复的社会活动。 第二章是对“司

法知识”予以概念上的展开。在这里，通过对于知识理论的难题予以开放，尝试着对“司法

知识”的概念命题在一种双重意义上来展开：一是描述司法知识的概念命题；二是论证司法

知识的概念命题。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统一于作为对象存在物的“司法知识”的整

体。 第三章紧紧围绕“司法知识的性质”这一问题来展开。我将试图通过多重角度来透视

司法知识的知识特性，深入展现司法知识的知识立场，进而还原司法知识所可能内含有的多

重知识角色。当然，这种对于司法知识在多学科背景里的追根溯源，意在说明：不仅作为概

念的“司法知识”不是单一的或者单指的，而且作为实体的司法知识在知识要素上其实也并

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重性的或者多样性的；甚至司法知识的知识要素与要素之间也都会存在

着差异。与此同时，强调这种细致的差异，旨在说明，不仅司法知识的知识力是综合性的，

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司法知识的知识角色和知识功能也是多样性和多元化的。最终也即是通

过此，达致或建构起一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 下编的这三章中，我将围绕着“司法知

识”与“转型中国社会”，选取“司法如何面对道德”、“法官判决的知识基础”、“社会转型

与司法知识形态的变迁”这三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以点带面，并在司法知识的结构与功能、

司法知识的知识体系与知识制度、司法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些大的论题的关注下，以知识

社会学为分析进路，来对我所建构起来的这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予以具体的展示、展

开与落实，以期在展现这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对于转型中国司法的理论分析力和解释

力的同时，揭示当下中国司法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章关注“司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在我看来，以法治话语及其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司法知识观与以道德话语及其思维方式为基础

的司法知识观之间的冲突，必须引起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以及改革的注意。换言之，当下中

国司法所面临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司法制度与司法体制的进一步“法治化”问

题，更为基础的或许仍然是司法的法治话语系统如何与日常生活世界的话语系统相兼容的问

题，也即必须要尝试着调和两种司法知识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与紧张的对峙。一个可能的态度，

不是简单的以法治话语为标准来改造，也不是片面地用道德话语来附会，而是要以两者之间

的合作为目标来达成相互间的沟通；一个可行的方案或行动，便是要在开放的司法实践中践

行有德性的法律统治，要“辩法析理”，并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司法操作，努力建构起属于中

国的、德法兼备的政法话语和政法意识形态。 第五章则围绕着“法官判决的知识基础”这

一论题，以两个看似并无多大关联的案例为基础，着力分析“常识”与司法知识之间的体系

区分以及“常识”进入司法判决（也即司法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制度障碍，展

现法官判决的知识基础。当然，通过分析我们还将发现，转型中国司法判决的知识生产，它

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的实践活动，而必定既会涉及到更为广阔和深远得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

因素，也会吸纳庞杂与繁复的思想实践与生活实践。 第六章探讨“社会转型与司法知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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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变迁”这一论题。我尝试着从“疑难案件”切入，特别是侧重于展示“疑难案件”之所

以产生的知识/社会因素，进而转向对于转型中国社会里的司法知识生产的考察，从而揭示

知识生产的产品及其“质地”的变迁，并指出：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更多只是注意到社会转

型与制度变迁之于知识变迁的意味，而容易忽视知识变迁的社会意涵。但实质上，“知识”

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社会转型与司法知识形态的衍生、传承和流变密不可分。换言之，

司法知识及其形态的流变，不仅仅是一起知识事件，由知识自身的逻辑所决定的；更应当是

一起社会事件，受整个社会的结构与逻辑的影响。因而，当下中国既要关注社会转型对司法

知识的变迁所可能产生的作用，同时也更要留意司法现代化进程中“司法知识”及其形态的

变迁与中国“社会”及其现代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便使中国的司法改革在推动司法知识

转型的同时，能为现代司法技艺的发挥提供相应的制度空间，进而促使司法知识与社会结构

和社会文化-情境系统能够发生全面而良性的互动，从而形成或创造“知识”与“社会”彼

此互动的发展机制，最终推动中国司法的优质发展。 最后是结语。我尝试着以“当下中国

的司法理论研究”、也即是以当下中国司法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活动及其知识产品的质量

为主轴，并以司法理论研究的方法和立场为线索，力求通过对这一问题较为详细的考察，管

中窥豹，努力在展现中国司法知识理论整体图像的同时，揭示其问题，进而予以反思和重构，

最终回应本文的论题。 

章节目录： 

导论  转型中国司法的知识反思 

第一节  为什么研究司法知识? 

第二节  研究现状简评 

第三节  研究范围及相关说明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其创新 

第五节  主要研究内容 

上编  司法知识基本理论 

第一章  知识论与司法知识理论 

第一节  知识论与认识论 

第二节  知识的理论与司法知识理论 

第三节  司法知识理论的基本命题与分析框架 

第二章  “司法知识”的概念展开 

第一节  “司法知识”：概念如何展开? 

第二节  “司法”与“裁判” 

第三节  司法知识的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 

第四节  “司法知识”概念命题的整体性解释 

第三章  司法知识的性质 

第一节  司法知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第二节  司法知识的个体性与公共性 

第三节  司法知识的经验性与规范性 

第四节  司法知识的实践性与思想性 

下编  司法知识与转型中国社会 

第四章  司法如何面对道德? 

第一节  司法何以如此尴尬? 

第二节  司法活动的道德话语 

第三节  个人表达的道德修辞 

第四节  媒介话语的道德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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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为什么是“道德”? 

第六节  如何面对道德? 

第七节  小结并讨论 

第五章  法官判决的知识基础 

第一节  问题与立场 

第二节  如何判决? 

第三节  判决过程的知识考察 

第四节  常识作为一种司法知识如何可能? 

第五节  司法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 

第六节  小结并讨论 

第六章  社会转型与司法知识形态的变迁 

第一节  问题与立场 

第二节  疑难案件，难在哪里? 

第三节  司法智慧：知识与技艺 

第四节  知识与社会：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第五节  法条主义，如何看待? 

第六节  小结并讨论 

结语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司法知识? 

第一节  “司法”作为一个公共话题 

第二节  作为西方他者的当下中国司法研究 

第三节  什么是当下中国司法面临的问题? 

第四节  如何理解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 

第五节  作为开始的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注册读者可以在线阅览正文前 24页）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汉语理解的句法启动研究：来自 ERP 和眼球运动的证据（陈庆荣，2010

年） 

论文作者：陈庆荣 

指导老师：谭顶良教授 

学科专业：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0 年 

关键词：句法启动；眼动；ERP；论元结构理论 

师生简介： 

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oshilunwe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220908&metaData.lId=1225789&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467a760008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46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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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陈庆荣，男，1980年生，江苏南京人，2010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百名青年领军人才”；

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PS）会员，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江苏省

心理学会“普通与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谭顶良，男，1962年 8月生，江苏江阴人，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心理

学会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儿童教育心理研究会

理事、马来西亚儿童教育研究中心顾问。主要从事学习心理

与教学策略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句法启动是指个体在产生和理解句子时，倾向于重复使用先前加工过的句法结构，表现

出句法一致性的促进效应。近 20年来，研究者采用行为和电生理技术详细考察了句子产生

中的句法启动现象，提出了一些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如结构启动模型、动词句法表征模

型、名词句法表征模型等。但是，很少有研究为阅读理解中抽象的句法启动提供坚实的实证

依据和深入的理论解释。近些年来，研究者开始利用行为、电生理和脑成像技术研究口头和

书面语言阅读理解中的句法启动现象。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1）句子理解中的启动是

策略的，还是句法的；（2）句法启动是词汇驱动的，还是词汇独立的。已有眼动或者 ERP

研究对此存在较大争论。此外，如果句法启动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性，那么汉语句法启动是

如何表现的？又具有怎样的加工过程？ 针对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和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拟采用 ERP和眼动结合的技术考察汉语阅读理解的句法启动效应，揭示汉语句法启动

效应的机制，从而加深对句法启动效应的理论认识。ERP和眼动研究中，被试阅读“DeP”

结构的启动句和目标句。重复条件下，启动句和目标句的第一个动词重复出现；同义条件下，

两者的第一个动词语义相同。 ERP研究发现，同义条件下启动句和目标句动词诱发的 N400

波幅差异不显著；重复条件下两者的 N400波幅存在显著差异；重复条件和同义条件下目标

句动词诱发的 N400波幅差异显著；不同条件下，启动句和目标句中“的”诱发的 N400波幅

差异不显著。但是，在 500-800 ms 时间窗口，重复和同义条件下“的”诱发了 P600成分。

重复条件下，启动句和目标句“的”诱发的 P600波幅存在显著差异；同义条件下，两者差

异不显著；重复条件和同义条件下目标句“的”诱发的 P600波幅差异显著。P600数据分半

分析发现，刺激呈现顺序和不同实验条件之间没有交互作用。眼动研究发现，动词重复会显

著减少被试加工目标句动词的第一遍通过时间和总注视时间；重复条件下，目标句“的＋名

词”所需第一遍通过时间、回视路径时间、总注视时间和第一遍回视率显著少于启动句和同

义条件下的目标句；同义条件下，启动句和目标句不同兴趣区（动词区域和“的＋名词”区

域）的眼动数据没有显著差异 ERP和眼动研究对汉语阅读理解的启动效应提供了比较一致

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被试阅读理解汉语“DeP”结构的句子时动词重复产生了明显的句

法启动效应，而不是语义和策略启动效应；动词重复产生的句法启动效应符合动词论元结构

http://xlxy.njnu.edu.cn/about/2016-2/152459_353581.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19'
http://xlxy.njnu.edu.cn/about/2016-2/152740_252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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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章节目录：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1 启动与语言加工  

2 句法启动研究的实验范式 

3 句子产生中的句法启动研究  

4 句子理解中的句法启动研究  

5 句子产生中句法启动的理论模型 

6 语言加工中眼动和 ERP方法的结合  

第二部分 问题提出和研究方案 

1 问题提出 

2 研究方案  

第三部分 实验研究 

实验一 汉语阅读理解中句法启动效应的 ERP 研究 

实验二 汉语阅读理解中句法启动效应的眼动研究 

第四部分 综合讨论和结论 

数字资源链接：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南宋黄善夫本《史记》校勘研究（苏芃，2010年） 

论文作者：苏芃 

指导老师：赵生群教授 

学科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0 年 

关键词：史記；南宋黃善夫本；中華書局整理本；校勘；考證 

师生简介： 

 

 

著者：苏芃，男，1981年 12月生，江苏徐州人，2010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籍整理与汉语史研究。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50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605
http://wxy.njnu.edu.cn/FrontPage/DisciplinaryResearch/newsInfo/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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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赵生群，男，1957年 2月生，江苏宜兴人，文学博

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教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传文献研究、古文献整理与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南宋刻書家黃善夫刊刻的《史記》是現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由於在国内佚失已久，

學界對它的研究一直較爲薄弱。本文用黃善夫本《史記》與中華書局整理本《史記》進行全

面比勘，針對兩本之間的差異、黃善夫本的訛誤情況、黃善夫本的校勘異文、古籍異文産生

的客观因素以及黃善夫本《史記》的綜合評價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在此基礎上進而對數字

化時代的古籍校勘研究提出兩點感想。通過與中華書局整理本《史記》的對校，揭橥黃善夫

本優勝之處，也爲《史記》的重新點校整理提供參考。 本論文分爲上、下兩編，上編是對

黃善夫本《史記》的綜合校勘研究，下編是黃善夫本《史記》校勘異文的考證札記。 上編

分爲三章： 第一章是有關黃善夫本《史記》的概述，包含黃善夫本的由來和存世狀況，以

及前人對黃善夫本的研究歷史。 第二章是黃善夫本的校勘研究，首先闡述使用黃善夫本《史

記》比勘中華書局整理本的緣起、思路與方法，然後敘述兩本之間篇章次序、篇題的差異，

黃善夫本的訛誤情況，之後對黃善夫本的校勘異文進行分類討論，對校勘異文的研究價值作

出具體分析，進而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揭示出漢語文本異文的産生和漢語形聲字特性的重要

關聯。最後對黃善夫本《史記》作出綜合的評價與認識。 第三章是數字化時代古籍校勘研

究的兩點感想。一是對校勘作出了重新認識，校勘不僅是校讀文字和釐清文本，更是一種科

學有效的研究方法。二是探討古籍數字化時代，他校資料的獲取手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

意味着一個他校時代的降臨。 下編是有關黃善夫本《史記》異文的考證，主要是針對一些

具有研究價值的校勘異文，結合前賢的研究成果，參校衆本和各種相關資料對其展開條辨，

其中校正中華書局整理本訛誤的條目占主體，以期對中華書局整理本的修訂提供必要的參考。 

章节目录： 

上编:黃善夫本《史記》校勘研究 

第一章 黄善夫本《史記》概述 

第一節 黄善夫本《史記》的由來與存世狀況 

第二節 黄善夫本《史記》的研究歷史 

第二章 黄善夫本《史記》校勘研究 

第一節 黄善夫本《史記》舆中華書局本《史記》比勘 

第二節 黄善夫本《史記》校勘異文研究 

第三節 對黃善夫本《史記》的綜合評價與認識 

第三章 数字化時代古籍校勘研究的兩點感想 

第一節 作為研究方法的校勘 

第二節 他校時代的降臨 

下编:黄善夫本《史記》異文考證 

数字资源链接：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40'
http://wxy.njnu.edu.cn/FrontPage/DisciplinaryResearch/newsInfo/834.html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2841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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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题录】实践哲学视域下的译学研究（周晓梅，2010年） 

论文作者：周晓梅 

指导老师：吕俊教授 

学科专业：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0 年 

关键词：翻译研究；实践哲学；反思批评；价值判断；生活世界 

师生简介： 

 

 

著者：周晓梅，女，1978年生，2010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翻译批评。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吕俊，男，1946年 1月生，河北香河人。南京师范

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常务理事，中国译协理事。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之所以要将译学研究置于实践哲学的视域之下，主要是因为以往译学范式的哲学基础均

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它们导致了研究者在对于作者生平、目的和意图的考证中忽略了译

者的存在，在对文本结构和语言规律进行深入分析时忘记了翻译活动中还有主体性的存在，

抑或在强调译者的话语权和阐释自由的时候，忘却了文本的客观性、主体的受限性和交往的

规范性。实践哲学则不然，它尤为关注主体存在的方式、目的和价值，主张主体在自由的语

境和平等的交往中达成对于客体较为一致的认识和理解。这样，研究者就能够将目光由静止

不变的文本客体转移到对人本身的关注，认识到译者不仅具有独特的个性、风格和思想，还

代表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文化特征，并可以在这一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

创造性。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译者是感性和理性兼俱的完整的人，在他身上综合了个体的特色、

群体的特点和社会的特征；他是文本的理解者、意义的传递者，也是主体与客体、作者和读

者、不同地域的文化得以沟通和交流的重要中介。 本文首先提出了关于实践哲学视域下的

翻译研究的构想，界定了实践哲学的研究范围，指出以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实践哲学

思想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并认为，要深化翻译研究，必须将理论哲

http://dfl.shufe.edu.cn/product/html/?55.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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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思辨性思维转换为实践哲学的历史性思维，充分关注翻译研究中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并

将翻译研究置于生活世界广阔而丰富的背景之下。接着，作者对于以往译学范式的哲学基础

进行了较为详细和深入的分析：直觉主义哲学观注重主体的感觉、体验和领悟，基于这种哲

学观的语文学译学范式要求译者在顿悟中领会作者的意图，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与作者形成

内心的契合，最终使研究陷入极端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为了避免研究中的主观性，结构主

义语言学译学范式将关注点转移到文本客体上，以主体意识哲学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主体与

客体的二元对立，要求译者不带任何个人的偏见，并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认为研究者应当

放弃对文化、社会、历史等不确定的外部因素的考察，集中分析文本结构和语言规律，结果

将翻译变成了机械性的符码转换活动；基于哲学解释学之上的解构主义译学范式反对前一范

式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指导翻译研究的做法，认为译者的前理解，包括其个性、风格、偏见

等，都是他理解文本的必要性前提，原作可以向不同的意义开放，译者拥有和作者同等的作

品解释权，因此各个译者基于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都应当被视为是合理且富有创见的。然而，

由于这一范式没有对译者的阐释自由进行适度的控制和约束，最终让胡译和乱译找到了借口。

既然这些译学范式的哲学基础都存在着缺陷，就有必要用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即实践哲学，

来取代它们。随后，在回顾实践哲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过程中，作者集中探讨了这一哲学观

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内涵，并揭示了它们对于翻译研究的启示意义。进而，围绕实践哲学的三

个核心概念，即：实践、人和反思，作者在以下的几章中分别探讨了翻译实践活动的特点、

翻译中主体的特征、翻译伦理问题以及翻译批评应当持有的理性观，并指出，实践哲学的最

终目的就是将翻译研究引向生活世界，让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得以进行自由且多样化的交往，

并让译者能够成为现实世界的改造者，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文本的解码者抑或阐释者。 

章节目录： 

前言 

第 1章 关于实践哲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的构想 

第 2章 以往译学范式的哲学基础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第 3章 实践哲学理论框架中的翻译研究 

第 4章 实践哲学的发展对于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第 5章 翻译:基于实践维度的思考 

第 6章 翻译研究中的主体:从主体性、主体间性到社会性的转变 

第 7章 翻译学的伦理研究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第 8章 翻译研究中的理性反思 

第 9章 实践哲学:让译学研究回归生活世界 

第 10章 结语:实践哲学——让译者改变世界 

数字资源链接：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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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几年来,Belle,BaBar等实验合作组报道了大量含重味夸克(c,b)的新强子态存在的

信号,本文首先简要回顾这些新强子态的实验结果与可能的理论解释。在理论上,量子色动力

学(QCD)被公认为是强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但低能强子物理属于 QCD的非微扰区,由于非微

扰 QCD的复杂性,完全用 QCD第一性原理处理低能强子问题非常困难。虽然格点 QCD近年来

取得重要进展,但离满意描述还很远,特别是对于强子-强子相互作用和多夸克系统。然而,

众所周知,具有 QCD主要性质的唯象夸克模型在描述核子.核子相互作用、重子谱、重夸克偶

素能谱等强子性质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本文主要是拓展了多夸克体系的颜色空间,

将组分夸克模型推广应用到四夸克体系,探讨各种颜色结构对系统能谱的影响,解释实验报

道的大量含(c,(c))成份的 XYZ新强子态,预言新奇特介子可能存在的组态。另外,根据 Belle

实验合作组最新报道的两个新强子态(X(4160)、X(3915)),利用正一反夸克对真空产生(3P0)

模型,本文研究了质量和量子数与 X(4160)、X(3915)符合的一些粲偶素激发态的强衰变性质,

尝试对这两个态作出理论解释。为此,本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基于多高斯展开算法(GEM),采用朴素夸克模型、手征组分夸克模型、夸克蜕定域色

屏敝模型系统研究了各种颜色结构的 S-波 QQ(qq)(Q=s,c,b；q=u,d)组态。计算结果表明,

量子数(I,J)=(0,1)的 bb(qq)在三个夸克模型中都存在束缚态,其束缚能从双介子结构的几

个 MeV到 diquark—antidiquark结构的一百多 MeV；由于介子交换相互作用,(I,J)=(0,1)

的 cc(qq)在介子交换模型中存在弱束缚态。本文首次在夸克模型中讨论了分子态和

diquark-antidiquark 结构的混合,由于轻夸克间单胶子交换势对能级劈裂的影响,bb(qq)

和 cc(qq)在(I,J)=(0,1)道出现了紧束缚态,而且在手征组分夸克模型中还存在质量为

1.4GeV的 ss(qq)束缚态。 

   2.采用朴素夸克模型和手征组分夸克模型系统研究了分子态结构的 S-波[(Q)q][(q)Q]

组态中的隐色道效应和正、反夸克间的湮灭相互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http://www.wl.col.zync.edu.cn/web/21001/58023.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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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道湮灭相互作用势是排斥势。 

   （2）在[(b)q[(q)b]系统中,隐色道效应能使大部份分子态形成紧束缚态。这是由于

6,(b)夸克质量大,相应的动能项贡献小,系统处于颜色八重态时能量低；而色单态与隐色道

耦合时,两个轻夸克间的色磁相互作用对两道能级劈裂的贡献很大。 

   （3）在[(c)q][(q)c]系统中,若考虑隐色道效应,则新强子态 Z+1(4050)可以解释为量

子数 I(JPC)=1(0++)的(D)*0D*+分子态；X(3915)解释为 I(JPC)=0(0++)的 D*(D)*分子态；

另外,在朴素夸克模型中还存在 I(JPC)=1/2(0++)的 D*s(D)*弱束缚态,本文建议实验上通过

分析末态 J/ψK*的不变质量谱寻找该新强子态。 

   （4）即使考虑隐色道效应,S-波[(Q)Q][(Q)q]、[(Q)Q][(Q)Q]、[(q)q][(q)q]系统很

难形成束缚态。因为组成四夸克态内部的两个介子间的颜色单态与八重态的颜色耦合矩阵元

大小相等,而夸克一夸克、反夸克-反夸克与两对夸克.反夸克间的符号相反,因此,色磁相互

作用可能大部份或完全抵消,以致于它对四夸克系统内色单态道与隐色首的能级劈裂几乎没

有贡献。 

   3.基于 Belle实验合作组最新报到的两个含(c(c))的态(X(4160)、X(3915)),本文首先

从粲偶素质量谱分析得出它们可能的候选者,然后用 3P0 模型研究这些候选者的强衰变性质。

从质量谱的角度分析,χ0(33P0)、χ1(33P1)、ηc2(21D2)、ηc(41S0)四个态都与 X(4160)

实验值符合,但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只有他(2’J[)2)的强衰变性质与 X(4160)的实验结果

符合较好,可以合理地把 X(4160)解释为粲夸克偶素ηc2(21D2)。虽然 X(3915)的实验质量

与χ0(23P0)相同,但后者的强衰变宽度远大于前者的实验值,两者不可能是同一个粒子。该

结论与第 2个研究工作是完全自洽的,即进一步验证了 X(391.5)是 I(JPC)=0(0++)的分子态

D*(D)*,而 X(4160)不是四夸克态。 

   4.根据 CDF和 DO实验组最新报道的含有单个 b夸克的重重子∑6,∑b1 和Ξb,本文采

用多高斯展开方法,在组分夸克模型下系统研究了含有一、二、三个重味夸克的重重子谱,

并得到了与已有实验数据一致的结果。 

   组分夸克模型在解释强子谱和强子-强子相互作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遗留一些

问题。随着新强子态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模型需要发展。通过考虑隐色道效应和夸克对产

生效应以及引入多夸克状态,新强子态和遗留的问题可以得到解释。进一步的实验和理论研

究将会加深我们对强子物理和 QCD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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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卵胎生（产仔）是由卵生繁殖模式通过逐渐增加卵滞留和胚胎在母体子宫内发育的时间

进化而来的繁殖模式。除单孔类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均为胎生繁殖模式（极端胎性营养卵胎

生），该繁殖模式在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中至少有 150多种独立的进化起源。尽管卵胎生

繁殖模式有降低胚胎死亡率、加速胚胎发育、优化后代表型和避免母体选择合适的产卵巢址

等优势，但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繁殖代价，例如：增加母体死亡率、降低母体生育力或者繁殖

输出和由于减少交配次数或者窝卵数而导致的后代遗传多样性降低等，因此限制了该繁殖模

式的进化。有鳞类爬行动物（蜥蜴和蛇）提供了研究卵胎生繁殖模式进化以及这种从卵生到

卵胎生转变的适应意义最理想的动物模型，因为该类群动物有着较高的繁殖模式多样性。更

为重要的是，大约有近 20%的有鳞类爬行动物为卵胎生，且在有鳞类爬行动物（蜥蜴和蛇）

100多个支序中发生了卵胎生进化，远远大于其他非哺乳脊椎动物支序中发生卵胎生进化的

总和。然而，至今，人们对于卵胎生进化的选择压力还不是很清楚。 从卵生转变为卵胎生

繁殖模式被认为是通过逐渐增加母体产卵前卵在母体输卵管内的滞留时间，进而出现具有不

同程度的卵滞留现象，最终发展成为胚胎生长完全在母体内进行而产出完全发育的后代。随

着卵滞留程度的加深，胚胎的生长需要母体具有更大的腹腔容纳量，而这种空间的需求将反

映在母体外在的形态学特征上。栖息于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省的 7种蜥蜴科蜥蜴外在形

态特征差异与各物种卵滞留程度相关联。这 7种蜥蜴根据卵滞留程度的不同而被分为三个类

群：高度滞留、中度滞留和低度滞留。三个类群间各物种的体长大小的差异用腹长与体长的

线性回归去除。单因子方差分析显示三个类群的腹长与体长的回归剩余值的平均值之间存在

着显著差异，高度卵滞留类群的回归剩余值最大，低度卵滞留类群的最小，中度滞留介于两

者之间。这是首次通过分析卵滞留程度和外部形态学特征来探讨蜥蜴卵胎生进化的选择压力

的研究。 卵胎生在蜥蜴类动物中发生进化是因为相对稳定的温度有利于胚胎发育。为了检

测这一假说，将宁波滑蜥（Scincella modesta）的卵置于两个恒温处理（ 和 ）

以及 5个自然巢址（温度随外界环境而自然波动）中进行孵化。孵化成功率在较低温度以及

自然巢址中都比较高，各处理间没有显著差异。7个温度处理中的孵化期长度差异显著，孵

化期长度随着温度的增高而下降，但并非呈线性的，在相同的平均温度下，恒温处理下的孵

化期长度要小于自然巢址中的波动温度。不同热处理下孵出的幼体除了在体重方面没有显著

差异外，在局部形态学特征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处理下孵出的幼体具有体长、尾长、

头长、头宽、前肢长和后肢长， 下孵出的幼体最小，而其余各处理介于两者之间。

热变异大的处理下孵出的幼体总是小于热变异小的处理。单因子方差分析显示 7个热处理下

孵化的幼体的疾跑速存在显著差异， 下孵出的幼体运动表现最差， 下孵出的

幼体表现最好。这项研究的结果为相对稳定的温度有利于蜥蜴卵胎生进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

据，同时也证实热变异和平均温度在卵胎生进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选择压力作用。 有鳞类

爬行动物卵胎生繁殖模式的进化起源同冷气候有着紧密的联系，寒冷气候环境下的温度被认

为是卵生转变为卵胎生繁殖模式的重要进化选择压力。一些研究者认为热变异而非平均孵化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9'
http://sky.njnu.edu.cn/cn/shiziduiwu/ji-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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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在卵胎生进化历程中起着重要的选择压力作用。将栖息于冷气候环境下的卵生种捷蜥

（Lacerta agilis）卵按照 CTE模型（一个恒温 ，和三个波动温度

和 ，平均温度均为 ）孵化，来检测孵化期间的热变异对于孵化期以及

同适合度相关的幼体表形特征的影响。四种热处理下的孵化期长度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最大

差别仅 2天左右， 处理下孵化期最短， 最长，其余两处理下孵化期介

于两者之间。四种热处理下孵出的幼体在大小、体重、运动表现能力以及早期生长方面均没

有显著差异，表明孵化期间具有多个温度振幅的波动热环境对栖息于冷气候环境的捷蜥幼体

与适合度相关的表形特征没有显著的修饰作用。因此，热体系中的热变异在卵胎生进化过程

中没有起到重要的进化选择压力作用。 首次继 1995年母体操纵假说提出之后以栖息于温带

气候环境下的卵生石龙子（Eumeces chinensis）为模式动物检测该假说。实验所用的 37

条怀卵母体采自中国东部的浙江省丽水市郊区。将产卵前的雌体置于 3个热处理中，其中

12条母体提供每日 14小时光照时间，13条母体提供 10小时光照，其余的 12条雌体没有任

何调温机会（体温随室内环境温度而改变）。怀卵的母体选择体温偏低且调温更为精确。三

种处理下的雌体繁殖特征没有显著差异。长短调温组下母体的产卵时间要早于非调温组母体，

但新生卵的胚胎历期没有显著差异。每窝随机取 6枚卵置于 5种热处理下孵化（详细孵化处

理见正文）。孵化温度显著影响孵化期长度，但母体热处理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影响

孵化期长度。母体热处理对孵化幼体的表形特征具有显著的修饰作用，但孵化温度和两者的

交互作用没有显著作用。长调温下母体所产卵孵化出的幼体具有较长的体长、腹长和头长，

且比另两组母体处理下产卵孵出的幼体有更好的运动表现，非调温处理下母体产卵所孵出的

幼体的体长、腹长和头长最短，且运动表现最差。各处理下其他孵出幼体的形态学特征均未

见显著差异。这些结果不仅为热变异对于那些在一定孵化温度范围内表型无显著变化的物种

的幼体表型没有重要的修饰作用这一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且支持母体操纵假说的两个主

要预测。 以栖息于冷气候环境下的蜥蜴科麻蜥属荒漠麻蜥（Eremias prezwalskii）为模式

动物检测母体操纵假说。实验所用的 24条怀卵母体采自中国北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

后旗，动物在整个孕期内被安置在实验室条件下，其中12条母体提供每日14小时光照时间，

另 12条母体提供 10小时光照。孕期内的母体选择体温偏低但调温不精确。提供短日照处理

下的母体的平均孕期长度要长于长日照处理下的母体。统计显示两处理下产出的幼体在尾长

和腹鳞数上有显著差别，但在其他形态特征上没有差异。长日照处理下产出的幼体具有较长

的尾长和较少的腹鳞数。幼体在出生时已呈现两性异型，去除体长的影响，雌性幼体具有较

短的尾长，头长和前肢长，但具有较多的腹鳞数。长日照下产出的幼体不仅跑的快且具有较

高的增长速率。我们的数据证实了母体操纵假说的相关预测：孕期母体通过体温漂移提供体

内胚胎发育的最适热环境，且通过体温漂移诱导的后代表型特征能增强后代的适合度。我们

的这项研究是首次以栖息于冷气候环境下的卵胎生爬行蜥蜴为模式动物检测母体操纵假说

的研究。 作者开展蜥蜴类卵胎生进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意义：（1）人类自身是胎生

繁殖模式，对自身的繁殖模式进化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2）繁殖模式是同一个物种的生态

学，生理学以及行为学密切相关，而且也是生活史策略的核心问题；（3）卵胎生繁殖模式的

进化一直都是脊椎动物进化历史的中心议题，引发了许多备受研究者们关注的功能和进化生

物学上的科学问题。 

章节目录： 

第一部分 前言 

第一章 动物的繁殖策略：卵生和卵胎生 

一、动物的繁殖模式：卵生和卵胎生 

二、卵胎生繁殖模式的进化起源 

第二章 蜥蜴类动物卵胎生进化的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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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蜥蜴类动物的繁殖模式及其起源 

二、蜥蜴类动物卵胎生进化研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进展 

三、当前蜥蜴类动物卵胎生进化的观点 

四、蜥蜴卵胎生进化的研究目的及其意义 

第二部分 进化驱动力角度研究蜥蜴卵胎生进化 

第三章 蜥蜴科蜥蜴卵胎生进化：形态学特征和卵滞留的关系 

第四章 稳定的温度有利于胚胎发育导致蜥蜴卵胎生进化 

第五章 冷气候蜥蜴卵胎生进化选择压力：以捷蜥（Lacerta agilis）为例 

第六章 中国石龙子母体孕期调温诱导幼体表型：母体操纵假说的实验检测 

第七章 冷气候蜥蜴的卵胎生进化：母体操纵假说检测 

第三部分 主要结论、创新点和未来工作展望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2012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理性选择与制度运行：独立

学院发展的案例研究 
彭华安 教育科学学院 张乐天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汉语句法移位的神经语言

学研究 
刘  涛  文学院  杨亦鸣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民国福建永佃制研究 张少筠 社会发展学院 慈鸿飞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双重味 Bc 介子两体无粲强

子衰变研究 
刘  新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肖振军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基于内切酶特异性剪切作

用的疾病 DNA电化学分析方

法研究 

刘姝娜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蔡称心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基

于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相  瑞 商学院  陶士贵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论绑架中杀害被绑架人的

行为 
颜超明 法学院 蔡道通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17113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61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11&filename=101118764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28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202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1187671.nh&dbcode=CDFD&dbname=CDFD201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36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272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1187635.nh&dbcode=CDFD&dbname=CDFD201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34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188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11&filename=101118758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34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244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12&filename=101118756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25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99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124802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258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search_thesis.asp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140177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56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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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3 

冷战后少数族裔在美国总

统大选中的行为特征和影

响力研究 

何晓跃 公共管理学院  许开轶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儿童福利视角下我国学前

教育公共支出研究 
江  夏 教育科学学院 虞永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道德与创造力有关吗？—

—来自脑事件相关电位的

研究 

沈汪兵 教育科学学院 刘  昌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6 
1990 年代以来丹麦电影的

国际化策略 
周潇潇 文学院 沈国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7 

我国新闻网站的突发事件

信息传播研究——以 2008

年以来人民网、东方网为例 

王  婷 新闻与传播学院 于德山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8 
归义军时期（851—1036年）

敦煌僧官选擢考论 
孙  宁 社会发展学院 刘进宝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9 Tail压及其变分原理 李  渊 数学科学学院 陈二才 硕士 
【本校】 

【万方】 

10 电化学核酸适配体传感器 李艳芬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戴志晖 硕士 
【本校】 

【万方】 

11 
太湖水体漫衰减特性及光

生态环境评价 
金  鑫 地理科学学院 李云梅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2 
劳亚兽总目系统发育基因

组学研究 
周旭明 生命科学学院 杨  光 硕士 

【本校】 

【万方】 

13 

染色质重塑复合物亚基

BAF60a 整合肝脏生物钟与

能量代谢的分子机制研究 

陶伟伟 生命科学学院 刘  畅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4 
非标电磁环境下的辐射目

标快速重构与机理描述 
颜  伟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

院  
赵  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博士论文题录】理性选择与制度运行：独立学院发展的案例研究（彭华安，2011年） 

论文作者：彭华安 

指导老师：张乐天教授 

学科专业：教育学原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1 年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168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124819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252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83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124969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373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428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140058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196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148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124999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173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04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1400052.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308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408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140051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356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14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209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272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209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53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1247972.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259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495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205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45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1400929.nh&dbname=CM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278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17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140053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381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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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性选择；制度运行；独立学院制度；合法性 

师生简介： 

 

 

著者：彭华安，男，1980年 9月生，江西都昌人，2011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

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导师：张乐天，男，1952年生，江西彭泽人，博士。南京师

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教中心

南京基地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国际农村

教育比较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独立学院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一个特殊的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办学模式。随着 1999

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开始以“非公非私”、“亦公亦私”的“灰色”身

份大规模出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舞台。可以说，自它诞生之日起，关于它的争议就没有

停止过，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一“教育奇观”。本文借助政策分析法、案例

研究法、文献法与访谈法，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理论视角，对独立学院制度的生成、执行、

评价与变革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以探究内蕴的深层逻辑。 囿于“穷国办大教育”的现

实国情，基层创新主体普通公办高等学校在利益驱动下创生了一种新型的办学模式——国有

民办二级学院，弥补了办学经费的不足。地方政府在执行 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中面临着上

有政策指令、下有百姓压力而政府资源有限的困境。为提升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地方政府对

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给予“政策支持”，导致国有民办二级学院“雨后春笋”般出现。针对由

于规制不力而出现的违规招生、学生闹事、教育公平等问题，教育部于 2003年、2008年分

别颁布《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与《独

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来规范独立学院的办学行为，鲜明体现了独立学院制度

运行的特点与内容。 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执行都是一个充满着连续不断的交易、谈判和政

治互动的复杂过程。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处于不同的“制度场域”，被“意义构建”的成分渗

透着，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态度、行为与方式对特定政策加以“阐释”和“践行”，形塑着政

策执行的生态。独立学院政策的执行同样受制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独立学院策略互动，

并形成“假独立”、“假民办”、“假优质”的执行生态。中央政府囿于渐进改革下“制度供给”

与“制度需求”间的“落差”和政策目标多重冲突的制度逻辑，对地方政府与独立学院的执

行失范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容忍。当政策目标存在多重冲突时，地方政府将会根据利益诉求和

地方面临的压力，有选择地追求其中对于自身有利的政策目标，而有意回避和弱化对某些目

标追求的动力。在“压力型科层体制”内执行对自身有利的政策目标，而在自由裁量权下通

过“重新界定政策”、“‘理性不作为’下的‘共谋’”与“用足政策”等方式对不利于自身利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31'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ExZGczvPTAhULtI8KHct5BBsQjRwIBw&url=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3d'231'&psig=AFQjCNFZvbCkeOsx99d8dRVMVZLCF6lCyw&ust=149499652943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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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政策目标变通执行。受制于制度逻辑的路径依赖，为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独立学院

一般采用资源稀缺下的“机会主义”与关系网络中的“政策变通”等方式执行政策目标。 独

立学院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采取各种措施从社会、政治与行政领域获得合法性，但这种合

法性是有限的合法性，因为它并没有获得法律合法性。然而，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只要

能满足社会、政治与行政的需求，缺乏足够法律合法性的独立学院制度也可能继续存在。随

着制度环境的发展与思想观念的变化，独立学院制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价值选择危

机、公共性危机、程序性危机与有效性危机。在此种情况下，应从建立合理、健全的独立学

院产权结构，实施合理的“选择性激励”与建立立体、多元的监督机制，改进教育政策制定

系统，重构独立学院“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章节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独立学院制度的生成与演变 

第三章 独立学院政策目标执行的案例考察 

第四章 独立学院政策目标执行困境的多重制度逻辑解读 

第五章 独立学院制度的合法性审视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制度设计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汉语句法移位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刘涛，2011年） 

论文作者：刘涛 

指导老师：杨亦鸣教授 

学科专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1 年 

关键词：句法移位；神经机制；语迹；关系从句；话题句；被动句 

师生简介： 

 

 

著者： 刘涛，男，1980年生，2011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文

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神经语言学。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11&filename=101118764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28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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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杨亦鸣，男 ，1957年 11月生，江苏连云港人。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

我国神经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现为江苏师范大学语言

科学学院院长，江苏省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

主任，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高

等学校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青年首席科学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语言科学》主编，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等十余家海内外学术杂志编委。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句法移位是生成语法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假设，被认为是人类句法演算系统中核心的句法

操作，但该理论假设是否正确、是否科学，关键在于其是否与人脑中语言加工机制的实际情

况相符，是否能够得到与语言相关的脑神经机制的实验验证。本研究在当代语言学理论的背

景下，运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以汉语关系从句、被动句、话题句为研究语料，探

讨汉语句法移位的神经加工机制，以及句法移位在人脑中的普遍机制，为促进语言学理论进

一步发展提供神经机制上的证据。 研究共分四个实验：实验一考察了汉语关系从句句法移

位的神经机制，实验二考察了汉语被动句与话题句句法移位的神经机制，目的是通过实验一

和实验二对比不同类型句法移位的神经机制，并与其他类型语言句法移位神经机制的研究结

果进行比较，以揭示句法移位加工的普遍机制；实验三、实验四考察了生命性与指称性在汉

语关系从句与被动句加工中的作用，目的是探讨生命性与指称性对句法移位神经加工机制的

影响。综合四个实验，主要获得如下结论： 汉语句法移位神经加工机制的脑电指标包括：

持续的前部负波（SAN），反映了将移位成分或者语迹存储与维持在句法工作记忆中的加工；

短暂的前部负波（AN），反映了从句法工作记忆中将移位成分重新激活与提取，或者在工作

记忆中搜寻语迹的加工；晚期正成分（P600-like）或者负波（N400），反映了构建移位成分

与语迹句法依存关系的句法整合加工。 根据脑电指标，本实验所考察的汉语关系从句、话

题句、被动句的加工中都存在句法移位操作和语迹，语言学理论中所提出的语迹与移位的理

论假设与人脑中语言加工机制的实际情况相符，句法移位和语迹是人脑中的普遍语法知识；

汉语句法移位的神经机制与其他类型语言句法移位的神经机制基本相同，都包括句法工作记

忆加工和句法整合加工两个方面，句法移位的操作机制在人类语言中具有普遍性。 动词论

元的生命性与指称性、移位成分与语迹之间的距离、移位类型是影响汉语句法移位加工机制

的重要因素。动词论元的非生命性增加了句法移位加工的难度，而动词论元为人称代词能够

促进句法移位加工；移位成分与语迹之间的结构距离与线性距离对句法移位加工代价起调控

作用，距离越远，消耗的句法移位加工代价越大；移位目的地在 IP句法节点之上的句法移

位加工可能才会触发句法工作记忆加工。 汉语宾语关系从句的加工难于主语关系从句，主

语关系从句加工优势具有语言类型上的普遍性。从句动词论元的生命性与指称性又能够影响

汉语主、宾语关系从句加工优势，当从句动词主、宾语论元在生命性上对立时，能够使汉语

主、宾语关系从句加工难度差异增大，当从句动词论元之一为人称代词时，能够消除汉语主、

宾语关系从句加工难度上的差异。 

章节目录： 

第 1章 引言 

第 2章 句法移位研究回顾 

http://jxcgj.jsnu.edu.cn/02/f6/c653a758/page.htm


                             

 121                            【返回目录页】 

第 3章 汉语关系从句句法移位的神经机制研究 

第 4章 汉语被动句与话题句句法移位的神经机制研究 

第 5章 生命性与指称性对汉语关系从句神经加工机制的影响研究 

第 6章 生命性与指称性对汉语被动句神经加工机制的影响研究 

第 7章 汉语句法移位神经机制综合讨论 

第 8章 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民国福建永佃制研究（张少筠，2011年） 

论文作者：张少筠 

指导老师：慈鸿飞教授 

学科专业：专门史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1 年 

关键词：民国；福建；永佃制  

师生简介： 

 

 

著者：张少筠，女，1981年生，山东蓬莱人，2011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

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慈鸿飞,男，1948年生，辽宁盖县人，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政

府的经济改革（以国民政府及其经济政策研究为主）和近代

中国农村市场及近代西部开发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本文以民国时期为主要研究时段，对福建永佃制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一、永佃制的

形成和分布。福建永佃制在形成渠道上实现了多元化，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

的变化又导致了这些形成方式的演变趋势各异。永佃制公田既有与普通公田相同的地方，又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1187671.nh&dbcode=CDFD&dbname=CDFD201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36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2024
http://www.ls.ldu.edu.cn/a/shiziduiwu/jiaoshifengcai/2016/0421/630.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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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独特之处，其独有的形成方式是福建永佃制形成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永

佃制在福建境内广泛存在，且比重达到了 20%以上，但永佃制在省内各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

同一县市内不同乡镇或村庄的分布也不平衡。这是由省内人多地少、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

系松弛、各地经济结构和租佃程度不同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二、政权政策变迁与永佃制的

发展。政府的政策和政局的更替对永佃制有着深远影响。清代前中期，福建永佃制是蓬勃发

展的，后来由于地方政府对永佃制实施禁革而使得发展速度暂时放缓，但永佃制习俗的“牢

不可破”加上清末对永佃权的立法，清代福建永佃制从总体上来说又是向前发展的。民国时

期律法逐步贴合民俗，给永佃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但这一时期福建政权的不断

更替对永佃制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民初军阀混战使得永佃制的发展有所迟滞；红军和十

九路军分田期间，永佃制出现了短暂的衰落；之后又因为原有永佃关系的恢复和国民政府推

行永佃权而得到重新发展。中共土改时在承认农民田皮权的基础上归并皮骨，永佃制在福建

最终消失。清代以降，福建永佃制经历了持续发展→发展迟滞→短暂衰落→恢复发展→彻底

消失这样一种演变过程。 三、永佃制的保护。到了民国时期，社会各方力量都参与到永佃

制的保护中来。在永佃制形成和存续过程中，永佃农、政府和司法机关会采取相应的手段保

护永佃权。在围绕永佃土地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会选择民间调解、官方调处或审批、司法调

解及审判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解决，同时宗族组织和士绅阶层，县及县以下基层治理机

构或组织，以及司法机关等等在解决纠纷的三种方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永佃制下的

主佃利益关系。永佃制的地租形态主要是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一直贯

穿于永佃制的发展过程当中。承租山林的地租形态以货币地租为主。一般私田的永佃租率要

低于当地普通租佃的租率，山林和公田的永佃租率更低。永佃制改变了传统的主佃关系，骨

主权力日渐衰微，永佃户权力日益膨胀。 五、永佃制下的土地流转，主要从四方面进行了

探讨。1、转租。民国福建转租行为在民间畅行，并且逐渐得到官方和司法机关的认可。转

租呈现出一种小比例、广遍布的分布状态。各地大、小租的数额不一，田皮转租的租率也高

低不等，但都普遍低于当地的普通租佃租率。2、继承与典当。继承和典当永佃制土地的现

象盛行于福建各地。田皮、田骨和皮骨全田可以分别继承、典当或者转典当，扩大了流转的

规模，提高了流转的频率。3、转卖与皮骨价格。转卖有活卖与绝卖之分，并通过找价完成

从活卖到绝卖的转化。田皮权无需纳税、流转灵活且手续简便，这些特点使其买卖价格超过

了田骨。但田皮价格高低又与时局稳定与否有很大关系，清代民国时期，福建的田皮价格基

本处于高于田骨价格的态势，这主要是因为福建受战乱的影响相对较小，田皮交易市场运行

比较平稳。4、族田中的永佃田流转。族田典卖有着明显不同于普通私田的地方，主要体现

在族人只有权典卖自己的轮值年份和族田流转一般采取典当或者活卖形式两方面。永佃制土

地的存在加剧了族田的流转频率。 六、永佃制的性质。从双层地权归属、永佃权产权特点、

永佃租率三方面来看，永佃制就是一种为普通农户所掌握、业佃双方平等享有土地所有权，

对永佃农有利的土地制度。 文章最后指出，研究民国福建永佃制对当今中国农地制度的改

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章节目录： 

绪言 

第一章 永佃制的形成和分布 

第一节 一般私田永佃制的形成方式 

第二节 公田中的永佃制 

第三节 永佃制的分布 

第二章 政权政策变迁与永佃制的发展 

第一节 永佃权政策的逐步规范 

第二节 地方政局对永佃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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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共关于永佃权的处理政策 

第三章 永佃制的保护 

第一节 常态下的保护 

第二节 永佃纠纷及其解决 

第四章 永佃制下的主佃利益关系 

第一节 永佃制下的利益分配 

第二节 永佃制下主佃权力的变化 

第五章 永佃制下的土地流转 

第一节 转租 

第二节 继承与典当 

第三节 转卖与皮、骨价格 

第四节 族田中的永佃田流转 

第六章 永佃制的性质 

第一节 从双层地权的归属来看 

第二节 从永佃权的产权特点来看 

第三节 从租率来看 

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双重味 Bc介子两体无粲强子衰变研究（刘新，2005年） 

详细信息参见“南京师范大学历年全国优秀博士获奖及提名论文题录” 

 

【博士论文题录】基于内切酶特异性剪切作用的疾病 DNA 电化学分析方法研究（刘姝娜，

2011年） 

论文作者：刘姝娜 

指导老师：蔡称心教授 

学科专业：生物物理化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1 年 

关键词：DNA电化学分析；限制性内切酶；丙型肝炎病毒（HCV）；DNA甲基化；DNA甲基转

移酶；循环伏安；微分脉冲伏安 

师生简介：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1187635.nh&dbcode=CDFD&dbname=CDFD201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34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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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刘姝娜，女，1982年 1月生，2011年获得南京师范大

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助理，主要

从事生物质能生化转化相关课题及软课题研究工作。 

 

 

导师： 蔡称心，男，1966年 11月生，江苏溧水人，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蛋白质分子的电子转移机制、蛋白质错误折叠机

制与其功能的关系、疾病 DNA的电化学检测及应用、单细胞

分析及应用、能源电化学等。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但各种疾病仍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发病和死亡率上升已引起人们的

普遍关注，对各种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提高疾病患者的生存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早期诊断和疗效观察方法的研究已成为疾病防治研究领域的重要前沿课题之一。本论

文旨在建立某些疾病 DNA的电化学检测新方法，为某些疾病的临床诊断和疗效观察提供快速、

准确和灵敏的方法。主要研究思路是将设计的探针 DNA固定在适合的电极表面，然后将特定

的电化学指示剂通过共价键合或特性吸附作用固定到探针 DNA上；使探针 DNA与具有特定疾

病基因特征的 DNA片段杂交，再经特异性内切酶作用后，记录指示剂分子电化学信号的变化，

从而检测疾病 DNA。本论文工作主要以丙型肝炎病毒（HCV）和 DNA甲基化引起的恶性疾病

基因为研究对象，建立 HCV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实现 DNA甲基化检测、DNA甲基化酶活性分

析以及与 DNA甲基化相关抗癌药物的筛选。主要内容如下： 1. 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对特定

DNA序列的特异性识别和剪切作用，建立了一种 HCV特异性分析和检测的电化学方法。该方

法是将电化学指示分子硫堇（Thionine）标记的特定序列 DNA探针固定在 Au电极表面，与

目标 cDNA（该目标 cDNA与 HCV的 DNA序列有关）进行杂交，然后经限制性内切酶 BamHI剪

切。剪切后，电化学指示分子硫堇的电化学响应电流减小或消失，电流减小的幅度（Δi）

与杂交的目标 cDNA浓度有关，因而可实现 HCV的电化学检测与分析。我们对各种可能影响

检测的因素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表明，在最佳条件下，Δi与目标 cDNA在 0.1 - 2.5 μ

mol/L浓度范围内呈线性关系，最低检测限为 0.02 μmol/L（S/N = 3）。并且，该方法能灵

敏地分辨出完全互补和只有一个碱基错配的目标 cDNA，具有好的选择性，并且能实现实时

监测。 2. 在前面的研究基础上，选用氧化还原可逆特性较好的羧基二茂铁（FcA）作为电

化学指示分子，研究了所建立方法对 HCV的电化学检测作用，目的是进一步提高 HCV的检测

灵敏度，降低其检测限。该方法是先将特定序列的探针 DNA固定在 Au电极表面并经电化学

指示分子 FcA标记，再与目标 cDNA（该目标 cDNA与 HCV的 DNA序列有关）进行杂交，然后

被限制性内切酶 BamHI 剪切，根据氧化还原指示分子 FcA的微分脉冲伏安（DPV）峰电流的

变化（∆i）进行检测。用循环伏安及交流阻抗方法对探针 DNA在 Au电极表面的固定过程进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605'
http://hky.njnu.edu.cn/szqk/2009-8/082113_7533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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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表征，用循环伏安及 DPV方法对 FcA与探针 DNA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且，详细研究了

杂交时间、离子强度、温度、溶液 pH对探针 DNA与目标 cDNA杂交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

∆i值与 HCV DNA（cDNA）在 0.05 - 4.0 μmol/L 范围内呈线性关系，最低检测限为（0.5 ± 

0.2）nmol/L（S/N = 3）。该方法能用于识别只有 1个错配碱基的目标 cDNA并可用于实际样

品中 HCV的定量检测，具有简单、灵敏度高、特异性好、可实时监测等优点，理论上，只要

简单地改变探针 DNA的序列及限制性内切酶的种类，该方法就能用于分析检测其他类型的基

因型病毒，从而发展成一种通用的 DNA分析方法。 3. HCV基因分型对不同基因亚型病毒特

异疫苗的研制及临床治疗药物的筛选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发展了一种基于限制性

内切酶 BamHI联合金纳米颗粒（AuNPs）信号放大的 HCV 型别的电化学检测新方法。该方法

是将硫堇-探针 DNA固定到电极表面，并与 HCV 1b型目标 cDNA（244-mer）杂交，再经限制

性内切酶 BamHI剪切，记录剪切前后硫堇 DPV 峰电流的变化。结果表明，DPV 峰电流（∆i）

与目标 cDNA在 1 × 10-21 - 1 × 10-10 mol/L 浓度范围内呈线性关系，最低检测限达（3.1 

± 0.8）× 10-22 mol/L（S/N = 3），与常用的罗氏检测 HCV试剂盒方法相比（最低检测限

是 2.7 × 10-18 mol/L），检测限低 4个数量级。而且，该方法还能用于从 HCV 1、HCV 1a、

HCV 1b、HCV 6a型中选择性地分辨出 HCV 1b 型，因而可用于 HCV基因型别的检测。 4. 发

展了一种能用于 DNA甲基化的检测、DNA甲基化转移酶活性的分析以及与 DNA甲基化相关抗

癌药物筛选的电化学方法。该方法是将 FcA与探针 DNA的 3′端共价键合，与目标 cDNA杂

交后经甲基转移酶（M. SssI）将 CpG序列中的胞嘧啶（C）甲基化，并经限制性内切酶 HpaII

剪切，未甲基化的 DNA 在特定位点被剪切，而甲基化的 DNA不被剪切，根据 FcA电化学信号

在剪切前后的变化检测 DNA甲基化水平、分析甲基化酶活性。我们还研究了抗癌药物 5-氮

杂胞嘧啶核苷（5-Aza）和 5-氮杂-2′-脱氧胞嘧啶核苷（5-Aza-dC）对甲基转移酶活性的

抑制作用，表明该方法可用于评估抗癌药物对 DNA甲基化酶的抑制作用，并且可用于相关抗

癌药物的筛选。 

章节目录： 

第 1章 绪论 

1.1 DNA损伤概述 

1.2 限制性内切酶 

1.3 丙型肝炎病毒(HCV) 

1.4 DNA甲基化 

第 2章 基于内切酶特异性剪切作用的 HCV 电化学检测方法原理的研究 

2.1 引言 

2.2 实验部分 

2.3 结果与讨论 

2.4 结论 

第 3章 基于限制性内切酶 BamHI特异性剪切作用的 HCV电化学检测方法研 

究 

3.1 引言 

3.2 实验部分 

3.3 结果与讨论 

3.4 结论 

第 4章 基于限制性内切酶联合金纳米粒子信号放大的 HCV型别的电化学识 

别 

4.1 引言 

4.2 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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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结果与讨论 

4.4 结论 

第 5章 DNA 甲基化水平及甲基化转移酶活性的电化学分析 

5.1 引言 

5.2 实验部分 

5.3 结果与讨论 

5.4 结论 

第六章 论文的结论及主要创新点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2013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迈向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

认知科学：神经现象学研究 
陈巍  教育科学学院 郭本禹 博士 

【本校】 

【万方】 

2 敦煌文献疑难字词研究 赵家栋 文学院 董志翘 博士 【本校】 

3 
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

研究 
管月娥  外国语学院 张杰 博士 

【本校】 

4 
一维复杂系统的波包扩散

及量子相变 
张振俊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童培庆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转录激活染色体复合物成

员 pTAC14通过与 pTAC12相

互作用调控拟南芥叶绿体

基因表达 

高志萍  生命科学学院 陈国祥 博士 【本校】 

 

1 

通货膨胀环境条件下的人

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研

究 

王伟 商学院  陶士贵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论五四时期的“主义文化”

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

期传播的影响 

王磊 
 

公共管理学院  
王跃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国家公派留学回国政策的

改进：基于公派博士生回国

意愿的影响因素的调查研

究 

冯洁 
  

教育科学学院 
陈何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2012&filename=101118756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2425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2445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740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552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461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7140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95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3&filename=1013105305.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631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18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657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filename=101310491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560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29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filename=1013105996.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585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632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filename=101310652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53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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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4 
《政治生活》模块角色扮演

教学研究 
俞敏  教师教育学院 谢树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古诗句鉴赏过程中的顿悟：

一项脑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张晶 

 

教育科学学院  
刘昌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6 
从《占有》看拜厄特对伍尔

夫女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徐晗 

  

外国语学院 
吕洪灵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7 
微博传播：一种蒸腾模式的

舆论生成 
许天颖 新闻与传播学院  顾理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8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虚拟创

作研究 
张瑞 

 

文学院  
沈国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9 
解可分离凸优化的两个并

行分裂算法 
王凯  数学科学学院 韩德仁 硕士 

【本校】 

【万方】 

10 
钯催化的导向 sp2C-H 键官

能团化反应 
李武 

  

化学与材料科学

学院 

孙培培 硕士 

【本校】 

【知网】 

11 

基于高分数据的太湖重点

污染入湖河流叶绿素 a浓度

遥感反演 

刘忠华 
 

地理科学学院  
李云梅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2 

非洲爪蟾白细胞介素 8及γ

-IFN 诱导的溶酶体巯基还

原酶的克隆、表达及生物学

活性研究 

崔县伟 
  

生命科学学院 
张双全 硕士 

【本校】 

【知网】 

 

13 
数字图像大容量信息隐藏

和盲水印算法研究 
甘甜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聂守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4 
组织工程支架材料的超声

加工和检测技术 
郭各朴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马青玉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博士论文题录】迈向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神经现象学研究（陈巍，2012年） 

论文作者：陈巍 

指导老师：郭本禹教授 

学科专业：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2 年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614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filename=101310588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555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639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filename=101310629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659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94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filename=101310599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608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675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filename=101310502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522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487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filename=1013105272.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527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641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667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627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569797.nh&dbname=CMFDTEMP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733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filename=101310567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666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71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filename=1013105229.nh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637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9290.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485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632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929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518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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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识经验；认知科学；神经现象学；第一人称方法；困难问题；交互主体性；互惠

约束 

师生简介： 

 

 

著者：陈巍，男，1983年 4月生，浙江绍兴人，2012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绍兴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心

理学系副教授，院长助理，学科副主任，绍兴市心理学会秘

书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越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

员。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新浪博客】 

 

 

 

导师： 郭本禹，男，1964年 3月生，安徽肥西人，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人文

社科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兼任中

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全国维果茨基研

究会理事，《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学探新》和《心

理研究》编委，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当代认知科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即是构建一个能同时阐明意识的主观性及其神经生物

学基础的研究纲领。神经现象学是一项联合了神经科学和现象学，在强调人类心智的具身-

生成条件的基础上，旨在通过现象学还原、内省与佛教沉思训练等第一人称方法与认知神经

科学与神经动力学等第三人称方法的有机结合来探索人类意识经验或主观经验的跨学科运

动。本论文尝试将神经现象学置于当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发展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条路

线相互交融的背景之下，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客观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具体的思路如下：厘

定神经现象学运动的边界；系统考察神经现象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澄清其基本概

念、核心观点和理论内涵；通过深入分析与诠释当前神经现象学所涉足的实证主题来论证其

研究方案的意义；评价其价值与贡献、争议与困境，并前瞻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神

经现象学运动发展历程与现状的回顾，结合斯皮格伯格划分现象学运动的标准，可以将神经

现象学划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形态。前者特指瓦雷拉领导的神经现象学，后者包括劳夫林领

导的神经现象学、加勒斯领导的神经现象学以及其他将现象学与神经科学相结合的研究取向。

神经现象学运动深受西方现象学传统（包括实验现象学、经典现象学与现象学的自然化运动）

与东方心学传统的影响，并直接经由当代认知科学领域内一系列难题（如意识的“困难”问

题、他心问题等）而催生。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由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部分组成。

在本体论上，神经现象学坚持意识经验的不可还原性，并通过自创生理论论证了“心智与生

命的强连续性”，借助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论证了心智的具身-生成特征，进而提出主观性

与整体性是意识的本质特征。在认识论上，神经现象学提出了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

道认识论”，并通过与其他意识研究进路的比较论证了该认识论的优势。在方法论上，神经

现象学恢复并增强了第一人称方法在意识研究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广泛吸纳了以认知神经科

http://ste.usx.edu.cn/info/1047/1494.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b6dd1a0100mhqg.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05'
http://xlxy.njnu.edu.cn/about/2016-2/152732_312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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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神经动力学为代表的第三人称方法，并倡导在第一人称方法与第三人称方法之间形成一

种互惠约束与启迪。 在上述理论内涵的指引下，神经现象学家在意识领域内选择了大量研

究主题展开实证研究，初步证实了其方案的合理性。通过区分其研究领域与对象，大致可以

将这些研究归为四个方面：（1）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经验研究（包括视知觉、内时间意识、前

反思的自我觉知、自主感与拥有感、沉思训练对脑与认知的影响等）。（2）主体水平上的意

识经验障碍研究（包括癫痫发作的预测、幻肢的成因分析与治疗、异己手综合症的成因分析

与治疗）。（3）交互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经验研究（镜像神经元与动作理解、共情与语言理解

的关系、心智阅读的双重机制以及具身交互主体性）。（4）交互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经验障碍

研究（自闭症的成因分析与治疗）。神经现象学研究的贡献在于拉近了意识经验与大脑活动

之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距离，并为认知科学迈向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全新进路提供了一个清

晰的研究纲领。当然，神经现象学也面临着根基不稳、认识论缺陷与方法论困境等多方面的

问题。未来的研究需要增进现象学与神经科学的对话，完善神经现象学的方法论，并通过拓

展神经现象学的研究领域来检验与论证其理论内涵。 

章节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神经现象学运动概述 

1.1 神经现象学的厘定 

1.2 神经现象学的发展概况 

1.3 研究意义 

1.4 研究的逻辑框架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 神经现象学诞生的背景 

2.1 意识经验研究的现象学渊源与发展线索 

2.2 意识经验研究的东方心学传统 

2.3 意识经验研究的认知科学触发点 

第三章 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 

3.1 神经现象学的本体论立场 

3.2 神经现象学的认识论立场 

3.3 神经现象学的方法论立场 

第四章 神经现象学的研究领域：基础研究 

4.1 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经验研究 

4.2 交互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经验研究 

第五章 神经现象学的研究领域：应用研究 

5.1 主体水平上意识经验障碍的成因分析与干预研究 

5.2 交互主体水平上意识经验障碍的成因分析与干预研究 

第六章 神经现象学评价与展望 

6.1 神经现象学的价值与贡献 

6.2 神经现象学的争议与困境 

6.3 对神经现象学的展望 

数字资源链接：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552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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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题录】敦煌文献疑难字词研究（赵家栋，2011年） 

论文作者：赵家栋 

指导老师：董志翘教授 

学科专业：汉语言文字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1年 

关键词：敦煌文献；疑难字词；释证；方法；价值 

师生简介： 

 

 

著者：赵家栋，男，1974年生，安徽无为人。2011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古近代汉语研究，主攻佛典及敦煌

吐鲁番文献语言研究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董志翘，男，1950年 8月生，浙江嘉兴人，博士，

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博

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主任，

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

学研究会副会长、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委员，江苏省语言学

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汉语史学报》编委，四川大学《汉

语史研究集刊》编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副主编。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運用傳統訓詁學理論、漢語俗字、隋唐五代語音特別是唐五代西北方音以及現

代西北方音的研究成果，從詞義考辨、探源、疏證三個方面對敦煌文獻中 260多則疑難字詞

進行了釋證。 論文分上下兩編，即“通論篇”和“釋證篇”。 上編首先提出了判定敦煌文

獻疑難字詞的四條主要標準和兩條次要標準。這四條主要標準是：1.前賢時彥整理和校錄敦

煌文獻時標注的俟校待考的字詞；2.前賢時彥通過文獻語例的排比歸納已考釋出意義但值得

進一步探討其意義來源的字詞；3.前賢時彥眾說紛紜的字詞；4.前人未釋的字面普通而意別

或意義晦澀難通的字詞。兩條次要標準是：1.複雜的異文類字詞；2.誤錄誤校類字詞。接著

從字形變化、語音變化、方言俗語、新詞新義、文化典故五個方面探討了敦煌文獻疑難字詞

的特點及類型，然後歸納總結出敦煌文獻疑難字詞的考釋方法和手段，即：1.文獻校勘與釋

讀相結合；2.傳統訓詁理論與漢語俗字字形及語音規律相結合；3.比類歸納與詞義溯源相結

合；4.圖錄考證與邏輯推理相結合；5.文化解讀與理性求證相結合。同時我們還結合具體的

考釋實踐探討每類方法在考釋疑難字詞中的有效性，指出其存在的局限和應注意的問題。最

後較為系統地論述了敦煌文獻疑難字詞考釋在訓詁學、文字學、音韻學、詞彙學、語法學、

http://wxy.njnu.edu.cn/FrontPage/WenShuElegance/newsInfo/409.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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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書編纂、文獻文化學等七個方面的價值。 在上編理論研究中我們以舉例的方式考釋了 60

多則疑難字詞，下編又集中考釋了敦煌文獻中 200多則疑難字詞。其中待質類字詞考辨 50

多則；詞義溯源類字詞 20多則；糾正前人誤校誤釋字詞 80多則；考釋字面普通而意別或意

義晦澀難通的字詞 30 多則；分析考訂複雜的異文類字詞 20多則；補充前人考辨的字詞 30

多則。其中互有交叉類字詞約 30則。 

章节目录： 

緒 論 

第一章 敦煌文獻疑難字詞的判定及其類型 

第一節 敦煌文獻的性質及疑難字詞的判定標準 

第二節 敦煌文獻疑難字詞的特點和類型 

第二章 敦煌文獻疑難字詞考釋方法芻議 

第一節 文獻校勘與釋讀相結合 

第二節 傳統訓詁理論與漢語俗字字形及語音發展規律相結合 

第三節 比類歸納與詞義溯源相結合 

第四節 實物圖錄考證與邏輯推理相結合 

第五節 文化解讀與理性求證相結合 

第三章 敦煌文獻疑難字詞研究的價值（上） 

第一節 訓詁學價值 

第二節 文字學價值 

第三節 音韻學價值 

第四章 敦煌文獻疑難字詞研究的價值（下） 

第一節 詞彙學價值 

第二節 語法學價值 

第三節 辭書編纂價值 

第四節 文獻學價值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研究（管月娥，2012年） 

论文作者：管月娥 

指导老师：张杰教授 

学科专业：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2 年 

关键词：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视点；文本 

师生简介：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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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管月娥，女，1970年生，江苏射阳人，2012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

语学院副教授，江苏省外国语言学会及外国文学学会会

员。主要从事俄罗斯文论、俄罗斯语言文学及文化符号

学等方向的研究。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张杰，男，1956年生，北京市人，文学博士。南

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

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分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国际信

息科学院院士、国际符号学学会董事局成员、财务总监、

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语言符号研究会副

会长、全国巴赫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

事、江苏省外国语言学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外委会

副主任、江苏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

究方向为西方文学批评及其理论、俄罗斯文学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鲍里斯•安德烈维奇•乌斯宾斯基（ 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Успенск

ий, 1937- ）是俄罗斯著名的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

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涉及到语言学、斯拉夫学、文艺学、艺术学、文

化史学和符号学等多个领域，其结构诗学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结构诗学》一书中。这

是一部对艺术理论进行符号学研究的著作，也是其在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研究时期的重要

学术成果。 在该部作品中，乌斯宾斯基主要以文学艺术文本的语言为研究基点，透过“视

点”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对艺术文本结构进行了多维度的审视，并通过对艺术文本视点结

构的具体分析，探讨了艺术文本信息的形成与视点结构的渊源关系，并最终完成了对“艺术

语言”的形式化模式建构。本论文意在对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本身作较为深入细致的探

索与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其根基是

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思想，既有对俄国形式主义思想的延续，也有对哥本哈根学派叶

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思想的继承，同时还吸收了美国皮尔士、莫里斯等逻辑实用主义哲学的

符号学思想和巴赫金学派的社会符号学思想。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理论思想具有明显的批

判继承性，他透过“视点”这一具有社会性特征的研究视角，将艺术文本的形式与内容的研

究融为一体，指出了艺术文本结构中所存在的不同视点类型和它们各自所蕴含的语义指向，

以及不同层面视点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艺术文本结构意义生成系统的动态性特征，同时

还涉及了文本视点结构与描写对象以及读者（符号解释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改变了以往对

艺术文本结构形式分析的封闭性和静态性。该理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本论文尝试运用该理

论从不同的视点角度对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毕巧林——“多余人”形

象中的“非多余性”进行了分析，以揭示《当代英雄》独特的诗学结构及其复杂而深邃的思

想内容的内在生存机制。 然而，任何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认为，

http://wy.njnu.edu.cn/szll/2014-11/144204_495164.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37'
http://wy.njnu.edu.cn/szll/2014-11/142430_6671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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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理论并未能真正从读者接受的视角来探讨艺术文本的结构，以建立艺

术文本结构动态开放的历史观。他的结构诗学理论更多的还是对视点结构进行共时性的研究，

忽略了时间对读者接受的影响和读者在历时结构建构中的作用。通过对普希金的代表作《叶

甫盖尼•奥涅金》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创作叙述与读者接受的时空视点分析可以看出，

视点结构的本质在于读者的历时动态接受。同时，相较于中国传统诗学，乌斯宾斯基的结构

诗学理论对艺术创作与审美感受的主体性的关注还不够，明显地受到以文本为中心的西方科

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但其在诗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方法论创新思想和科学研究精神值得我们借

鉴。 

章节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溯源及批评继承性 

一、乌斯宾斯基学术思想产生的背景 

二、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思想理论基础的多元性 

三、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思想的批判继承性 

第二章  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 

一、 对“视点”问题的认识 

二、作为艺术文本结构共性问题的“视点” 

三、客观世界— 作者—文本— 读者之间的桥梁 

四、视点划分的任意性与层级性思考 

第三章  艺术文本结构与读者接受的时空视点 

一、读者视点在艺术文本结构建构中的作用 

二、时空视点与艺术文本的结构 

三、普希金创作时空与文本叙述和读者接受的时空视点 

第四章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诗学结构的视点分析 

一、《当代英雄》独特的“蒙太奇”式叙事视点结构 

二、多层面视点结构中的毕巧林形象 

三、并非多余的“多余人”形象——“当代英雄”的悲剧性 

第五章  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 

一、中、西诗学研究模式的差异 

二、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对中国诗学研究的启示 

三、中国传统诗学视域下的结构诗学理论的局限性 

结 语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一维复杂系统的波包扩散及量子相变（张振俊，2012 年） 

论文作者：张振俊 

指导老师：童培庆教授 

学科专业：理论物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2 年 

关键词：GP方程；波包动力学；超弹道扩散；非线性；准周期；伊辛链；量子相变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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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简介： 

 

 

著者：张振俊，男，1982年 4月生，江苏吴江人，2012年获

得南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河海大学理学院讲师。

曾参与和主持过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 

 

 

导师： 童培庆，男，1962年生，江苏高淳人，博士。南京

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物

理学会副理事长，南京物理学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物

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低维非均

匀电子和磁系统的性质，量子相变和量子纠缠，平衡和非平

衡系统的相变。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近几年，随着冷原子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制备出势场随意分布的光学格子。在此基础

上，开展了大量的实验工作，特别是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BECs)在光学格子中膨胀的实验，

成为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在理论上，BECs的膨胀过程在平均场的近似下可以用一个具有

非线性项的 Gross-Pitaevskii (GP)方程所描述。因此，对这类复杂系统的波包动力学的研

究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通过波包动力学的研究，可以掌握 BECs在不同系统中具

有的输运行为，进而为新材料的制备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

提高，在实验上制备和生成具有一定结构的低维材料已经逐步成为可能。因此，研究非均匀

结构的一维量子自旋系统的物理性质，必将在超导和纳米材料等领域产生重要作用。在本文

中，我们对一维复杂系统的几个动力学问题，以及横场中的准周期量子 伊辛链，特别是非

束缚类的准周期量子伊辛链的相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首先，我们讨论了一维紧束缚格子

中的超弹道扩散现象。我们将一段周期、准周期、或无序的子链嵌在一段均匀长链中，并把

初始的波包放置于子链的中间。研究发现，当势能小于某个临界值时，波包在扩散过程中会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以超弹道扩散的形式传播。而当势能大于该临界值时，扩散现象消失

了。扩散-不扩散的转变可以通过均匀链能带与中间子链能带的重叠情况以及系统所具有的

本征态的性质得到解释。在准周期的情况中，我们发现最大的扩散指数可以远大于 3.0，达

到 4.7，这是目前在量子系统中发现的最大的扩散指数。最后，对超弹道扩散的指数，我们

给出了唯象的解释。 然后，我们讨论了初始局域化的波包在线性和非线性广义 Fibonacci

格子中的传播行为。当不存在非线性作用时，对于第一类广义 Fibonacci 格子，二次矩和

Participation number都随着时间不断的增长。对于第二类广义 Fibonacci格子，当在位

势很小时，波包几乎是弹道扩散的。而当在位势很大时，二次矩和 Participation number

都表现为台阶状的增长。当加入非线性作用后，对于第一类广义 Fibonacci格子，二次矩依

旧随着时间不断增长，但相应的 Participation number并没有随时间不断的增长。对于第

二类广义 Fibonacci格子，当在位势较弱时，观察到了与上面类似的现象。而当在位势很大

时，二次矩和 Participation number都不随时间增长。 其次，我们讨论了初始局域化的波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81'
http://physics.njnu.edu.cn/szdw/2014-5/111734_4688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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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在延时三阶非线性作用的一维非关联无序链中的波包动力学行为。在瞬时非线性响应的情

况下，Anderson局域化将在适中的非线性作用下遭到破坏，波包将以亚扩散的速度向外扩

散。而在延迟非线性作用下，动力学行为将变得明显的不同。我们发现，短的非线性延迟将

造成波包的局域化。而长的非线性延迟又重新使得波包退局域化。并且，在退局域化的情况

下，波包扩散的指数要明显的大于瞬时非线性作用下的结果。对于这种由非线性作用的延时

所造成的动力学行为转变的原因我们也做了必要的讨论。 最后，我们讨论了一维准周期量

子伊辛链在横场中的相变行为。通过对平均磁矩和协作参量的研究发现，对于束缚类的和临

界类的准周期量子伊辛链，只存在一个相变点，并且相变点的行为与均匀量子伊辛链中表现

的行为相似。而对于非束缚类的准周期量子伊辛链，发现相变点不是唯一的，而是出现在两

个区域中。并且相变点的行为与无序量子伊辛链中表现的行为相似，平均磁矩和协作参量的

导数在相变点的峰值并不会随着系统尺寸的增大而变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变点集中出

现的两个区域是由非束缚类准周期量子伊辛链中存在的集团效应造成的。 

章节目录： 

第一章 基本概念和背景 

第二章 一维紧束缚格子中的超弹道扩散 

第三章 广义 Fibonacci 格子中的波包扩散 

第四章 延迟非线性响应对一维无序链波包扩散的影响 

第五章 横场中准周期伊辛链的量子相变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转录激活染色体复合物成员 pTAC14 通过与 pTAC12 相互作用调控拟南芥

叶绿体基因表达（高志萍，2011年） 

论文作者：高志萍 

指导老师：陈国祥教授 

学科专业：植物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1年 

关键词：拟南芥；TAC 复合物；pTAC14；类囊体相关；白化致死；叶绿体发育；PEP活性；

质体基因；转录 

师生简介：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3&filename=1013105305.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631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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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高志萍，女，1982年生，江苏常州人，2011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植物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导师： 陈国祥，男，1963年 2月生，江苏丹阳人，理学博

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体育科学学会理事长。现任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国高教学会科研管

理分会理事；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

副理事长。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叶绿体是植物细胞特有的、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胞器, 它可以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 固定

CO2。叶绿体是一个半自主的细胞器，叶绿体的生物发生需要核基因和叶绿体基因的共同协

调表达。叶绿体基因的转录需要两类RNA聚合酶的参与：质体基因组编码的RNA聚合酶（PEP）

以及核基因编码的 RNA 聚合酶（NEP）。PEP聚合酶主要在叶绿体中起作用，负责与光合作用

有关基因的转录。染色体转录激活复合物(transcriptionally active chromosome, TAC）

是调控 PEP活性的蛋白复合物，它是在研究叶绿体转录调控机制过程中分离 DNA绑定的 RNA

聚合酶时分离出的具有转录激活作用的一类染色体复合物。拟南芥 TAC复合物中至少有 35

个蛋白成员，绝大部分为核编码蛋白。其中 18 个为功能未知的核编码蛋白，对质体转录具

有激活作用，称为 pTAC1-18。 本文探讨了 TAC 复合物的一个成员 pTAC14 在参与调控拟南

芥叶绿体基因表达方面的作用。 1、 pTAC14基因编码一个具有 SET domain和

Rubisco-subs-binds domain 两个功能结构域的蛋白，根据已报道的 SET domain 蛋白的功

能推测，pTAC14基因可能参与蛋白甲基化作用以及染色体修饰作用。序列分析显示 pTAC14

是一个在植物中具有特异性和高度保守性的蛋白，在植物中是单拷贝的。亚细胞定位结果表

明该蛋白在叶绿体中，并且与类囊体紧密相关。 2、 基因表达分析显示 pTAC14在拟南芥各

组织中是泛表达的，在叶片中的表达较强，并且该基因的表达是受到光诱导的。 3、 pTAC14

缺失的拟南芥表现为白化表型，幼苗致死，不能完成完整的生活史；该基因的敲除导致了拟

南芥叶绿体在发育的早期就严重受阻，没有类囊体垛叠以及片层结构，空泡化严重；蛋白质

免疫实验表明，突变体中多数光合作用蛋白质复合物的组分缺失或积累明显下调。这些结果

说明 pTAC14基因对于叶绿体早期的发育是必需的。 4、 pTAC14基因与质体基因的表达相

关，对叶绿体基因的转录分析表明 PEP活性在 ptac14突变体中明显下降，ptac14是一个 PEP

功能缺陷的突变体。ptac14中，PEP转录的基因的表达下调，而 NEP 转录的基因的表达是

上调的。另外，pTAC14参与了转录后加工过程，例如 RNA 的剪切。 5、 为了研究 pTAC14

对 TAC复合物其他成员的影响，我们分析了 ptac14、ptac7以及 fln2中 VIPP1/pTAC4蛋白

的积累情况，除 ptac7中 VIPP1显著降低外，ptac14和其他几个突变体中 VIPP1的积累与

野生型相比，少量下调，由此可见 TAC复合物中不同组分的缺失对 VIPP1 蛋白均有影响，但

影响程度不同，结合 pTAC14具有的 SET结构域可能的功能，我们推测 pTAC14在 TAC复合物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31'
http://www.nipes.cn/ld/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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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具有修饰作用，如甲基化等，当没有修饰作用发生时，则其活性无法表现出来。 6、 

为了深入研究 pTAC14 基因的作用模式，我们通过酵母双杂交实验，找到了 pTAC14蛋白在

TAC复合物中的相互作用蛋白 pTAC12，一个对光敏色素信号具有特异性调控作用的蛋白。免

疫共沉淀进一步证实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个突变体都具有典型的白化表型，相似的

叶绿体发育情况，以及相同的质体基因的表达模式和剪切模式，共同调控叶绿体基因的表达，

从而影响拟南芥叶绿体的发育。 综合以上结果表明，pTAC14对叶绿体发育是必须的，它的

缺陷导致叶绿体早期的生物发生受阻；ptac14是一个 PEP 功能缺陷的突变体；pTAC14蛋白

与 pTAC12蛋白相互作用，形成紧密的物理联系，它们对叶绿体的正常发育是必须的，共同

影响 PEP的活性，从而调控 PEP依赖的质体基因的转录。 

章节目录： 

第 1章 文献综述 

1.1 叶绿体起源学说 

1.2 拟南芥中叶绿体的研究进展 

1.3 TAC复合物的研究进展 

1.4 SET结构域蛋白 

1.5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第 2章 材料和方法 

第 3章 pTAC14 参与调控拟南芥叶绿体发育 

第 4章 pTAC14 基因参与 PEP活性的调控 

第 5章 pTAC14 与 pTAC12 相互作用共同调控叶绿体基因表达 

第 6章 关于 pTAC14 的其他研究 

第七章 结论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2014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犯罪成立罪量因素研究 王彦强 法学院 蔡道通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现代教育与恐惧制造的研

究 
章  乐  教育科学学院 高德胜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元明词选研究 朱志远 文学院 钟振振 博士 
【本校】 

【知网】 

4 
赛珍珠中国农村题材小说

的“土地主题”研究 
魏  兰  外国语学院 姚君伟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B 介子半轻衰变及纯湮灭 王文飞  物理科学与技 肖振军 博士 【本校】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318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101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TEMP&filename=101415800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513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91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333936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8758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83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6066547.nh&dbname=CDFDTEMP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80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3339382.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8793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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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衰变过程研究 术学院 【知网】 

【万方】 

6 

基于钙信号和氧化应激关

联 mTOR/MAPKs 通路和自

噬激活的镉神经毒性及调

控分子机理研究 

陈素娟  生命科学学院 陈  龙 博士 【本校】 

  

1 

货币政策对公司融投资水

平的影响研究——基于债

务保守作用的分析 

宣  扬 商学院 杨中军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犯罪情境预防 刘  涛 法学院 蔡道通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教师话语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小学课堂教学的实

证分析 

彭  亮 教育科学学院 徐文彬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论可持续领导理论及其行

动策略 
金  惠  教育科学学院 张新平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城乡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高奎亭  体育科学学院 孙庆祝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6 

基于需求分析的专门用途

英语教学情况调查—以医

学英语为例 

黄  媛  外国语学院 陈莉萍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7 
翁文灏西南开发思想与实

践述评 
胡  伟  社会发展学院 张连红 硕士 

【本校】 

【万方】 

8 

两类拟线性椭圆型方程

(组)解的存在性与多解性

研究 

李  琴  数学科学学院 杨作东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9 
Pt 基纳米结构物制备及

电催化性能研究 
徐江锋 

  

化学与材料科学

学院 

唐亚文 硕士 【本校】 

10 

蓝藻水华衍生的胁迫因子

对枝角类生活史参数及抗

氧化酶基因表达的影响 

吕  凯  生命科学学院 杨  州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1 相控声涡旋的特性研究 杨  玲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马青玉 硕士 

【本校】 

【万方】 

12 
姿态变化与困难光照条件

下的人脸识别研究 
刘会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院 

杨  明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333935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540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468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874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8622.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530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09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916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490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897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860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8787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853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860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8787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6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895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462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29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945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8779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8253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8808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92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9096.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481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241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42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323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515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922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527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75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3338815.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479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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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扒窃犯罪研究 时  方 法学院 蔡道通 专业硕士 【本校】 

2 
游戏精神观照下的思想品

德课合作学习研究 
徐  晴  教师教育学院 周晓静 专业硕士 

【本校】 

【万方】 

3 

苏教版高中语文写作教材

（必修） 开发与应用的研

究 

吕  超 教师教育学院 汤振刚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学习迁移理论在通用技术

教学中的应用 
程  茹 教育科学学院 顾建军 专业硕士 

【本校】 

5 

《南方人物周刊》娱乐人

物报道的严肃化倾向分析

——以两篇娱乐人物报道

为例 

魏奇琦 新闻与传播学院 俞香顺 专业硕士 

【本校】 

【万方】 

7 

库夏科夫“冬”、“秋”、

“春”手风琴组曲的音乐

风格与演奏技法研究 

史  瑞 音乐学院 管科亚 专业硕士 

【本校】 

【万方】 

8 游戏文化产品的用户体验 李红玉 美术学院 凌  清 专业硕士 【本校】 

 

【博士论文题录】犯罪成立罪量因素研究（王彦强，2013年） 

论文作者：王彦强 

指导老师：蔡道通教授 

学科专业：法学（刑法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3 年 

关键词：罪量因素；罪量构成要素；域外经验；中国实践；表征；构成体系定位；事实特征；

价值特征 

师生简介： 

 

 

著者：王彦强（王强），男，1981年 11月生，四川郫县人，

2013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刑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07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593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91048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4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670410.nh&dbname=CM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91046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730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107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90997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174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91043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819
http://law.njnu.edu.cn/nsdweb/Article.aspx?id=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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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蔡道通，男，1966年生，江苏淮阴人，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江苏省“青蓝工程”高等

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

选。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法官不理会琐碎之事（Deminimis non curat praetor），对于极轻微的反社会行为，任

何国家都不可能作为犯罪处理，犯罪成立有罪量要求乃法治国家的共识。从域外经验来看，

域外刑事立法多采仅定性的行为类型立法模式，实体法中基本不涉及罪量的内容，犯罪成立

的罪量要求基本上是通过它的反面——微罪出罪——展开：在程序法上，通过警察的微罪处

置、酌定不起诉、告诉与自诉以及法官裁量权的行使等制度设计，为微罪出罪提供路径；在

实体法上，则通过可罚的违法性、社会相当性等理论建构，为微罪出罪提供实体法上的理论

支撑。 在我国，犯罪成立同样有罪量要求，也同样有程序法上微罪出罪的制度设计，但与

域外经验不同的是，缘于二元制裁体系和以行为程度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交叉重合式立法

模式，我国刑法形成了众多成文的、正面积极的、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罪量因素规定。

这种“规模化的、积极的、成文的”罪量因素可谓是我国刑法独具特色的立法现象。 第一，

成文的罪量因素在我国刑法中有何表现？在总则中，罪量因素包含于刑法第 13条犯罪概念

的但书规定中。不过，但书规定不应当仅仅视为罪量因素的表征。遵循司法刑法学的逻辑要

求，但书作为犯罪司法概念的刑法第 13条的组成部分，应当是在第 13条前段体现形式理性

的刑事违法性的积极、类型化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体现实质理性的社会危害性的消极、个别

化判断的载体。因此，但书不仅仅是轻微违法的犯罪阻却事由，而应当理解为包含阻却构成

要件符合性、阻却违法性和阻却有责性的全部实质内容。在分则中，罪量因素则表现为刑法

中明文规定的、体现行为程度、作为犯罪成立必要条件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造成

严重后果”等类似内容。“数额”、“情节”、“后果”才可谓是真正独具中国特色的罪量因素

规定。 第二，积极的、成文的罪量因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如何定位？建构包涵罪量因素的

犯罪构成体系，就是罪量因素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问题。罪量因素难以整体作为处罚条件；

只有行为获利、悔罪表现等极个别不法中立的罪量因素，应当作为犯罪成立的第四要件——

真正的客观处罚条件；而丢失枪支不报、滥用职权等罪中的“严重后果”、“重大损失”等因

素，是可罚违法程度的表征，属于不法构成要素，只是因为此类后果与行为之间客观关联上

的特殊性，使其无法还原为典型的危害结果，对此类后果只须有认知预见，无须考虑意志因

素，即可认定故意成立，因而它们是一种非典型的不法构成要素；其余绝大多数罪量因素均

可还原为身份、行为、结果等典型的不法构成要素。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罪量因素（即罪量

构成要素、罪量要素）是我国刑法中成文的罪量因素规定的最核心、最主要的内容，罪量要

素在事实面和价值面两个层面的特殊性，使其在遭遇诸多犯罪问题时，定会擦出别样的火花。 

第三，罪量要素的事实面特征，乃是罪量要素作为成文化的构成要件要素，相较于大陆法系

刑法而言的特殊性。与大陆法系刑法消极的、阻却犯罪成立的罪量判断不同，在我国，罪量

要求成文化、类型化为构成要件该当的具体要素。因此，罪量要素就应当首先是事实该当的

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此即罪量要素的事实面特征。 根据这一特质，作为违法性表征的罪

量构成要件要素，应当是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这是责任主义的当然要求。而对罪量（数

额）要素的认识错误，也应当依据错误论原理判断，尤其是在共同犯罪之不同共犯人对罪量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3'
http://law.njnu.edu.cn/NSDWeb/Article.aspx?i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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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一致（认识错误）的情形中，犯罪总额说只能解决共犯的客观归责问题，而主观归责

则必须结合各共犯人的主观认识个别化判断。在罪量（数额）共犯中，若部分共犯人对罪量

（数额）没有认识或认识错误，只能在主客观一致的范围内承担责任；部分共犯人隐瞒所得

数额，至多可能作为判断被隐瞒者对全案数额是否有故意认识的间接证据；依据法定符合说，

正犯的客体错误或打击错误不影响共犯人既遂之责；正犯实行过限或实行减少，共犯人则应

当在构成要件重合的范围内承担既遂之责；正犯另起犯意，自当单独负责，不得归责于其他

共犯人。 而罪量（数额）犯未遂，也可谓是另一种认识错误问题，尤其是在“以数额巨大

的财物为盗窃目标”而分文未得的场合，如何确定未遂犯适用的法定刑档，就成为问题。从

传统的加重构成说的立场，可以通过严格区别作为主观意图的行为人主观追求的目标数额与

作为“情节严重”的“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以前者来确定相应的法定刑档，当

行为人主观意图不明确或无法证明时，存疑有利于被告，只能选择基本犯的法定刑档。而从

区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立场，作为危害结果的数额巨大等罪量要素，有着不同于典型（加

重）构成要件和典型量刑规则的特殊性，可称为罪量加重构成，此结果程度类罪量加重构成

是基于基本犯结果的危险性而加重刑罚的，当基本犯未遂时，就已经丧失了加重的依据，不

得论以加重犯的未遂犯。 第四，罪量要素的价值面特征，则是罪量要素相较于同为“构成

要件要素”的罪体要素而言的。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判断具有违法性的推定机能，罪量和罪体

要素均为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因此，二者的符合性判断都具备违法性的推定机能，但二者

机能的发挥却不尽相同：罪体要素是从横向、此罪彼罪的意义上表征某一犯罪的行为类型，

体现的是公权力的界域（将刑法没有类型化的行为类型排除在公权力处置范围之外）；而罪

量要素则是从纵向、轻罪重罪（罪与违法）的意义上表征某一犯罪的行为程度，体现的是公

权力的分工（将纳入公权力处置范围的行为，根据其违法程度，分别给予刑罚或者行政处罚）。 

二者的区别决定了罪体和罪量评价之间的位阶性，即罪量的行为程度判断必须是在罪体的行

为类型确证、定型之后方可进行。因此，单位犯罪、共同犯罪、法条竞合等这些解决行为形

态、行为定型的行为类型性理论，无法适用于罪量问题；或者说正确的判断位阶是，首先运

用这些理论，进行行为类型、行为形态意义上的定型判断，之后才考虑罪量要素，决定公权

力的分工。 因此，在单位犯罪中，不论单位与自然人犯罪的罪量标准是否统一，首先是运

用单位犯罪理论判断自然人的行为可否拟制为单位犯罪（包括单位决策、为单位利益、以单

位名义等实质条件和法定性的形式条件）：如果不能，则仅仅是自然人犯罪，再依照自然人

犯罪的罪量标准加以处罚；如果可以拟制，则应当适用单位犯罪特殊条款，依据单位犯罪的

罪量标准，决定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和单位罚金。 在共同犯罪中，首先在不考虑罪量要素的

情况下，判断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决定参与人客观归责的范围；然后根据立法、司法解

释所确定的罪量标准，决定对行为人给予的公权力处置（刑罚抑或行政罚、轻刑抑或重刑）。

这样，不同罪量标准的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罪量标准不同的犯罪部分共同（构成要件部

分重合）以及所谓“虚拟共同犯罪”等情状下的推理难题均可迎刃而解。 在法条竞合中，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结构差异，表明不必区分二者的“大竞合论”不能成立。法益同一是

判断法条竞合的实质标准；“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是注意规定，是法条竞合适用原

则的重申。罪量要素的特殊性表明，应当先运用法条竞合理论决定行为类型的定型（是普通

法条行为类型还是特别法条行为类型），然后再根据罪量要素，判断该行为是一般违法抑或

犯罪、轻罪抑或重罪；法条竞合特别关系没有重法补充适用的余地，只有交叉、双包容关系

下的法条竞合，方有重法优于轻法的适用。 

章节目录： 

导言 

第一章 犯罪成立罪量要求的域外经验 

第一节 微罪出罪的程序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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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微罪出罪的实体法理由 

第三节 小结 

第二章 犯罪成立罪量要求的中国实践 

第一节 程序法规定 

第二节 实体法特色 

第三节 小结 

第三章 罪量因素在我国刑法中的表征 

第一节 刑法总则中的罪量因素：但书? 

第二节 刑法分则中的罪量因素：数额、后果、情节 

第四章 罪量因素的犯罪构成体系定位 

第一节 学说之争 

第二节 作为真正客观处罚条件的罪量因素 

第三节 作为不真正客观处罚条件的罪量因素 

第四节 构成要件要素：绝大多数罪量因素的归属 

第五节 小结 

第五章 罪量构成要素的事实面特征 

第一节 主观罪过中的罪量要素认识 

第二节 共同犯罪中的罪量要素认识错误 

第三节 罪量要素与犯罪未遂 

第六章 罪量构成要素的价值面特征 

第一节 单位犯罪与罪量要素 

第二节 罪量要素的价值属性在共犯中的运用 

第三节 罪量要素与法条竞合 

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现代教育与恐惧制造的研究（章  乐，2013年） 

论文作者：章  乐 

指导老师：高德胜教授 

学科专业：德育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3 年 

关键词：教育；现代教育；恐惧；恐惧制造；不确定时代 

师生简介：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TEMP&filename=101415800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7513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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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章乐，男，1983年生，江苏南京人，2013年获得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道德教育研究。 

 

 

导师：高德胜，男，1969年生，河南信阳人，博士，博士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

员。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恐惧是人在感知或想象到危险即将来临时，产生的一种伴随着强烈的紧张与不确定感的

情绪。虽然它会产生诸多消极影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却具有积极作用，比如，保护个

体与人类免遭危险伤害；驱使人类增强把握世界的能力；孵化社会性情感；孕育勇敢的品质

以及让人类接近完美。形而上地看，人类会产生恐惧是因为人是一个对自身脆弱性和有限性

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与动物相比，人是一个文化的存在，这意味着人类恐惧的对象和程度

都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人的非特定性，在其的一生中，恐惧的对象和程

度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教育是人类超越恐惧的重要方式。通过教育，人类可以消除那些不

利于完满生活的恐惧；可以直面那些无法消除的恐惧；也可以学会某些有利于完满生活的恐

惧。现代教育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现代人消除了某些古老的恐惧，尤其是理解缺乏所引发的

恐惧。 然而，现代教育在消除了某些古老恐惧的同时，却又制造了另一些不合理的恐惧，

使得整个教育俨然变成了“恐惧的教育学”。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些新的恐惧与那些古老

的恐惧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从对象上看，二者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教育的“场

域”中，对未来、竞争、学习以及规范的恐惧是四种最主要的恐惧。如果考虑这些恐惧对象

的内在联系，那么也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对学校的恐惧。现代教育是通过夸大未来“身份”争

夺的残酷；营造紧张恐惧的竞争氛围；强加难以承受的学业负担；以及学校生活的“监狱化”

四个机制让学生长期生活于恐惧之下。现代教育制造了种种人为的、不合理的恐惧，必然会

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形成“恐惧的心态”；促成顺从权威的心理倾向；以及制造冷漠自

私一代。 现代教育制造了种种人为的、不合理的恐惧是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在教育

领域的投射。从“稳固的现代性”进入“流动的现代性”，不确定性成为现代人无法逃避的

命运。由于现代人试图以错误的方式重获确定性，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制造出种种人为

的恐惧。现代教育制造恐惧就产生于这样的逻辑：“个体化”进程使现代人“身份焦虑”凸

显，而“劳动”的胜利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又使现代人试图通过占有实利来获得“身份”，

在二者的“共谋”下，具有“身份”功能的现代教育沦为了争夺未来“身份”的“角斗场”；

“风险社会”带来的“新礼节”使现代人过度地关注人身安全，结果为了学生的人身安全，

学校却沦为了“监狱”；不仅如此，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里，学校自身的合理性也从根基上

受到了质疑，而制造恐惧却可以让学校重获“魅力”。 教育恢复平静的必要性不言而喻。虽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678'


                             

 144                            【返回目录页】 

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因为它与这个不确定时代交织在一起，但是，它却有来自现代教育

和现代人自身的内在动力。要恢复教育的平静，现代教育必须转向：其一，从单纯地改变外

部世界以获得确定性，转向同时改变内心与外部世界，因为仅仅依靠某一种方式，都可能带

来严重的后果；其二，从单纯地消除恐惧转向超越恐惧，因为在这个人为的不确定时代里，

不仅要消除不合理的恐惧，同时还要学会合理的恐惧，直面无法消除的恐惧。具体地说，现

代教育需要重建人与人的健全关系；引导现代人从实利的占有转向智慧与美德的追寻；并培

养现代人正确的“风险意识”。 

章节目录： 

导论 

第一章 教育与超越恐惧——教育与恐惧一般关系的研究 

第二章 学校教育与恐惧制造——现代教育制造恐惧的“教育学”研究 

第三章 不确定时代与恐惧制造——现代教育制造恐惧的“社会学”研究 

第四章 超越“恐惧的教育学”——现代教育制造恐惧的“出路”研究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元明词选研究（朱志远，2013年） 

论文作者：朱志远 

指导老师：钟振振教授 

学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3 年 

关键词：元明词选；词学史；《草堂诗余》；《天机余锦》 

师生简介： 

 

 

著者：朱志远，男，1982年生，河南开封人，2013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领

域涉及元明清文学、诗词学、红学等。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333936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8758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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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钟振振，男，1950年 3月生，江苏南京人，文学博

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韵文

学会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

长、美国中华楹联学会学术顾问等。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新浪博客】 

中文摘要： 

元明两代历来被看作词学的衰微期，成为目今词学界最为薄弱的研究领域。客观来看，

元明词学上承两宋之辉煌，下启有清之中兴，是学术发展链条中不可忽略的一条重要链节。

由于元明两代词学形态及其后人不公正的评价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故而本文将元明词学置

诸一起来考察，从“元明词选”这一命题入手，条分缕析地分析、考察当时各选本的文献价

值，并对失误之处作一考辨，以期推动元明词学的深入研究。 宋词很多作品在今天得以广

泛流传，均赖元、明时期词选的编纂、刊刻。没有元明两代人保存文献之功，很多优秀词作

将无法流传至今。研究元明时期词选本的编纂和流传，有助于我们梳理词的发展脉络和词史

的发展脉络。 本论文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绪论旨在交待当今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研究现

状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历数各选本的发展历程，同时对各选本做时代分期，并对各选本进

行叙录。第二章，探讨元明词选编纂发生的背景，主要从当时词体衰微之际词学建立、词乐

失传，以及当时存在的以“古雅”理论为表征的词坛“复古”（或“复雅”）现象，作一历史

考察。同时，本章也涉及到《草堂诗余》在当时流行状况的考察。第三章，通过对元明词选

发展形态首先是选型的考察，进一步认清“分类本”和“分调本”词选在词选史上的地位和

意义。重点考察具体选本如分调本之一《天际余锦》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等等。第四章，主

要探讨代表明代词选繁盛期的具体选本，如杨慎的词学与《词林万选》，及其与《词品》《百

琲明珠》之间的关系等等。第五章，具体探讨元明两代其他不为人所重的选本，对其进行文

献梳理，深刻认识其价值。 目前，学界对唐宋人编刊词选、清人词选本都已有深入研究，

而对本题却研究不够。故而，本文在对元明词选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当时词学理论考察

的前提下，希望通过对元明时期各选本的深入研究，以期有助于“词选学”的贯通发展。另

外，通过对元明时期词选本的考察上，以期进一步研究元明时期的词学批评和词学理论。在

考察词选本与词学史的发展关系上，以期厘清词学发展史的脉络。综上，本题通过对元明时

期词选的编纂历程、编纂类型、编选旨向、编选风格等各方面深入细致的研究，来进一步挖

掘元明两代的总体词选观和独特的审美风尚，及其在词选学、词学批评史和词学发展史上产

生的影响。 

章节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元明词选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元明词选考索 

第二节 元明词选分期 

第三节 元明人翻刻唐宋词选 

第二章 元明词选的发生背景 

第一节 词学的建立 

第二节 词乐的失传 

第三节 元末明初词坛观测：词坛“复古”——以吴讷《文章辨体外集·近代词曲》“古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41'
http://blog.sina.com.cn/zhongz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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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说为视角 

第四节 《草堂诗余》在元明时期的刊刻与流传 

第三章 元明词选的发展形态 

第一节 元明词选的选型 

第二节 词选分类本和分调本的历史进程 

第三节 《天机余锦》新考——分调本词选之一 

第四节 《花草新编》新考——分调本词选之二 

第五节 《天机余锦》余论：现存最早的分调本词选 

第四章 元明词选的繁盛期 

第一节 杨慎及其《词林万选》 

第二节 万历本《百琲明珠》非伪托考——兼论杨慎《词品》与《百琲明珠》的因袭、

传承关系 

第三节 《花镜隽声》的编者及其体例——兼论《花镜隽声》的幽艳词风 

第五章 “草堂”系列之外的其他选本 

第一节 唐五代词辑萃：《唐词纪》 

第二节 饮酒唱和选本：《唐宋元明酒词》 

第三节 杂汇诸体：鳙溪逸史《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 

第四节 分调选本：杨肇祉辑《词坛艳逸品》 

第五节 以香艳为标的：茅暎《词的》 

第六节 复古铸今：陆云龙《词菁》 

第七节 兼取婉约与豪放：卓人月《古今词统》 

第八节 传情述志：潘游龙《古今诗余醉》 

结语：元明词选的影响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赛珍珠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土地主题”研究（魏  兰，2013年） 

论文作者：魏  兰 

指导老师：姚君伟教授 

学科专业：英语语言文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3 年 

关键词：赛珍珠；中国农村题材作品；土地主题；文化边缘人；文化和合主义 

师生简介：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6066547.nh&dbname=CDFDTEMP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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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魏兰，女，1974年 5月生，江苏徐州人，2013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英美文学、翻译、外语教学理论。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姚君伟，男，1962年 12月生，江苏武进人，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访

学者，教育部高校外语教指委英语委员（2007-2017），江苏

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研究

和文学翻译实践。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中国农村题材作品丰富多彩，直到今天仍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文

化生命力，具有研究的当代性价值。其作品中“土地意象”的多重展示，以及寓于其中的中

国“农民和土地”主题，和谐地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本世界。 面对赛珍珠中国题材作

品的浩莽浑然，本文无法作全景式把握，而仅把注意力集中在赛珍珠几部主要的中国农村题

材作品中，包括《大地三部曲》、《母亲》、《龙子》和《同胞》。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从赛珍珠“文化边缘人”视野中的“土地意象”入手，对赛珍珠的主要中国农村题材

作品进行“土地主题”的归纳和文本解读。本文试图剖析：身为“文化边缘人”的赛珍珠在

跨国界的生活、跨文化的创作中，心系中国土地和农民，以人类的理性指引小说创作，把个

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凝聚在“人与土地的关系”这一中心话语上，进而再现了中华

民族在农耕文明时代对土地的深切眷恋。当作家触摸“人与土地”这一古老的文化命题时，

已经超越了仅仅针对目标读者群——西方读者这一局限，进而对不同民族的“土地情结”进

行了联系性思考。当创作激情催发为创作，即展示了中国农村题材小说所具有的世界性品质

——身为“异乡人”、“文化边缘人”的作家在“父国”的土地上安放自己精神家园的同时，

亦站在人类共性的高度进行着她的小说创作。进一步说，赛珍珠作品中的“土地主题”呼应

“和谐共生”的人与人、人与世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新型关系，与作家在创作中一以贯之

的文化和合主义价值观彼此印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亦有标新领异的前瞻意义。因此，从

“土地情结”这一主题层面考证，赛氏作品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学突破或文化突破。 具体来

说，本论文分导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导言中，首先介绍赛珍珠的平民主义创作及中

国情怀，提出本论文的研究主旨、研究思路及全文框架；然后循着由远及今的思路，对国内

外赛珍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总括性的归纳论述，并阐明本论文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

义。第一章追溯纵向跨文化时空中的“中国形象”变迁，引入赛珍珠独特的乡土中国书写；

第二章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赛珍珠中国农村题材作品中的“土地意象”展现，对“土

地主题”进行逐层剖析和归纳；第三章以作品中的“土地情结”为契机，探索赛珍珠作品中

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从而展示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风貌；第四章在乡土文学的范

畴内，将赛珍珠与同时代的中国乡土作家作了横向对比；第五章立足“异乡人”、“文化边缘

http://wy.njnu.edu.cn/szll/2014-11/172109_482292.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36'
http://wy.njnu.edu.cn/szll/2014-11/161410_3623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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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层面，剖析赛珍珠在跨越两个世界的“土地主题”书写中，建构多元文化身份的积极

努力，从而实现其文化和合主义的理想诉求。 结语部分回顾本文的主要内容，并重申主要

结论：由于“文化边缘人”的独具慧眼，具有普世人类学意义的“土地主题”构成了赛珍珠

“生命主题”的重中之重，从而反映了作者毕生追求的文化和合主义理念。因此，从文化和

文学比较的层面来看，赛珍珠的土地主题研究具有深层的意义。结语部分还提出后续研究的

设想，即赛珍珠的土地主题、平民主义创作观与“文化”的原初意义和隐喻意义不谋而合。

基于此认识，笔者试图在日后的研究实践中，以本论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现当代跨文化

语境中，进一步评价赛珍珠跨国书写及文化沟通的隐喻意义和现实意义。 

章节目录： 

导言 

第一章 跨文化视阈中的“中国书写” 

第一节 赛珍珠的跨国生活和创作缘起 

第二节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形象”的变迁 

第三节 近代西方“再发现”文本中的“田园中国”书写 

第二章：赛珍珠对中国“土地意象”的多重阐释 

第一节 “史诗”熔铸的“土地”情结 

第二节 赛珍珠小说“土地意象”的巡礼 

第三章 土地文化史——中国农村文化的万象图 

第一节 “土地之梦”的断裂和救赎 

第二节 疑信参半的“土地神”崇拜 

第三节 埋骨黄土的救赎之梦 

第四章 另类的“乡土文学”：一方土地，两种情怀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乡土引力 

第二节 乡土中国：不一样的展示 

第五章 寻觅与建构——“文化边缘人”的对话 

第一节 归属定位：矛盾与抉择 

第二节 “和而不同”架人桥：赛珍珠的多元文化身份建构 

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B 介子半轻衰变及纯湮灭衰变过程研究（王文飞，2013 年） 

论文作者：王文飞 

指导老师：肖振军教授 

学科专业：理论物理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3 年 

关键词：微扰 QCD因子化方法；B 介子；半轻衰变；纯湮灭过程；分支比 

师生简介：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3339382.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38793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2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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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王文飞，男，1978 年 10 月生，河南鹿邑人。2013 年

获得南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山西大学理论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 B 介子两体、三体非轻衰变；B

介子半轻衰变；PQCD因子化方案及其次领头阶修正。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肖振军，男，1957年 2月生，河南沈丘人，理学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理论物理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多家国际和国内学术刊物审稿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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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论文在基于 k_T因子化的微扰 QCD因子化方法下对 B, Bs, Bc介子的半轻衰变过程以及

B, Bs介子的一些纯湮灭衰变过程进行了研究。在综述部分，我们对标准模型基础理论以及

用于 B物理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介绍，并简要讨论本论文所采用的 pQCD 因子化方法的理论

框架。 在本论文的第三、四章，作者采用 pQCD 因子化方法计算了 B/Bs/Bc 介子的一些半轻

衰变过程的衰变分支比，如 B/Bs →(P,G)(ll,lν,νν)(此处 P=（π,K，η），l则为轻子

e,μ,τ),Bc→(η_c,J/ψ，D^0)lν以及 Bc→D(s)(ll,νν)半轻衰变过程。而对于 B/Bs →

(π,K,η_(q,s))跃迁过程，我们基于 SU(3)味道对称性，给出了包含次领头阶修正的形状

因子。通过数据计算以及唯象分析我们发现： (1）基于 pQCD因子化方法我们得到了 B/Bs →

(π,K,η_q,η_s)跃迁过程的包含了次领头阶修正的形状因子和 Bc→(η_c,J/ψ，D,D_s)

领头阶的形状因子。这些形状因子与由 LCSR或其他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一致。对

$F_{0,+,T}^{B→π,K}(0)$, $F_{0,+,T}^{B_s →K}(0)$和$F_{0,+,T}^{B_{(s)}→(η

_{q(s)}}(0)$的次领头阶修正约为 15%～20%. (2）对于通过带电流过程实现的半轻衰变过

程$\bar{B}^0 →\pi^+l^-\bar{ν}_l$与$B^-→(π^0, η, η')l^-\bar{ν}_l$~以及通

过味道改变中性流实现的半轻衰变过程~$\bar{B}^0→\bar{K}^0 l^+ l^-$~与~$B^- →K^- 

l^+ l^-$，由 pQCD因子化方法所预言的包含次领头阶修正的衰变分支比与现有实验结果符

合的很好。 (3）pQCD 因子化方法预言了 Bc介子的部分半轻衰变分支比，这些分支比将在

LHCb和未来的 Super-B实验中得到验证。 在本论文第五章中，我们利用 pQCD因子化方法，

并使用由 QCD求和规则所得到的介子波函数以及改进的 Gegenbauer矩，重新计算了这两个

衰变道的衰变分支比，我们发现 （1）对于 B_s^0 →π^+π^-与 B^0→K^+K^-衰变分支比的

实验结果可以由 pQCD 给出合理的解释。而对于 B_s^0 →π^+π^-衰 变道，在 pQCD方法下

不同文献中的结果在一个标准偏差下是相一致的。 （2）对于 B^0→K^+K^-衰变道，我们仔

细分析了以前的工作，并找出了早期文献中由 pQCD所预言的结果仅为实验结果的 30%的具

体原因。我们给出的新结果与 CDF以及 LHCb实验组公布的实验测量结果符合的很好。 在第

六章中，我们对全文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并对 B物理未来的发展做出了的讨论。 

章节目录： 

http://itp.sxu.edu.cn/yjry/bsry/92978.htm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183'
http://orcid.org/0000-0002-4879-20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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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运用细胞培养、荧光染色、Western bloting等细胞学分子生物学技术，系统研究

了钙信号转导涉及氧化应激与镉激活 mTOR/MAPK 信号通路和自噬发生的关系及其在神经细

胞死亡中作用；基于镉激活 mTOR/MAPKs信号通路探讨了雷公藤红素保护神经细胞抗镉诱导

凋亡分子机理；研究了抗氧化剂 NAC在改善动物慢性镉暴露诱导氧化应激和 Akt/mTOR通路

激活中的作用。结果如下： 1 镉通过钙信号转导经 ROS和 mTOR激活诱导神经细胞死亡 以

PC12、SH-SY5Y细胞和/或原代神经元为对象，采用 0-20 μM Cd处理 24 h或用 10和 20 μ

M Cd处理 0-24 h；或用 BAPTA/AM、EGTA分别预处理细胞 30 min后用 10和 20 μM Cd 处

理 12或 24 h；采用 RNA干扰技术沉默 Ca2+下游 CaM和 CaMKII。分析细胞形态和细胞活力、

细胞内游离 Ca2+（[Ca2+]i）和 ROS水平、细胞 CaM、CaMKII、Akt、S6K1、4E-BP1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和活性表现。我们显示，镉以浓度和时间依赖方式触发[Ca2+]i 升高诱发神经细胞

活性下降；BAPTA/AM预处理可以明显削弱镉诱导的 PC12细胞活性下降；EGTA阻断外钙内流

显著抑制镉诱导[Ca2+]i升高和细胞死亡；下调神经细胞 CaM和 CaMKII削弱镉激活 mTOR通

路和细胞死亡；镉升高[Ca2+]i诱导 ROS导致神经细胞凋亡。提示：镉通过钙信号转导经 ROS

和 mTOR激活诱导神经细胞死亡，调控[Ca2+]i、CaM或 CaMKII活性可以为防止镉诱导的神

经变性性疾病应用。 2 镉诱导神经细胞自噬发生关联凋亡 以 PC12细胞和原代神经元为对

象，采用 0-20 μM Cd处理 12 h或用 10和 20 μM Cd 处理 0-24 h；或用 III-PI3K抑制剂

3-MA和 Caspase抑制剂 zVAD-fmk分别预处理细胞 1 h后用 10 μM Cd处理 12或 24 h。分

析细胞形态和细胞活力；用 DAPI和 TUNEL染色分析细胞凋亡表现；采用 MDC染色分析自噬

活性状态，并结合 Western blot检测自噬标志分子 LC3-II以及其他自噬相关蛋白包括Atg3、

Atg4C、Atg5-Atg12、Beclin1、Atg7、Atg10、Atg12、Atg14、Atg16L以及伴侣分子 Ambra1

表达，包括 Caspase-3。我们观察到，镉以浓度依赖和时间依赖的方式诱导神经细胞自噬发

生，表现为 MDC阳性细胞显著升高、LC3-II显著增加，这个过程涉及 Atg3、Atg4C、Atg5- Atg12、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47'
http://sky.njnu.edu.cn/cn/shiziduiwu/chen-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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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lin1、Atg10、Atg12、Atg14、Atg16L和 Ambra1自噬相关蛋白表达升高及 Atg7降低；

3-MA抑制镉增加神经细胞 LC3-II表达和细胞死亡；尤其，3-MA较 zVAD-fmk能够更显著地

抑制镉诱导的神经细胞凋亡，3-MA和 zVAD-fmk 联合没有表现出叠加效应。提示：镉通过扰

乱自噬发生过程中的关键 Atg蛋白表达而激活自噬过程，在诱导神经细胞凋亡中发挥重要作

用。 3 镉通过钙信号和 JNK通路激活神经细胞自噬发生及雷帕霉素抑制自噬 以 PC12细胞

为对象，用 BAPTA/AM、EGTA、2-APB、U0126、SP600125、PD169136分别预处理细胞 30 min

或雷帕霉素（Rap）预处理 48 h后用 10和/或 20 μM Cd 处理 4、12和/或 24 h。分析细胞 

[Ca2+]i水平；采用 MDC染色分析自噬活性状态，并结合 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标志分子

LC3-II以及其他自噬相关蛋白包括 Atg3、Atg4C、Atg5、Beclin1、Atg7、Atg10、Atg12、

Atg14、Atg16L以及伴侣分子 Ambra1表达，包括 S6K1、4E-BP1、Erk1/2，JNK，p38蛋白表

达和活性表现。结果显示：BAPTA/AM，EGTA和 2-APB都能明显阻断镉激活自噬，并且反转

镉引起的 Atg3、Atg4C、Atg5- Atg12、Beclin1、Atg7、Atg10、Atg12、Atg14、Atg16L和

Ambra1的变化；虽然 Erk1/2抑制剂 U0126和 JNK抑制剂 SP600125都能抑制镉诱导的[Ca2+]i

升高，但是只有 SP600125表现出阻断自噬作用，它能够下调镉激活的 LC3-II以及 Atg3、

Atg4C、Atg5- Atg12、Atg10、Atg14、Atg16L、Ambra1表达，上调镉处理后的 Atg7蛋白水

平；Rap通过阻断镉诱发的[Ca2+]i升高，明显下调镉增加的 LC3-II水平。暗示：镉通过钙

信号和 JNK通路激活神经细胞自噬发生导致神经细胞凋亡；Rap可以抑制镉升高的[Ca2+]i

阻滞自噬和凋亡发生。 4 雷公藤红素通过抑制 mTOR和 JNK通路激活保护镉诱导神经细胞凋

亡 以 PC12细胞和原代神经元为对象，用 0-10 µM 雷公藤红素（CSL）处理 PC12细胞 24 h；

或用 0.1-1 µM CSL 预处理 1 h后用 10和 20 μM Cd处理细胞 12或 24 h；采用腺病毒感染

RNA干扰建立过表达 PTEN蛋白细胞系，用 1 µM CSL 预处理 1 h后用 10 μM Cd处理细胞 12 

h或 24h。分析细胞形态和细胞活力以及 CSL的细胞毒性；用 DAPI染色分析细胞凋亡表现；

Western blot分析 Akt、S6K、Erk1/2，JNK，p38蛋白表达和活性表现。结果显示：随着 CSL

≥2 µM 时细胞活性和细胞毒性均出现显著性变化，因此，我们选择 CSL的有效浓度范围在

0.1~1 µM 之间；通过 0.1、0.5和 1 µM CSL 分别预处理细胞 1 h，发现 CSL能明显抑制镉诱

导神经细胞凋亡，其中 1 µM CSL 保护效果最好；CSL能明显阻断镉激活 Akt和 S6K,同时上

调 PTEN活性；过表达 PTEN可以增强雷公藤红素有力抑制镉诱导的 S6K磷酸化，并能够更好

地削弱细胞死亡。此外，我们也注意到 CSL能明显抑制镉激活 JNK通路，而对 Erk1/2和 p38

通路没有作用。暗示：雷公藤红素通过上调 PTEN活性、抑制 Akt、S6K1和 JNK通路激活保

护镉诱导神经细胞凋亡。 5 NAC通过抑制氧化应激依赖 mTOR通路激活抗镉诱导小鼠脑神经

细胞凋亡 构建小鼠镉神经毒性及 NAC保护模型。实验分为对照组、150 mg/kg NAC 处理组、

3个不同浓度 Cd处理组以及 3个不同浓度镉/NAC联合处理组。Cd溶于饮用水配成含 Cd为

10、25、50 mg/L，小鼠通过自由饮水方式摄入，NAC通过腹腔注射，隔日 1次，实验周期 6

周。分析血浆和脑组织中镉含量、脑组织 GSH，MDA，CAT，Cu/Zn-SOD和 GPx的变化；利用

DCFH-DA荧光探针和TUNEL染色评价脑组织ROS水平和神经细胞凋亡状态；通过Western blot

分析 Akt、S6K1、4E-BP1和 Caspase-3蛋白表达和活性表现。结果显示：镉染毒 6周后，小

鼠脑组织和血浆中的镉含量随着饮水中镉浓度增大而升高，NAC减低镉含量；镉能够引起小

鼠大脑皮层和海马组织中神经细胞凋亡并伴随着脑组织中 ROS升高，NAC有效地降低 ROS与

细胞凋亡率；镉引起小鼠脑中 MDA升高以及 GSH、CAT、Cu/Zn-SOD和 GPx 降低，这被 NAC

改善；镉激活脑组织神经细胞 Akt/mTOR信号通路诱导凋亡，NAC强有力地抑制该通路发挥

神经保护作用，这被采用雷帕霉素模拟 NAC抑制 Akt/mTOR信号通路抗原代神经元凋亡证据

支持。结论：NAC通过抑制 ROS依赖 Akt/mTOR 通路激活抗镉诱导小鼠脑神经细胞凋亡发挥

保护效应。 

章节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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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 

5 
金属和金属硫属化合物纳米晶的

可控合成及其电催化性能研究 
刘苏莉 

化学与材

料科学学

院 

 戴志晖 博士 

【本校】 

【知网】 

  

1 

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

的影响——基于门槛回归的实

证研究 

李瑞茜  赵仁康 商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批评和自

我批评作风研究 
武星  王跃 

公共管理学

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基于 LDA模型的社交网络文本

情感挖掘研究 
王嘉琦  李艺 

 教育科学

学院 
硕士 

【本校】 

4 
网络同人传播中的权力生成机

制研究 
吴斯  方晓红 

新闻与传播

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欣赏型领导视角下的小学教师

管理制度研究 
李国伟  张新平 

 教育科学

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6 近完全数和 Pell 方程组 任小枝 陈永高  
 数学科学

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7 

二维 Sn和 Nb基硫属化合物纳米

结构的可控合成及其电化学能

量存储性能研究 

张春丽  包建春 

  

化学与材料

科学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8 
基于 C-H 键官能团化碳杂键形

成的新方法研究 
杜炳南  孙培培 

  

化学与材料

科学学院 

硕士 【本校】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457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434962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668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30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434961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672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98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4349640.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440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19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5&filename=101434441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410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49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569864.nh&dbname=CDFDTEMP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56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TEMP&filename=101434311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96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97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5&filename=1014343355.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413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325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04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5&filename=1014345170.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60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185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TEMP&filename=101434485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623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54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434343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619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38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TEMP&filename=1014340530.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404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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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9 
基于蜂群智能的地理元胞自动

机转换规则挖掘方法研究 
阳建逸  汤国安 

 地理科学

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0 
吐温 80促进邻苯二甲酸酯肠道

吸收效应及机制研究 
卢瑜 余书勤  

 生命科学

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1 
半浸没微球超分辨光学显微成

像的研究 
叶燃  叶永红 

 物理科学

与技术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2 

过渡金属离子螯合 TiO2改性多

壁碳纳米管(MWCNTs)的烟气脱

硫脱硝特性研究 

刘浩  杨宏旻 

  

能源与机械

工程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3 
磁感应磁声成像及其在 HIFU无

创测温中的应用 
孙晓冬  马青玉 

  

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4 
新型混沌系统的动力学分析、同

步控制及应用 
邵书义  闵富红 

 电气与自

动化工程学

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5 

聚烯丙基胺功能化的 Pt、Pd纳

米晶的可控合成及氧还原性能

研究 

付更涛  林军 
 化学与材

料科学学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 
电快速脉冲群引起的辐射电磁

干扰机理分析及其应用 
陈旸  赵阳 

 电气与自

动化工程学

院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汪曾祺作品的语文教学研究 邱迪   汤振纲 
 教师教育

学院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高一物理教学中提高学生建模

能力的实践探索 
李厅厅  陆建隆 

 教师教育

学院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提高高中物理教师试卷命制初

探 
顾健   陆建隆 

  

教师教育学

院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信息传播视角下的“手机人”研

究 
马丹晨  靖鸣 

  

新闻与传播

学院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博士论文题录】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崔艳丽，2014年） 

论文作者：崔艳丽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14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433937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30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418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434301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15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5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5&filename=1014340676.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42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72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5&filename=101434049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490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64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TEMP&filename=1015529032.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625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173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filename=101434321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007.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44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5&filename=101434052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91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173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5&filename=101433920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47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59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TEMP&filename=1014349712.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10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42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TEMP&filename=1014348091.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73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38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TEMP&filename=101434518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572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92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5&filename=1014349586.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416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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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胡建华教授 

学科专业：高等教育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4 年 

关键词：英国高等教育治理；高等教育现代化；政府掌舵；市场机制；社会参与； 

师生简介： 

 

 

著者：崔艳丽，女，1979年生，河南郑州人，2014年获得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

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原理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胡建华，男，1955年 6月生，江苏新沂人，博士，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

长。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与比较高等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工

作。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英国高等教育治理是英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的实质是全球现代化背景下英

国政府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英国是率先进行治理改革的国家，也是率先开展高等教

育治理的国家。20世纪 80年代开始，英国在公共部门中开展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入高等教

育治理。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是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政府在高等教育部门中引入

市场机制，构建了高等教育市场化框架，导致了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革。高等教育市

场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政府规制的加强改变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境遇，在传统的大

学与国家关系之间增添了新的市场维度，使学术寡头的权力向中央政府及中介组织、向大学

法人层次、向消费者转移，重塑了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治理中蕴含的新管理主义理念推动了

英国大学内部治理方式的改革和治理结构的完善。以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为首的高等教育中

介组织体系的形成，构建了高等教育监管机制，促进了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在大学与国

家间建立了缓冲机制。英国较强的社会参与传统，推动了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网络的形成，非

政府力量影响了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 经过三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英国高等教育治理取

得了丰富的经验和公认的成功。通过权力关系的调整和资源流动机制的重建，英国建立了政

府掌舵、市场运行、社会参与的高等教育治理框架：政府决定高等教育治理路径，设定高等

教育发展框架；市场机制激发高等教育活力，改变大学运行规则；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体系作

为政府代理及其与大学的缓冲，非政府力量作为政策行动者参与政策网络协调，推动社会参

与治理。英国高等教育治理的经验主要有，政府重视社会参与治理并加强掌舵；重视市场作

用，重新组合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尊重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在大学与国家之间构

建缓冲机制。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英国高等教育治理经验。首先，

http://www.jssnujky.com/newsShow.asp?nid=169&min_id=222&max_id=171&leibiename=教师队伍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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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介组织体系，缓冲政府与大学关系；第二，积极运用市场机制，调动大学的企业家精

神；第三，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第四，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手

段和治理工具，兼顾垂直治理和水平治理；第五，大力推动信息技术发展，建立完备的信息

公开制度。 

章节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英国高等教育治理引入 

第一节 治理的兴起与治理理论的主张 

第二节 英国公共部门改革 

第三节 英国高等教育治理的引入和发展 

第二章 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发展 

第一节 英国高等教育市场框架的建立 

第二节 英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革 

第三章 英国大学与国家关系变革 

第一节 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 

第二节 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时代境遇 

第三节 英国大学与国家关系变革 

第四章 英国大学治理方式改革 

第一节 新管理主义对大学治理方式的影响 

第二节 牛津大学治理结构变革 

第三节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财务管理 

第五章 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体系形成 

第一节 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 

第二节 其他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 

第三节 高等教育监管机制与中介组织体系 

第六章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网络协调 

第一节 政策网络与高等教育政策网络 

第二节 学费政策网络分析 

第三节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网络分析 

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科学心理学早期的另一种声音——描述心理学研究（王申连，2014年） 

论文作者：王申连 

指导老师：郭本禹教授 

学科专业：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4 年 

关键词：描述心理学；人文科学；描述；理解；质性心理学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4349624.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668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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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简介： 

 

 

著者：王申连，男，山东济宁人，2014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

究人员，讲师。 

 

 

导师： 郭本禹，男，1964年 3月生，安徽肥西人，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人文

社科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兼任中

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全国维果茨基研

究会理事，《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学探新》和《心

理研究》编委，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描述心理学是科学心理学初创时期产生的一门举足轻重却长期被埋没的人文科学心理

学分支，主张通过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或解释学的理解方法如实呈现人类心理生活的全貌。本

论文从科学心理学史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条路线相对独立发展的整体视角，采用文献与

历史分析和理论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描述心理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具

体思路是：首先从总体上概述描述心理学的基本内涵、历史演变和理论形态，其次从社会条

件、哲学渊源、科学土壤和心理学背景等角度考察描述心理学的思想来源，接着详细阐述描

述心理学的两种研究传统及其所包含的具体理论形态的基本主张，再接着阐述描述心理学在

第三势力心理学和当代质性心理学中的发展融合效应，然后从科学观、对象论、方法学和理

论观等方面概括描述心理学的理论特征，最后从主要贡献、主要局限、主要影响和主要启示

四个方面对描述心理学作出客观公正评价。 19 世纪 70年代，欧洲在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

领域的巨大进步，促使人们抛弃传统形而上学而崇尚科学和经验，但也导致欧洲思想文化被

科学主义“绑架”而陷入人性缺失的深重危机。布伦塔诺和狄尔泰为拯救欧洲思想文化危机

而追求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化，共同开创了不同于冯特等人的自然科学取向的发生心理学或说

明心理学的描述心理学。描述心理学沿循布伦塔诺所开创的严格科学传统和狄尔泰所开创的

浪漫主义传统两条路径发展，并各自贯穿着三种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前者包括布伦塔诺的

意动描述心理学、斯顿夫的机能描述心理学和胡塞尔的本质描述心理学，后者包括狄尔泰的

体验描述心理学、斯普兰格的结构描述心理学和斯特恩的人格描述心理学。每种理论形态都

有自己独特的基本主张、理论焦点和方法侧重点，它们在描述心理学框架体系下结成了反对

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强力同盟”。描述心理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形态，最终融没于心理学

的历史进程中，但它的基本精神在由现象学心理学、存在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组成的“第

三势力”心理学中得以延续，并在当代质性心理学中获得新生。 描述心理学是一个具有丰

富人文蕴涵的学科领域，表现出与发生心理学或说明心理学相对的理论特征，反对心理学的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05'
http://xlxy.njnu.edu.cn/about/2016-2/152732_312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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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观而坚持人文科学观，反对剥离社会文化情境的机械对象论而坚持寓于社会文化情

境的生机对象论，反对实证主义导向的客观实验范式而坚持现象学或解释学导向的主观经验

范式，反对方法中心论、还原论、因果决定论、主客二元论和价值中立论的理论观而坚持问

题中心论、整体论、自由意志论、主客同一论和价值负载论的理论观。描述心理学开创了现

代科学心理学的人文科学研究取向，对后来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第三势力”

心理学以及当代质性心理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与冯特等人开创的发生心理学或说

明心理学针锋相对，开启了科学心理学史上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条路线之间的对立与纷争，

从而推动了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描述心理学贡献巨大且影响深远，但也存在着缺乏统合性理

论体系、带有理论思辨色彩、缺乏具体微观研究以及操作和推广难度较大等局限。我们应在

充分消化和吸收描述心理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融合视角，重新审

视和思考心理学的科学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等基本问题，以推动当前心理学向着更加

健康的方向发展。 

章节目录： 

第一章 描述心理学总论 

第一节 描述心理学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描述心理学的历史演 

第二章 描述心理学的思想来源  

第一节 描述心理学的社会条件 

第二节 描述心理学的哲学渊源 

第三节 描述心理学的科学土壤 

第四节 描述心理学的心理学背景 

第三章 严格科学传统的描述心理学 

第一节 布伦塔诺的意动描述心理学 

第二节 斯顿夫的机能描述心理学 

第三节 胡塞尔的本质描述心理学 

第四章 浪漫主义传统的描述心理学 

第一节 狄尔泰的体验描述心理学 

第二节 斯普兰格的结构描述心理学 

第三节 斯特恩的人格描述心理学 

第五章 描述心理学的后续融合效应 

第一节 描述心理学与第三势力心理学的发展融合 

第二节 描述心理学与当代质性心理学的发展融合 

第六章 描述心理学的理论特征 

第一节 描述心理学的科学观 

第二节 描述心理学的对象论 

第三节 描述心理学的方法学 

第四节 描述心理学的理论观 

第七章 描述心理学的评价 

第一节 描述心理学的主要贡献 

第二节 描述心理学的主要局限 

第三节 描述心理学的主要影响 

第四节 描述心理学的主要启示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4349613.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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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研究（余红兵，2014年） 

论文作者：余红兵 

指导老师：康澄教授 

学科专业：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4 年 

关键词：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模型；建模；符号学 

师生简介： 

 

 

著者：余红兵，男，1984年生，2014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兼任国

际学术榜权威期刊 Semiotica副主编、国际知名英文学术期

刊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编辑部主任、Semiotica年

度最佳论文奖 Mouton d'Or Award国际评委、中国语言与符

号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外国语言学会秘书等职务。目前主

要从事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认知传播与翻译理论等方

面的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工作。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康澄，女，1967年生，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南

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

文学、文化符号学的研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国内外学界在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复杂多元的人类文化现象时，一般多倾向于从皮尔士

和索绪尔两大传统中做出单一选择，通过符号、文本、代码、隐喻等基本概念，采用孤立的

视角进行离散式的分析。在这样的操作中，不仅会经常出现重复、矛盾和偏颇之处，而且符

号主体的因素也被剥离。已故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阿尔伯特•西比奥克（Thomas Albert 

Sebeok）（1920—2001）则通过其独特的“建模系统理论”开创了整体式的研究框架，为符

号学研究提供了统一的跨越两大传统的理论体系，并突出强调了主体的动态多元性。 作为

当代最重要的符号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化研究大师之一，西比奥克以其杰出的理论建树和实

践活动为世界符号学事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符号学尤其是生物符号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672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3303
http://wy.njnu.edu.cn/szll/2014-11/152919_537999.html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818'
http://wy.njnu.edu.cn/szll/2014-11/144257_997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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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基础和前进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跨学科符号学思想涉及面极为广泛，其中

占据着中心地位的建模系统理论，更是完美体现了辩证的全面性和开放的对话性，早已成为

当代国际符号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本文采用文献法、内省法、历时论述和纵横比较等研究

方法，对建模系统理论的基础、流变、特色、内涵与不足等方面进行了批判式的分析和完整

性的把握。建模系统理论与以往的符号学理论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以主体世界和符号活动为

理论根基，以“建模”和“模型”为核心概念，创造性地从生命与认知科学的广义视角来探

索复杂的符号现象和意义生成机制，集中体现了西比奥克符号学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反

语言中心主义的多元符号观。本文研究发现：从早期对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回应，到最终

提出作为意义形式的模型观，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关键的演化阶段；

另外，通过纵向对比研究西比奥克的两个阶段建模观，深度剖析模型种类、层级特性这两个

建模维度，本文也发现建模系统理论是符号学研究史上对索绪尔与皮尔士两个传统的第一次

真正系统性融合与创新超越，成功实现了对符号活动过程中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兼顾。 建

模系统理论将意义视为内在模型，意义的生成就是内在模型的运作。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

大脑神经认知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成果，本文得出最终的研究结论：意义的生成是动态

的主体性符号活动过程。它包含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意义生成的半自动性，以及主体与模

型在意义生成中所体现的深刻的动态互塑效应。以该结论为延伸，本文进一步提出：在文化

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塑性协同进化的关系。此外，本文也对建模系统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

征以及西比奥克的矛盾之处做出了评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章节目录： 

前言  

一、西比奥克及其符号学理论的意义与特色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三、本文研究的创新角度与主要内容 

第一章 西比奥克建模系统观的理论基础 

一、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符号学立场 

二、反语言(言语)中心主义的多元符号观 

三、主体世界与符号活动  

第二章 西比奥克建模系统观的两个演化阶段 

一、理论第一阶段：回应莫斯科—塔尔图学派 

二、理论第二阶段：建模与作为意义形式的模型 

第三章 建模系统理论中模型与建模的分类问题 

一、四类模型的划分 

二、单性建模：构建单个对象的可知形式 

三、复合建模：对单性模型的组合 

四、凝聚建模：代码系统的构建 

五、连接建模：隐喻和换喻的推理过程 

第四章 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的层级问题 

一、建模的属性与原则 

二、初级建模系统  

三、二级建模系统 

四、三级建模系统 

第五章 建模系统理论与意义生成的动态主体性 

一、模型与意义的半自动生成 

二、主体与模型在意义生成中的动态互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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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与人的互塑性协同进化 

第六章 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的方法论特征与矛盾之处 

一、方法论：建模系统理论辩证全面性—内在与外在的兼顾 

二、西比奥克的矛盾之处与解决思路 

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几类无穷维哈密顿系统的保结构算法研究（蔡文君，2014年） 

论文作者：蔡文君 

指导老师：宋永忠、王雨顺教授 

学科专业：计算数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4 年 

关键词：无穷维哈密顿系统；辛算法；变分积分子；多辛格式；拟谱方法；激波解 

师生简介： 

 

 

著者：蔡文君，男。2014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微分

方程数值解。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宋永忠，男，1958年 2月生，江苏沭阳人，博士，教

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全国

政协委员，中共江苏省纪委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值代数

和代数-微分方程数值解。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许多物理领域中的偏微分方程都可以看做是无穷维的哈密顿系统, 而对哈密顿偏微分

方程系统构造稳定的数值算法一直是数值分析领域中的一个挑战。众所周知, 辛算法可以很

好的模拟哈密顿常微分方程系统。 作为辛算法的一个推广, 多辛算法在哈密顿偏微分方程

局部的守恒律的保持上有很好的表现, 因此可以保证对原问题长时间的有效模拟。在该论文

中, 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了多辛算法. 基于不同的方程及解的性态, 我们分别构造了一系列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4&filename=1014349640.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440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987
http://schools.njnu.edu.cn/math/person/wenjun-cai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74'
http://schools.njnu.edu.cn/math/person/yongzhong-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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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辛格式, 分析了其相关的一些性质, 数值模拟验证了多辛算法的有效性以及对原问题

不变量的保持情况。经典的 Crank-Nicolson 格式能够很好的模拟非线性薛定谔方程。然而

很少有人把它和辛几何算法联系起来. 我们从线方法的角度, 证明了该格式是辛格式. 用

复合方法以及变分积分子的思想, 我们进一步证明该格式还是多辛格式。从而很好的解释了

该格式为何会具有这么好的性态。我们还证明了该格式满足离散的质量守恒律并给出了收敛

性的理论分析。与多辛 Preissmann 格式的数值比较显示了 Crank-Nicolson格式的优越性。

考虑三维麦克斯韦方程, 我们构造了一个半显的多辛~Euler-box~格式并给出了其具体算法。

我们证明该格式不仅能够保持离散的局部能量和全局能量, 还能保持离散的散度守恒。进一

步, 我们从数值色散的角度, 分析了该格式的一些性质。作为 b族方程的一员, 

Degasperis-Procesi 方程具有很多几何特性。基于保结构算法的思想, 我们构造了两个数

值积分子。从双哈密顿系统出发, 我们构造了一个辛拟谱格式, 该格式可以模拟尖波解。为

了模拟激波解, 我们用分裂方法的思想构造了一个分裂格式, 该格式可以模拟原方程的所

有解。数值实验比较了这两种格式的适用性。 

章节目录： 

Chapter 1 Preliminaries 

1．1 Lagrangian equations an Hamiltonian equations 

1．2 Symplectic integrator 

1．3 Multisymplectic integrator 

Chapter 2 Symplecticity and multisymplecticity of the Crank-Nicolson scheme 

for the nonlinear Schrödinger equation 

2．1 Multisymplectic structure of the NLS equation 

2．2 Multisymplecticity of the Crank-Nicolson scheme 

2．3 Symplecticity of the Crank-Nicolson scheme 

2．4 Square conservation and convergence analysis 

2．5 Numerical experiments 

2．6 Concluding remarks 

Chapter 3 Numerical dispersion analysis of a multisymplectic scheme for the 

three dimensional Maxwell’s equations 

3．1 Multisymplectic formulation of Maxwell’s equations 

3．2 Multisymplectic Euler-box scheme for the three dimensional Maxwell’s 

equations 

3．3 Discrete energy conservation law and divergence preservation 

3．4 Dispersion and non-dissipation property 

3．5 Some analyses on the numerical dispersion relation 

3．6 Concluding remarks 

Chapter 4 Geometric numerical integrators for the Degasperis-Procesi equation 

4．1 Sympleetie Fourier pseudospectral integrator for the DP equation 

4．2 Operator splitting method for the DP equation 

4．3 Numerical experiments 

4．4 Concluding remarks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15&filename=1014344413.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6241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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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题录】金属和金属硫属化合物纳米晶的可控合成及其电催化性能研究（刘苏莉，

2014年） 

论文作者：刘苏莉 

指导老师：戴志晖教授 

学科专业：生物物理化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4 年 

关键词：金属纳米晶；金属硫属半导体纳米晶；氧还原反应；析氢反应；无酶葡萄糖传感器；

相结构；磁效应 

师生简介： 

 

 

著者：刘苏莉，女，1984年生，江苏赣榆人，2014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晓庄学院环境科学学院

讲师。研究方向为纳米结构形貌、物相的可控合成方法、形

成机理与性能研究；纳米结构有序阵列的组装；纳米结构在

能源、催化、分析等领域中的应用。 

 

相关链接：【学院个人主页】 

 

 

导师： 戴志晖，女，1972年生，江苏南京人，博士。南京

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获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计划、

江苏省 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

青年骨干教师。担任《化学通报》和《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担任第五届 DNA纳米技术国际会议联席主席。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针对当前金属和金属硫属化合物纳米晶合成和应用研究现状，我们设计了简单的固-液、

固-液和固-固相组合化学路线，可控合成出了一些单金属（e.g. Cu）、双金属（e.g. Cu-Ag，

Pd-Ag，Pd-Ru）、三金属（e.g. Pd-Ni-Ag）和金属硫属化合物（e.g. Cu2Se）纳米晶，在结

合相关实验数据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其生长机制，并探索了它们在电化学生物传感

和可再生 H2-O2燃料电池中的应用，初步取得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具体如下： (1) 在

十八碳烯（ODE）溶剂中，以 CuCl固体为 Cu源，十二胺（DDA）和油酸（OA）组合为 Capping

试剂，设计了简单的固液相化学路线，通过程序升温途径逐步还原或歧化原位生成的

Cu-Oleate配合物，成功地得到了直径约为 20 nm的 Cu纳米线，其长度长达几十微米。将

制备的 Cu纳米线自组装到石墨烯（G）上形成复合材料，修饰到玻碳电极上，电化学测试表

明所得的 Cu纳米线可在碱性介质中高效催化氧还原反应（ORR），甚至优于商业 Pd/C和文献

报道的一些非-Pt催化剂，有望作为一种新的非-Pt ORR电催化剂用于碱性燃料电池。另外，

http://hky.njxzc.edu.cn/85/70/c5280a34160/page.htm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764'
http://hky.njnu.edu.cn/szqk/2009-9/125026_855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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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Cu纳米线不仅具有较好的导电性，而且还可以作为模板和反应源用于可控合成其它 Cu-

基化合物。 (2) 利用预合成的 Cu纳米线作为种子和生长平台，在液相体系中通过调节生长

环境和生长动力学过程，促使目标 Ag纳米晶在 Cu纳米线上成核和生长，成功地得到了新颖

的 Cu纳米线-Ag异质纳米晶。通过一系列的条件实验，并结合物理常数分析，我们发现 Ag

纳米晶在 Cu纳米线上的生长方式遵循“Layer-plus-island”（即 Stranski-Krastanow, S-K）

模式，而不是传统的保型外延生长（Frank-van der Merwe, F-M）模式。电催化测试表明

Cu纳米线-Ag异质纳米晶具有优异的电催化活性，可在碱性介质中高效催化 ORR，且连续使

用 2000个循环后，其质量电流密度（Jm）仅有微小的降低，证明其稳定性较好。相比于纯

Cu纳米线、纯 Ag纳米晶、机械混合的二元组份以及文献上报导的一些非 Pt电催化剂，Cu

纳米线-Ag异质纳米晶催化 ORR性能明显增强，有望作为非-Pt的阴极电催化剂用于碱性燃

料电池。此外，所发展的液相种子外延生长策略还可拓展用于合成 Cu纳米线-Pd异质纳米

晶和 Cu纳米线-Au异质纳米晶。 (3) 在 ODE溶剂中，选择适当的 Se源和 Capping试剂，

热处理预合成的 Cu 纳米线，成功地合成了四方相和立方相 Cu2Se纳米线。实验发现所用

Capping试剂烷基链结构对 Cu2Se纳米线的相结构和相稳定温度有着重要的影响。采用三辛

基磷（TOP）作为 Capping试剂，在 220 oC下可得到四方相 Cu2Se 纳米线，相比于体相四

方 Cu2Se，其相稳定温度提高约 80 oC。电化学测试表明所得两种晶相的 Cu2Se纳米线都可

在碱性介质中高效催化 ORR，但四方相 Cu2Se 纳米线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高于立方相产物，

甚至优于商业 Pd/C和文献报道的一些非-Pt催化剂，有望作为一种新的非-Pt ORR电催化剂

用于碱性燃料电池。这两种不同晶相的 Cu2Se纳米线催化性能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其 Cu和 Se

原子空间排列不同，导致其吸附或活化 O2分子方式不同所致。相应的电催化动力学测试表

明在四方相 Cu2Se纳米线上 ORR遵循直接的“4e-”途径，而在立方相 Cu2Se纳米线上遵循

新的双重途径，即连续的“2e-+2e-”过程。 (4) 在 DDA和 ODE体系中，程序升温热处理

Pd(NO3)2和 AgNO3固体前驱物，通过控制前驱物加入次序和摩尔比例，在 250 oC下成功地

合成了一系列高度单分散的 Pd5Ag，Pd2Ag，PdAg，PdAg2和 PdAg5合金纳米晶。所得合金纳

米晶是在低温下原位生成小的 Pd和 Ag纳米晶经过高温熔合而形成的。这些合金纳米晶高度

结晶，显示出明显的原子“合奏”效应，其形态和表面电子结构随组份发生有规律的改变。

其中，Pd2Ag纳米晶为化学有序的合金相结构。相对于其它比例的合金纳米晶，Pd2Ag纳米

晶界面电阻最低，显示出最快的界面电子转移动力学过程。因此，我们选择 Pd2Ag纳米晶作

为电催化剂，以葡萄糖氧化反应作为探针反应，评价了其电催化性能。相比于纯 Pd和纯 Ag

纳米晶，所得 Pd2Ag纳米晶对葡萄糖好的氧化性能。基于此结果，我们用 Pd2Ag纳米晶构建

了新型无酶葡萄糖生物传感器。该传感器显示出较宽的线性响应范围（0.04-46 mM）、极低

的检测限（0.02 mM）、优异的稳定性和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可用于临床样品中葡萄糖的检测。 

(5) 在 DDA和 ODE中，热处理 Pd(NO3)2、Ni(acac)2 和 AgNO3固体前驱物，通过控制前驱物

加入次序和摩尔比例，成功地合成了一系列高度单分散的 Pd-Ni-Ag三金属纳米晶，如：

Pd2NiAg，PdNiAg，PdNi2Ag2和 PdNi2Ag。将所得三金属纳米晶组装到预先已合成的 G上，

可得到一系列的杂化材料。相比于 Pd-Ag/G，Pd-Ni/G，Pd-Ni-Ag/G以及商业 Pt/C催化剂，

Pd2NiAg/G杂化材料在碱性介质中显示出最佳的电催化 ORR性能，有望取代传统 Pt基催化

剂用于碱性燃料电池。相比于 Pd-Ag双金属纳米晶，Pd-Ni-Ag三金属纳米晶催化剂增强的

催化性能可能源自磁性 Ni元素的引入，因为 O2 分子是顺磁性的，引入 Ni元素有利于吸附

或活化 O2分子。为了证实这一观点，选择性能最佳的 Pd2NiAg和性能最差的 PdNi2Ag催化

剂进行了磁性测试和理论计算。磁性测试结果表明 Pd2NiAg纳米晶为弱铁磁性，与 G杂化后

其磁性大大增强，表现为室温铁磁性质；而 PdNi2Ag 纳米晶为超顺磁性，与 G杂化后磁性虽

有增强，但仍为超顺磁性质。相应的理论计算也表明在 Pd2NiAg纳米晶上 O2分子吸附能最

大，利于其活化。该工作不仅筛选出了可替代传统 Pt/C的 ORR电催化剂，而且首次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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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实了磁性元素的引入可大大提高催化活性，有利于今后探索和设计高性能的非-Pt电催

化剂，用于可再生 H2-O2燃料电池。 (6) 在乙二醇体系中，采用 CTAB和 PVP作为 capping

试剂，共还原 Pd(NO3)2 和 RuCl3•H2O前驱物，合成出了新颖的 Pd-Ru合金纳米盘-Pd（2D-0D

型）异质纳米晶。基于实验分析我们认为所得异质结构中 Pd纳米晶主要起源于在较高温度

触发下进一步还原液相中残留的 Pd2+前驱物种，随后在原位生成的 Pd-Ru 合金纳米盘上成

核和外延生长，而不是源自表面偏析原位生成的 Pd-Ru合金纳米盘。电催化测试表明所得异

质结构可高效催化电化学析氢反应（HER），其析氢电位起始电位约为 0.057 V(vs. RHE)。

根据计算出的 Tafel曲线斜率（~77 mV/dec），所得异质纳米结构催化 HER遵循 Volmer-Tafel

机制，其交换电流密度（jo）约为 1.95 mA cm-2，远高于商业 Pt/C催化剂（jo = 0.95 mA 

cm-2）。相比于纯 Pd-Ru合金纳米盘，Pd-Ru合金纳米盘-Pd异质纳米晶显示出明显增强的电

催化 HER活性。此外，连续循环 1000次后，异质结构催化剂仍保持极高的活性，表明其还

具有很高的稳定性，有望取代传统的 Pt催化剂用于制备 H2。 

章节目录： 

第 1章 概论 

1.1 纳米材料的研究背景 

1.2 纳米材料的合成策略 

1.3 纳米材料的性能研究 

1.4 本课题的选题依据及研究内容 

第 2章 固液相法可控合成小直径和超长 Cu纳米线及其氧还原性能研究 

第 3章 新颖的 Cu纳米线-Ag 异质纳米晶的可控合成及其氧还原性能研究 

第 4章 可控合成 Cu_2Se 纳米立方块组装的四方和立方相 Cu_2Se纳米线及 

其氧还原性能研究 

第 5章 可控合成小尺寸 Pd-Ag 双金属合金纳米晶及其在无酶葡萄糖传感器 

中的应用 

第 6章 Pd-Ni-Ag三金属纳米晶中磁性能对氧还原反应的影响 

第 7章 新颖 Pd-Ru合金纳米盘-Pd异质纳米晶的合成、生长机制及其电催化 

析氢性能研究 

第 8章 结论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2016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 

谁之权利？如何利用？─

─伦理视域下的动物医疗

应用研究 

张  燕 
公共管理

学院 
王露璐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从培根到卢梭：西方早期

现代性筹划中的道德教育 
唐  燕 

教育科学

学院 
高德胜 博士 【本校】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569864.nh&dbname=CDFDTEMP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2496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569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423769.nh&dbname=CD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716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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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3 

二语词汇加工中的一语自

动激活：来自中国英语学

习者的证据 

肖  巍 
外国语学

院 
倪传斌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基于 PGC-1α的外周生物

时钟和能量代谢整合调控

网络的分子机制研究 

陈思禹 
生命科学

学院 
刘畅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基于 DEM的黄土地貌继承

性研究 

熊礼阳 
地理科学

学院 
汤国安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6 偏微分方程保结构算法构

造及分析 

蔡加祥 
数学科学

学院 
王雨顺 博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 我国本外币资金配置效率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叶亚飞 

 商学院  陶士贵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转型社会视阈下中国的政

治情绪排解机制研究 曹  帅 

 公共管

理学院 
许开轶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

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高宝红 

 公共管

理学院 
 张振 硕士 

【本校】 

【万方】 

4 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历史的视角 贾  佳 

 教育科

学学院 
 王建华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权变理论视角下高职院校

组织结构设计的研究——

以 Z校为例 李  政 

 教育科

学学院 
 庄西真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6 《授时通考》农业俗词语

研究 肖  希 

 文学院  化振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7 

常压下催化卤代物、芳硼

酸和一氧化碳的三组分交

叉偶联反应研究 

钟延珍 

化学与材

料科学学

院 

魏少华 硕士 【本校】 

8 

内陆浑浊富营养化水体固

有光学量（IOPs）反演算

法 

潘洪洲 
地理科学

学院 
吕恒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9 

TPGS2k/PLGA 纳米粒逆转

肺腺癌细胞多药耐药效应

及机制研究 

王东方 
生命科学

学院 
余书勤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0 宽吸收线类星体光谱光变

研究 

何志成 

物理科学

与技术学

院 

卞维豪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21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668512.nh&dbname=CD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90988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6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423757.nh&dbname=CD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7379.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59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428898.nh&dbname=CD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682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556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6295289.nh&dbname=CD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3131722.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743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430244.nh&dbname=CM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714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733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filename=1015423812.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695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5566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698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789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filename=101566809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91051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52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filename=1015670120.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90980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835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filename=101566809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91051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399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744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430372.nh&dbname=CM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719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709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filename=101541673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7466.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67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6293583.nh&dbname=CM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8569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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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名 著者 学院 指导老师 学位 全文链接 

11 关于 Jeśmanowicz 猜想 马米米 
数学科学

学院 
陈永高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2 人工微米透镜的制备及其

光学性质研究 

姚  岭 

物理科学

与技术学

院 

叶永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3 电力系统的混沌特性分析

与控制 

马美玲 

电气与自

动化工程

学院 

闵富红 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14 

改性壳聚糖基絮凝剂脱除

重金属-抗生素复合污染

物的研究 

张婷婷 

化学与材

料科学学

院 

杨维本 硕士 
【本校】 

【万方】 

  

1 

氰胶还原法制备 Pt基催

化剂及其在燃料电池中的

应用 

刘鑫宇 

化学与材

料科学学

院 

唐亚文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2 

数字化实验影响学生概念

改变的研究 ——以离子

反应的学习为例 

张  婷 

 

教师教育

学院 

马宏佳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3 
留学生汉语言说类动词习

得研究 
王梓秋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肖奚强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4 
河川沙塘鳢家系的建立及

5个主要家系的遗传分析 
丁严冬 

生命科学

学院 
尹绍武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5 

“净网”前后大 V传播行

为对比研究——基于突发

公共事件视域 

王勇兵 
新闻与传

播学院 
靖鸣 专业硕士 

【本校】 

【知网】 

【万方】 

 

【博士论文题录】谁之权利？如何利用？──伦理视域下的动物医疗应用研究（张  燕，

2015年） 

论文作者：张燕 

指导老师：王露璐教授 

学科专业：哲学（伦理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5 年 

关键词：动物；医疗应用；伦理；动物权利 

师生简介：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724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6293510.nh&dbname=CM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3131481.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25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6293605.nh&dbname=CM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85680.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789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422099.nh&dbname=CM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6883.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453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751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68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430267.nh&dbname=CM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7508.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734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filename=1015668269.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8619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798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filename=1015669858.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86514.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74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416745.nh&dbname=CM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713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824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filename=1015668357.nh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8606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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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张燕，女，1981年生，江苏扬中人，2015年获得南京

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

师。 

 

 

 

导师：王露璐，女，1969年 6月生，江苏南京人，博士。南

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年伦理

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伦理学会秘书长，江苏省伦理学会理

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

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经济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

济伦理学年鉴》副主编。主要从事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原理、乡村伦理、经济伦理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道德观研

究。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医疗事业是人类健康的福祉，动物在医学科研、生产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近年来，

随着动物权利运动的发展，人们对医疗领域利用动物的行为是否道德提出了质疑。对动物权

利和动物福利的关注让人类重视对动物内在价值的考量，避免陷入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的风险；

但过度强调动物内在价值而完全拒斥其工具价值，也让现实的医学科研、生产实践陷入进退

两难的伦理困境。特别在我国，动物药是传统中医药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一部分，动物权利

的诉求与动物利用的现实矛盾尤为突出。因此，本文在伦理视域下对动物医疗应用的相关问

题进行反思，探讨现行条件下动物医疗应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 本文从动物权利概念

与发展切入，全面梳理了关于动物权利的哲学观点，分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理论诉求，并剖析了激进动物权利论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困境。本文力图

整合人类中心主义动物利用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观，寻求一种能够同时惠及人类中

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目标的理论共识，为医学科学和人类健康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合

理的伦理理论支撑。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生态观、罗尔斯顿的生态中心论以及马克

思主义整体生态观这几种理论形态的分析，本文从人与动物的和解、人类本身的和解的角度

提出以马克思主义整体生态观构建动物医疗应用的伦理基础，并从目的、手段和结果三方面

分析动物医疗应用的道德正当性，提出了动物医疗应用的伦理边界：人类生存原则、人类基

本利益优先原则、人类有限发展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动物医疗应用的伦理实践方案：以

3R原则（替代、减少、优化）为基本思路，对医疗实验中的动物利用提出尊重、审慎、仁

慈、感恩的伦理要求，对医药生产中的动物利用提出弘扬生态诚信、重视人类对物种的义务

等伦理要求。 伦理审查是落实动物医疗应用伦理要求的基本路径，本文介绍了动物医疗应

用中伦理审查的现状与目的、类别与程序、主要内容与基本原则、结果传达与跟踪管理等内

容。伦理审查作为一项程序性原则，是对动物医疗应用行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伦理监管，是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874'
http://spa.njnu.edu.cn/show.asp?id=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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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动物医疗应用伦理实践的重要内容，为解决当前医疗领域动物利用的伦理困境提供了更

为具体的伦理解决方案。 

章节目录：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研究现状 

第二节 动物医疗应用及其发展 

第三节 动物医疗应用的“中国问题”：中医药产业中的动物利用及其困境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 动物权利和动物利用的理论源流与纷争 

第一节 动物权利与动物权利运动 

第二节 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动物权利与动物利用 

第三节 非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观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动物权利论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困境 

第二章 整体生态观——动物医疗应用的伦理基础 

第一节 整体生态观的若干理论形态 

第二节 基于整体生态观的动物权利与动物利用 

第三节 以马克思主义整体生态观构建动物医疗应用的伦理基础 

第三章 动物医疗应用的道德正当性和伦理边界 

第一节 动物医疗应用的道德正当性何以可能 

第二节 动物医疗应用道德正当性的评价标准 

第三节 动物医疗应用的伦理边界 

第四章 动物医疗应用的伦理实践 

第一节 3R原则的发展和应用 

第二节 实验动物应用的伦理实践 

第三节 生产动物应用的伦理实践 

第五章 动物医疗应用的伦理审查 

第一节 伦理审查的现状与目的 

第二节 伦理审查的类别与程序 

第三节 伦理审查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原则 

第四节 伦理审查的结果传达与跟踪管理 

结语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从培根到卢梭：西方早期现代性筹划中的道德教育（唐燕，2015年） 

论文作者：唐  燕 

指导老师：高德胜教授 

学科专业：德育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5 年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423769.nh&dbname=CD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85716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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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教育；现代性筹划；人类幸福；德性；培根；霍布斯；卢梭 

师生简介： 

 

 

著者：唐燕，女，1985年生，四川自贡人，2015年获得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

所讲师。 

 

 

 

导师：高德胜，男，1969年生，河南信阳人，博士，博士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

员。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 

中文摘要： 

解现代性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之谜，需回到道德教育构建其现代性特征的最初时刻。在培

根、霍布斯、卢梭的早期现代性筹划中，道德教育的现代性特征已初现轮廓。 培根的现代

性筹划通过《新大西岛》展现一幅令人向往的“科技乐园”愿景图。这是培根发起的现代科

技力量对现代性的想象和构造。而完成现代科技乐园的鸿篇巨制，培根需要重构一套新的道

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不同于古典哲人的德性伦理学，不是以德性实现作为人的幸福，而是

将人的欲望满足作为人幸福的内容和目标。由此，培根向潜在的现代哲人发起号召，说服他

们应具有仁爱的品质，积极地为大众谋利，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延续。通过他们的科学才智，

切实地为大众创造有助于欲望满足和享受的种种益处，而非沉浸在哲人一己的沉思之乐中。

培根试图将具有古典心性的、关注人道德政治事务的哲人转变为具有仁慈心的自然哲人。这

种自然哲人是科技乐园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培根的现代性筹划是否能够得以实现，科技事

业为大众谋福的承诺是否得以兑现，端赖于哲人角色是否成功地转变为自然哲人。因此，在

科技乐园中，成就大众幸福的强有力保障并非古典哲人所言的德性品质，而是由自然哲人创

造的能够提供种种物资的科技力量。尽管培根在其现代性筹划中，拒绝将德性作为实现人幸

福的主导力量，但这并不否认科技乐园依旧需要人的“德性”为其存在的基础。首先，从事

科技事业的人员除了具备从事科技研究与应用的基本才能和品质外，还需要具备与其他科技

人员进行合作的品质，以便共同开创科技事业。其次，在新大西岛上的科技研究者还具有道

德和政治方面的智慧。具有这方面的智慧，一方面可以使研究者成为新大西岛上全体人民德

行的表率，另一方面可以使研究者辨识出他们的科技成果中那些真正有益于大众健康的成果，

并隐藏起那些对大众健康无益，甚至有害的科技成果。第三，新大西岛上的居民应该具有虔

诚、纯洁、质朴的品质，服从科学机构的管理和安排；同时，新大西岛上的居民还具有仁慈、

开放、慷慨等方面的品质，能够平等地对待落难的外乡人，并愿意将他们接纳为同胞。因此，

新大西岛看起来拥有文明、善良、仁慈的居民，他们甜蜜地享受着科学为其创造的舒适、和

平的幸福生活。 霍布斯承继培根为大众谋福利的现代性事业，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

路。在他看来，危及人自我保存的真正障碍物不在其他，而在人的自然本性上。人的狼性本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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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造成人仅凭自身力量无法摆脱的道德困境。在自然状态下，人人天然地拥有万物。这种无

限制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势必导致人与人之间悲惨的“战争状态”。而正确的理性启迪人们探

寻自然法的教诲。只要人们遵循这些自然法，即可实现和平共处与自我生命的保存。尽管自

然法向人们传达了如何自我保存的有用教诲，但自然法只对人的良心法庭有用，无法有力地

约束人的行为。因此，为了实现人的自我保存，“国家”的建立就成为了必要条件。这一必

要条件的存在通过国家具有的绝对权力，为人们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安全保障，使人们能够在

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实现生命的保存。然而，保障人们之间的和平状态，不仅需要国家拥有强

制力，从而对那些扰乱和平的行为实施有力的惩罚，对那些野心、贪婪、嫉妒等有碍于人们

和平共处的欲望、激情进行有效的震慑，同时也需要国家能够教导人们养成和平生活的习惯

和社会性倾向。对此生活习惯和心理倾向的培养，霍布斯的政治设计是通过教育和政制实现

的。其教导的主要内容是：在思想上，一方面肃清古典思想的流毒，防止人们具有政治野心，

另一方面通过大学教育传播霍布斯的公民科学和道德哲学，让人们了解公民权利与义务，理

解服从国家、尊重主权者权利的根据；在社会性德性上，引导人们具有亲社会行为，具有仁

慈、友善、感恩之心，具有不侵占他人合法所有的正义之德；在行为上，要求人们服从民法

对行为的规约，做有助于和平的事，禁做危害和平的事。可以看到，霍布斯的政治设计中，

尽管保留德性和道德教化，但二者的地位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德性的地位而言，

它不再是共同体的政治目标。共同体不再致力于培育具有完满德性的高贵之人，取而代之的

是遵守法律、敏于自保的人。就其内涵而言，它主要的内容不再是人灵魂的实现活动。它要

么是有助于国内和平的政治性德性、社会性德性，如遵守法律的正义之德、友善、仁慈等；

要么是有助于实现个体自我保存的能力，如人的理智之德。而道德教化也不再致力于对人灵

魂欲望、激情的教化，而仅仅是为了让大众习得一些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方式。因此，道德

教化仅仅是国家教育的一部分，是国家用于维护国内和平的这一政治目标的工具。除却上述

政治需要外，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它没有动力进行道德教化。因此，在霍布斯的政治设计中，

不论是德性还是道德教化，其地位和作用都大大被降低。随之而来的是，霍布斯政治设计产

生了不可回避的道德困境。就个体而言，个体无法通过其灵魂的力量，把握政治的整全性。

因此，人只能像一个虚弱、无力的灵魂站在巨大的“利维坦”之前，接受其统治。而个体也

无法通过国家实现人灵魂的超拔与气阔。现代人灵魂的最高可能性钳制在了现代人唯利是图

的欲望本性与对惩罚的恐惧上。同时，对于国家而言，国家再也不是令个体依恋的“祖国”，

它仅仅是人实现自我保存的工具。当这个工具存在问题时，人们自然趋向那些更能实现他们

自我保存的国家。对他们而言，不存在值得保卫，甚至为之作出生命牺牲的“祖国”。上述

现代政治设计中存在的道德困境仅是被霍布斯隐匿起来的现代政治问题的表征。这就是霍布

斯通过他的人性论和政治设计隐藏起来的现代政治对德性和道德教化的需要。 霍布斯的现

代政治设计留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沟壑，使卢梭担负起重新设计现代性的使命。与两位前辈

不同，卢梭看到现代科技和现代政治中潜藏的危险。在卢梭著名的“一论”和“二论”中，

他分别以德性和自由、平等的名义批驳了现代科技事业和现代政治事业。在卢梭看来，现代

科技事业的发展败坏了公民德性，腐蚀了政治社会的根基；而霍布斯的政治设计，尽管建立

在社会契约上，但霍布斯的“利维坦”并未建基于人的自由、平等，而是靠富人对穷人的欺

瞒而得以建造的。因此，霍布斯建造起来的“利维坦”所具有的绝对权力是不正义的力量，

它的存在造成政治社会中人们相互间的奴役、欺诈、倾轧，使人过着艰辛和悲惨的生活。因

此，卢梭设定的思想目标是通过自己的教诲，教导人们无论是在他的个体生活，还是在他的

公共生活，人都能够如自然状态般自由。这就产生了在现代性中最为宏大的道德教育计划。

这一计划不仅包括一个私人的教授计划，贯穿学生人生中最初的 25年，涉及他的身体、心

智、灵魂的成长；而且还包括一个涉及整个共同体的教授计划，涵盖全体公民，并由伟大的

立法者和国家政制教导人们社会性德性、社会风俗以及社会性情感。卢梭试图以此为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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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俗的欲望本性赢回他们自由灵魂的桂冠，使人们既能实现生命的保存，又能享有原初的自

由，使人既具有同情、仁慈等出自良心的温良情感，又使人成为能够履行公民义务的好公民。 

在上述三位思想家的现代性筹划中，道德教育的现代性前景已初现其轮廓，道德教育在现代

性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重新的安排，道德教育内容也得到重新的界定。自此，现代科技、现

代政治以及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成为了思考和构建道德教育现代性不可逃避的框架。这些现

代性筹划看似一幅完美的现代人类幸福工程图，但它们不过是现代哲人跟古典哲人设下的一

个赌局。现代哲人借此赌局向古典哲人表明存在一条实现人类幸福、自足的道路。这条道路

不同于古典哲人设想的通过人内在灵魂德性的力量铸造人的幸福，而是依靠外在的、强大的

现代科技和现代政治力量打造属于大众的幸福。然而，一些清醒的现代哲人认识到在这一赌

局里，真正决胜王牌隐藏在于人的德性和道德教化中。而卢梭的现代教育计划显然无力培育

更高的德性以胜任对现代性力量的钳制。而现代人性的孱弱、现代道德教化的无力，以及现

代科技和现代政治发展出来的强大力量，使现代哲人设下的赌局很有可能成为现代人无法走

出的死局。 

章节目录： 

导  论 

一、问题缘起：道德教育的现代性迷局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第一章 培根的科学：人类幸福和道德的新道路 

第一节 培根的道德哲学：属人之善及其获得 

第二节 新道路：建构科技乐园中的生活方式 

第三节 道德与科技：审议科技乐园中的人的幸福、道德与道德教化 

第二章 霍布斯政治设计中的道德与教育 

第一节 霍布斯国家学说：道德困境的现代政治方案 

第二节 新国家学说：培育新人 

第三节 道德与政治：霍布斯政治设计中的道德与道德教化 

第三章 人的幸福、道德与自由：卢梭的论争 

第一节 科技与道德 

第二节 政治社会与人的自由 

第三节 教育计划：爱弥儿式的自由与德性 

结语 西方早期现代性筹划中的赌局与死局 

一、现代性筹划：现代哲人的赌局 

二、人的德性与道德教化：赌局的底牌 

三、现代性筹划的赌局与死局：一步之遥 

数字资源链接：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二语词汇加工中的一语自动激活：来自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证据（肖巍，

2015年） 

论文作者：肖巍 

指导老师：倪传斌教授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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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英语语言文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5 年 

关键词：英语学习者；双语；自动激活；ERP 

师生简介： 

 

 

著者：肖巍，男，1988年生，2015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

博士学位。现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 

 

 

 

导师：倪传斌，男，1965年 9月生，湖北荆州人。南京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认知神经

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江苏外

国语言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外语博士论坛常务理事。目前，倪

传斌主要从事二语习得研究、外语教育研究、二语磨蚀研究、

神经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等。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词汇知识是语言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词汇习得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与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等学科研究的交叉与融合，二语词汇习

得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催生了一批新的研究热点。热点之一便是双语词汇的自动激活。许

多研究发现，加工二语词汇时，可能伴随一语的自动激活。目前，二语词汇加工中一语自动

激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尚存一些不足：（1）就研究的对象而言，现有的研究

多以母语为拼音文字的二语习得者为研究对象，针对母语为非拼音文字的我国英语学习者的

研究较少。（2）就研究的内容而言，现有研究对于不同加工深度下一语自动激活在概念层、

词形层和亚词形层的位点和时间进程，目前尚缺少全面而系统的探讨。（3）就研究的方法而

言，现有研究大多只使用了基本的反应时技术而未使用高时间分辨率、可实时记录认知过程

的 ERP技术。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使用跨语言实验任务。该任务本身就提供了双语环境，

具有双语偏向性，容易导致受试有意识地而不是自动激活一语，给观察一语自动激活造成了

干扰。（4）就研究的理论构建而言，现有的理论模型多基于拼音文字的研究。这些模型是否

适应一语为非拼音文字的汉语，迄今为止的研究尚不多见。 为此，本文拟结合反应时技术

和 ERP技术，通过语义相关判断任务和掩蔽词汇判断任务，探讨高水平、非平衡中国英语学

习者在加工二语词汇时的一语自动激活。拟研究的问题有：（1）一语自动激活的位点在概念

层、词形层和亚词形层的哪一个或几个层面？深加工和浅加工时的激活位点有何异同？（2）

一语自动激活的时间进程在加工早期和晚期分别具有什么特征？深加工和浅加工时的时间

进程有何异同？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开展了两项实验。实验一：语义相关判断实验。

21名受试判断启动词与目标词是否语义相关。实验二：掩蔽词汇判断实验。14名受试判断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647'
http://wy.njnu.edu.cn/szll/2017-2/094949_611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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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词是否为真词。两项实验所用核心实验材料相同，均为 210对英语词对。其中，一半词

对的语义相关，另一半语义无关。这些英语词对虽然没有词形上的重复，但其汉语对译词存

在首字重复、尾字重复或不重复等三种重复位置，从而构成了 2（语义相关性：相关/无关）

×3（对译词汉字重复位置：首字重复/尾字重复/无重复）的被试内实验设计。基于这一设

计，语义相关性用于测量概念层的一语自动激活；对译词汉字重复位置用于测量词形层和亚

词形层的一语自动激活。基于 ERP提取的 N400 和 LPC脑电指标，分别用于测量早期和晚期

加工时的一语自动激活。实验一的 SOA设为 700ms，实验二的 SOA设为 67ms，以分别考察深

加工和浅加工时的一语自动激活。 基于行为和脑电数据的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果：（1）

在浅加工条件下，并未观察到语义启动效应和对译词汉字重复启动效应；在深加工条件下，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加工二语词汇时，产生了明显的语义启动效应和对译词汉字重复启动效应。

这表明一语自动激活在概念层、词形层和亚词形层均有出现，即：二语词汇加工伴随着多层

级的一语自动激活。该结果支持了 BIA+模型对双语心理词汇层级性的预测。此外，本文首

次发现亚词形层的对译词汉字重复启动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即：对译词尾字重复启动效应大

于首字重复启动效应。这说明，尾字的自动激活强度大于首字。（2）在浅加工条件下，未观

察到明显的脑电效应；在深加工条件下，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加工二语词汇的早期，产生了明

显的 N400效应，晚期产生了明显的 LPC效应。这显示，一语自动激活从加工早期业已存在，

并且持续到晚期。综合上述结果，可以推断：加工二语时，经由视觉刺激输入的二语词形首

先激活概念，然后激活对应的一语词形，并且进一步在亚词形层激活一语尾字及首字。一语

加工并不属于有意识的加工，而是二语加工的“副产品”。该结果支持了 RHM模型对双语激

活时间进程的预测。 鉴于上述研究结果与 BIA+和 RHM等主流理论模型的理论预期仍存在一

定差异，本文特尝试性地针对广泛应用于拼音文字的 BIA+模型和 RHM模型的特点与不足，

构建了能够兼顾汉语特殊性的“扩展层级模型（the Extended Hierarchical Model）”。本

文发现，该模型能更好地解释我国英语学习者加工二语词汇时的一语自动激活现象。 本项

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对象上，本文通过对高水平、非平衡中国英

语学习者的研究，丰富了双语激活的研究对象，为双语激活的普遍性提供了更多佐证。（2）

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全面考察了一语自动激活在三个位点（概念层、词形层和亚词层）、两

个时间段（早期加工、晚期加工）和两个加工深度（深加工、浅加工）的表现，丰富了双语

激活的研究维度。（3）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反应时和 ERP两种技术进行测量，丰富了数

据采集的维度；改进了前人研究的内隐重复启动实验范式，编写出了一套用于测量亚词形层

双语激活的刺激材料，可为后人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4）理论构建上，本文尝试建立了

二语词汇加工中一语词汇自动激活的理论模型“扩展层级模型”。该模型可以用于解释汉-

英双语者一语自动激活的特点与机制。 

章节目录：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1 Genesis of the study 

1．2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1．3 Organization of the dissertation 

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 

2．1 Definition of key terms 

2．2 Theories on mental lexicon 

2．3 Theoretical models of bilingual lexical processing 

2．4 The empirical studies on bilingual activation 

2．5 Summary 

CHAPTER THREE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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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Research questions 

3．2 Overview of the experiment rationale and design 

3．2．1 Rationale 

3．3 Methods in Experiment 

3．4 Methods in Experiment 

3．5 Summary 

CHAPTER FOUR RESULTS AND DISCUSSION 

4．1 Results 

4．2 Discussion 

4．3 Summary 

CHAPTER FIVE GENERAL DlSCUSSION 

5．1 Predictions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 

5．2 The Extended Hierarchical Model (the EHM model) 

5．3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L1 Chinese automatic activation during L2 English 

processing as is predicted in the EHM model 

5．4 Summary 

CHAPTER SIX CONCLUSION 

6．1 Major findings 

6．2 Implications 

6．3 Limit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数字资源链接： 

【CNKI-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万方数据学位论文】（校园网 IP地址范围内可下载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库】（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可在线阅览全文） 

 

【博士论文题录】基于 PGC-1α的外周生物时钟和能量代谢整合调控网络的分子机制研究

（陈思禹，2015年） 

论文作者：陈思禹 

指导老师：刘畅教授 

学科专业：细胞生物学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5 年 

关键词：生物时钟；能量代谢稳态；PGC-1α；Smarcd1；VNN1；血管平滑肌细胞；肝脏 

师生简介：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668512.nh&dbname=CDFDTEMP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909885.aspx
http://202.119.108.211/lunwen/list.asp?id=3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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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陈思禹，男，1988年 8月生，2015年获得南京师范大

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医科大学特聘副研究员。 

 

 

导师： 刘畅，男，1977年 2月生，广东韶关人，博士。南

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教

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研究代谢调控与代谢紊乱的

分子发病机制。利用细胞系统和动物模型，通过分子生物学

技术手段，在生理学水平上探索营养失衡、生物时钟与糖脂

代谢调控发生紊乱的机制关联，力图揭示肥胖、脂肪肝、2

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代谢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基础。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地球的自转产生了昼夜交替循环，为了适应这一环境变化，哺乳动物体内进化出生物时

钟系统，控制着各项生理进程，如睡眠周期、血压、血液激素水平及能量代谢等，使之呈现

出以 24小时（hours, h）为周期的节律性变化。哺乳动物的生物时钟主要可分为中枢性生

物时钟和外周性生物时钟两类。中枢性生物时钟位于下丘脑视交叉上核神经元

（hypothalamus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SCN），它能整合外界环境中的光/非光信号，

产生节律性输出，经神经内分泌和体液循环通路，影响外周组织的生理进程，同时协调外周

性生物钟。通常情况下，中枢和外周生物时钟的运作是同步偶联的，使得机体能量利用率达

到最优状态，以适应外界光线和进食周期等环境因素的改变。 近年来研究证实，神经内分

泌和代谢系统受到时钟节律的精确调控。哺乳动物体内，约 43%的基因呈现出昼夜节律性表

达，其中有许多基因负责编码在代谢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转录辅因子/因子和酶类，因此

导致体内多种代谢进程（比如肝糖异生，胆酸合成等）也呈现出昼夜节律性。而且，许多核

心生物时钟基因（如 Bmal1、RORα等）自身具有重要的代谢调控功能。相反，营养信号的

改变，如高脂饮食，可以重设机体外周性生物时钟，使得外周性生物时钟与中枢性生物时钟

解偶联，从而导致一系列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因此，生物时钟和能量代谢之间存在着紧密联

系，这两者的整合机制目前已得到部分阐明。简而言之，目前公认的整合模式有两种：a. 以

核受体、代谢物、转录辅因子/因子等为节点，同时调控时钟和能量代谢进程，促使二者的

整合，即“并联型”整合模式；b. 钟控基因（clock-controlled genes, CCGs）承接生物

钟信号，并作为下游效应器进而调控代谢进程，线性化促使二者整合，即“串联型”整合模

式。 值得一提的是，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子活化受体γ共激活因子-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γ coactivator 1α, PGC-1α）作为一个重要的能量

代谢调控因子，能以“并联型”整合模式，协同调控肝脏的生物时钟与能量代谢进程。PGC-1

α的表达高度受控于环境刺激和营养信号，一旦被诱导，它就能够和多种核转录因子（如

PPARα/β/γ/δ、ERRα/β/γ、HNF4α等）相互作用，激活下游的多种代谢通路，包括促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741'
http://sky.njnu.edu.cn/cn/shiziduiwu/liu-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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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线粒体增殖和褐色脂肪组织的适应性产热、饥饿时的肝糖异生等，从而使生物体对外界刺

激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然而，PGC-1α是一个位处相对上游的枢纽分子，对 PGC-1α进行

调控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其调控的特异性和安全性大打折扣。有鉴于此，我

们需要寻找 PGC-1α的分子伴侣或受 PGC-1α调控的下游分子，阐明它们的组织特异性的时

钟和代谢调控功能，从而实现更加高效地调控。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研究以 PGC-1α为

基点，筛选出其分子伴侣 Smarcd1和其下游基因 Vanin-1（VNN1），并深入研究了它们的时

钟和代谢整合功能。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究 Smarcd1在整合血管平滑肌细胞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VSMCs）生物时钟和生理稳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部

分旨在阐明 VNN1在承接时钟信号，进而调控肝脏糖异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的研究

发现Smarcd1在大鼠VSMCs中呈现出振荡性表达，其表达振幅被体内高脂饮食（high fat diet, 

HFD）信号以及体外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 FFAs）刺激所抑制。分子水平实验证

实，Smarcd1与 RORα结合，协同激活 bmal1启动子的转录活性，且二者的结合由 PGC-1α

所介导。在 VSMCs的生理功能方面，我们发现过表达 Smarcd1，能够显著抑制 FFAs所诱导

的 VSMCs增殖、迁移及黏附，同时抑制 Erk/MAPK以及 Akt磷酸化水平。并且，Smarcd1的

这些效应会被 Bmal1的敲降所减弱。综上所述，Smarcd1在协同调节 VSMCs的生物时钟和生

理功能稳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PGC-1α下游基因 VNN1能够响应时钟信号，

在小鼠肝脏中呈现节律性表达。代谢方面，在饥饿或者胰岛素（Insulin）抵抗的小鼠肝脏

中，VNN1的表达显著升高。过表达 VNN1能够通过调节 Insulin/Akt信号通路，提高糖异生

基因表达和肝脏葡萄糖生成，导致高血糖症状的出现。在分子水平上，PGC-1α和 HNF4α协

同激活 vnn1的转录。ChIP实验表明 PGC-1α锚定在 vnn1近端启动子的 HNF4α结合位点附

近，并且使染色体结构进入活跃状态。由此可见，VNN1能响应时钟信号，并作为下游效应

器调节肝脏糖异生过程。 一言以蔽之，本研究发现 PGC-1α分子伴侣 Smarcd1以“并联型”

模式整合 VSMCs的生物时钟和生理稳态；PGC-1α下游基因 VNN1以“串联型”模式，响应时

钟信号，进而调控肝脏糖异生过程。本研究丰富了现有的生物时钟和能量代谢之间的整合理

论，同时从时间生物学角度为治疗代谢性疾病提供了更加有效的药物作用靶点。 

章节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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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物时钟的运作 

1．2 生物时钟的分子机制 

1．3 生物时钟与能量代谢进程 

1．4 生物时钟和能量代谢的整合机制 

1．5 本章小结 

第 2章 PGO-1α分子伴侣 Smrod1 整合 VSMCs 生物时钟和生理进程的机制研 

究 

第 3章 PGC-1 α下游分子 VNN1响应外周生物时钟并调控肝脏糖异生进程 

的机制研究 

第 4章 全文总结 

4．1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 

4．2 本研究的创新点 

4．3 进一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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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题录】基于 DEM的黄土地貌继承性研究（熊礼阳，2015年） 

论文作者：熊礼阳 

指导老师：汤国安教授 

学科专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2015 年 

关键词：黄土高原；黄土地貌继承性；下伏古地形；数字高程模型；双层地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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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熊礼阳，男，1989年生，江西南昌人，2015年获得南

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讲师。主要从事黄土继承性、DEM数字地形分析研究。 

 

 

 

导师： 汤国安，男，1961年 6月出生，浙江宁波人，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政协

委员，民盟江苏省常委，民盟南京师范大学主委。主要从事

地理信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数字高程模型不确定性、基于

DEM 的数字地形分析、黄土地貌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相关链接：【南师学人库】、【学院个人主页】 

中文摘要： 

地貌继承性（Landform Inheritance）即为地貌在发育的进程中，不同时期地貌特征的

承袭关系。黄土地貌继承性主要指黄土高原第三纪下伏古地形对黄土粉尘在堆积、侵蚀、搬

运等过程中的控制与影响作用，特别是指黄土地貌形态特征对第三纪古地形的承袭关系。黄

土地貌继承性的研究是揭示黄土地貌二百余万年来发育、演化机理的关键环节，也是黄土地

貌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前人对黄土地貌继承性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的重要研究成果，初步探讨了第三纪古地形对当今黄土地貌形成的控制作用。但是，目前对

黄土地貌继承性的成因机理、影响程度及区域差异性等问题尚未形成共识。特别是，由于数

据和方法的限制，研究工作仍处于基于样点考察的定性或半定量描述阶段，仍无有效方法构

建区域性的黄土古地形模型；仍无法有效反映黄土粉尘在第三纪原始地形面上的堆积过程；

仍无法有效澄清黄土古地形对现代侵蚀过程的控制与影响；仍无法有效揭示黄土地貌继承性

具有怎样的区域差异性与表达的尺度差异性。对这些关键科学问题的探索与解决，可望对黄

土地貌形成机理的认识带来突破性进展。 数字高程模型（DEM）及基于 DEM 的数字地形分析，

为在 GIS平台下实现地表形态的定量描述与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但目前的 DEM只是

对地表形态的表达，如果能够建立第三纪黄土下伏古地形的数字高程模型，从而构建地表-

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508'
http://dky.njnu.edu.cn/teacherList.aspx?id=0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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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体化的双层的数字高程模型，就可望通过运用 GIS复合分析等多种空间分析方法，有

效揭示黄土地貌继承性研究中的科学问题，实现黄土地貌研究的理论突破与方法创新。 本

文首先系统分析了黄土地貌继承性的概念模型。其次，以高精度 DEM、地质图以及钻孔物探

资料为依据，重建了三种空间尺度的黄土堆积前原始地形面的数字高程模型，进而构建了地

表地下一体化的“双层地形模型”（Dual-layer Terrain Model）。并据此模型，通过高程频

率、高程散点相关矩阵、地形剖面图、面积高程积分、坡向变异特征、地形剖面比降及地形

剖面凸凹度等方法与指标，分析现今地形与古地形的空间关系，获得在下伏古地形控制作用

下，黄土堆积对地表起伏变化、地貌发育变化及黄土地貌空间分异格局的新认识。论文主要

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1）系统阐述了黄土地貌继承性的概念模型，明确提出与分析了

黄土地貌继承性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与影响因素，并从黄土的成因机理、双层地形空间结

构关系、显著程度、继承方式、空间尺度以及地层连续性等角度对黄土地貌继承性进行了类

型划分。黄土地貌继承性研究是时间-形态序列黄土地貌演化反演与再现、能够揭示区域内

物质相对总量变化。该研究也是地形信息图谱的全新探索。 （2）实现了基于地质图资料与

大量野外实测钻孔物探资料相结合的多尺度下伏古地形重建。采用不同插值方法所构建的宏

观尺度（黄土高原重点水土流失区，绥德图幅峁区，延川图幅墚区，淳化图幅塬区）下伏地

形的结果对比显示，样条函数插值相对更适于整个重点水土流失区以及淳化塬区，不同插值

方法对于黄土墚峁丘陵沟壑区的古地形重建影响较小；对于中观尺度（沿神木-米脂、绥德-

延川、铜川-黄陵、延安-延水等高速公路周边区域）与微观尺度（榆林白家崖窑黄土峁、绥

德瑶家湾黄土峁、绥德郝家桥黄土墚、延安丁庄黄土墚、铜川张家湾黄土塬、铜川马咀黄土

塬等样区），采用地质图中的基岩露头点为基本样本数据，以高密度钻孔物探及 EH4地质雷

达数据为检验数据；得出通过插值方法所构建的下伏古地形模型，能够较准确、有效的重建

下伏古地形。 （3）所构建的黄土高原重点水土流失区下伏古地形，从总体上看，西北高、

东南低，但仍呈相对平缓变化的准平原地形。与现今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千沟万壑的破碎地形

形成较强烈反差。从局部上看，古地形起伏度相对较小、高差在 50米左右，且顶部的高程

基本上处于相近的海拔高程上，说明了黄土高原古地形所处的剥蚀晚期的准平原地势特征。 

（4）下伏古地形与现今地表数字高程模型所构成的双层地形模型，及一系列集定性、定量、

定位为一体的多指标对比分析方法，是进行黄土地貌继承性研究的重要基础。所提出的高程

频率统计变化、高程散点图相关矩阵、面积高程积分、坡向变异、剖面套绘、剖面比降与凸

凹度等分析方法与指标，对于描述黄土地貌继承性特征具有较好的效果。 （5）实验结果显

示，当今黄土地貌对下伏古地形具有显著的继承关系。从重点水土流失区整体上看，黄土的

堆积缓和了原始地形的起伏程度，并主要呈迎风坡堆积模式；从不同空间尺度、相同空间尺

度不同地域来看，黄土地貌继承性在地形起伏变化、地形控制强弱、地貌发育程度变化等特

征上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在小流域尺度，黄土的堆积一般加剧了原始地形的起伏程度。

在现代侵蚀沟道发育过程中，绝大多数冲沟在相当程度上受原始古地形的影响，发育在原始

地形的低洼处，而长度小于 100米左右的切沟及层次更低的浅沟、细沟、纹沟，发育过程基

本上不受原始地形的影响。 该研究是基于国家基础地理数据及其它相关实测数据，以及 GIS

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深层次地学问题的一次探索与实践。 论文的创新之处： （1）系统阐述

黄土地貌继承性基本概念、基本特征与影响因素，并从黄土的成因机理、双层地形空间结构

关系、显著程度、继承方式、空间尺度以及地层连续性等角度对黄土地貌继承性进行了类型

划分。 （2）以多源数据、现代钻孔物探技术、GIS空间分析方法为基础，实现对黄土下伏

古地形多尺度重建，并提出了基于双层地形模型进行黄土地貌继承性研究的新方法。 （3）

通过一系列定量指标，揭示了黄土地貌继承性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基本特征、区域差异性及对

现代侵蚀沟道发育的影响。 整个研究过程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研究思路、方法、数据的突

破，可带来对于黄土高原成因机理与地貌形态空间分异格局创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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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CID:0000-0002-6200-220X】 

中文摘要： 

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可以用非线性发展方程或者电

磁场方程来描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系统是保守的，因此如何为这些系统设计高效且能保持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428898.nh&dbname=CDFD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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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守恒量的算法一直是计算科学的研究热点。本博士学位论文致力于几类非线性发展方程

的局部保结构算法（多辛算法，局部能量、动量守恒算法）和三维 Maxwell方程高效保结构

算法的研究及其数值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辛算法以及全局保能量、动量等传统

保结构算法在处理偏微分方程时，除了要考察方程是否是保守系统外，还必须考虑边界条件

是否适当，只有在适当的边界条件下才可以使用这些保结构算法。为了增加保结构算法的适

用范围，我们以耦合非线性 Schrodinger系统、Boussinesq系统和

Klein-Gordon-Schrodinger 系统为研究对象，为其构造了一系列的局部保结构算法，包括

多辛算法，局部能量、动量守恒算法。这些局部保结构算法能在任何时、空区域上保持离散

的局部守恒律.当边界条件适当时，这些局部保结构算法自然就是全局保结构算法，反之不

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分析了其中一些局部保结构算法的非线性稳定性和收敛性。数值实验

表明局部保结构算法不但能得到较好的数值解，而且确实能保持系统的局部守恒律和全局守

恒律。通过与文献中已有的数值算法比较，展现了本文算法的优点。 2）三维 Maxwell方程

具有双哈密尔顿结构.应用谱方法离散哈密尔顿函数和哈密尔顿算子，再对所得到的有限维

哈密尔顿系统用平均向量场方法求积，从而我们得到求解三维 Maxwell方程的两个格式(下

称“AVF(2)”和“AVF(4)”). AVF(2)和 AVF(4)自动保持系统的两个哈密尔顿.我们证明了

AVF(2)和 AVF(4)保持离散的能量、动量和散度。数值色散分析表明它们是无条件稳定的且

无耗散的.严格的误差分析表明 AVF(2)和 AVF(4)分别在时间方向具有二阶和四阶收敛性，在

空间方向都具有谱精度。数值实验很好地证实了理论分析结果。 3）AVF(2)和 AVF(4)是通

过直接离散 Maxwell方程得到的，计算时编程实现比较复杂。为了设计更高效的保能量算法，

我们利用指数算子分裂和组合的技巧分别得到逼近 Maxwell方程的时间二阶和四阶分裂方

法。这些分裂模型的每个子问题都是哈密尔顿系统且和原问题具有相同的哈密尔顿函数。对

每个子问题，分别应用谱方法离散哈密尔顿函数及哈密尔顿算子，进而应用平均向量场方法

求积所得的有限维哈密尔顿系统，从而得到时间二阶和四阶分裂格式(下称“S-AVF(2)”和

“S-AVF(4)”). 我们证明了 S-AVF(2)和 S-AVF(4)能同时保持$4$个离散能量且是无条件稳

定的。此外，利用离散的傅里叶变换，我们还可以将所得格式写成显式形式.借助于能量分

析方法，我们得到了 S-AVF(2)和 S-AVF(4)的误差估计。数值实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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