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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责任问题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必须科学解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围绕着这一

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是

明确了世界责任目标：人类持久和平、世界共同发展，国际社会和谐安宁、世界人民

生活富足；二是阐发了世界责任理念：和谐共生、命运与共，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亲

诚惠容、真实亲诚，人文情怀、民心相通；三是提出了世界各国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公平正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的共事

原则，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增加积极因素、排除消极因素的协作交流原则；四是指出

了履行世界责任的现实路径：文化交融互鉴、科技培训、援助援建、发展战略对接、搭

建多边合作平台和民间交流平台、建设“一带一路”、立足中国梦倡导世界梦。习近

平世界责任思想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阐发了世界责任伦理

准则，强调了履行世界责任的主体和受益者是世界人民，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世

界责任问题上的全人类立场和大公无私的责任意识，让世界人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

内在的科学性、价值性和革命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世界责任

问题上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８ 周香勤 以人为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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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的基本价值诉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以人为本价

值诉求的物质基础；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政治保证；文化软实

力显著增强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精神动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是以人为本价

值诉求的社会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生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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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格养成方法的内涵、特征与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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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格养成的方法，以潜移默化法、寓教于乐法和践行法最具代表性。潜移默化法

将主体置身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通过榜样的言传身教和社会的善美习熏滋养主体人

格；寓教于乐法通过对乐教情境的设置与感染，激发主体的情感共鸣，以温情愉悦的方

式促使主体人格的形成；践行法主张主体通过生活实践中的习之行为成就主体人格。

儒家人格养成方法与我国现有人格教育方法有所不同：一是前者多以隐性方式将人格

教育理念和方法内化于主体，后者大多以显性方式将人格教育理论灌输于主体；二是

前者主张教养结合，强调在生活实践中成就人格，后者突出教而较少注重养，较少关注

生活实践；三是前者主张情、理、乐三者的结合，合情合理又愉悦地养成人格，后者更多

的是以知识讲授的方式培养人格；四是前者在重视人格理论教育的同时，更加彰显践

行的重要，后者较多关注人格理论说教，相对忽视了主体对理论之知的践行；五是前者

更为关切环境对主体人格养成的习熏，后者更多地仅限于学校的课堂教育。因此，汲

取儒家人格养成方法之长，以完善现有人格养成教育体系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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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ｍｏ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ｏｍｅ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ＺｅｎｇＧｕｏｆ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ｑｉｎ

经济与管理
３７ 张省，

袭讯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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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定义虽尚未

达成统一的认识，但彼此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归纳为多样性

共生、自组织演化、开放式协同三个方面，结合生态位理论解释了系统中要素的功

能，将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总结为自下而上的自发形成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引导

形成机制，并以时间度量为基准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路径进行了划分。梳理中观

区域层面和微观创新主体层面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已有研究对政府在

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进中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提供和政府政策制定两个

方面；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创业教育平台构建、创新文化培育和创新主体联动更值得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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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绿色发展道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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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习俗如扫尘、祭祖、饮岁酒、放爆竹、除夕守岁、贴春联、拜年等活动已成为中华

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和美好记忆。古往今来，这些春节习俗被写入诗词，广为流传。

这些年俗诗或生动形象、客观真实地记录春节习俗文化；或表达新年人们迎新的欢

喜心情和阖家团圆的伦理亲情；或感叹时光易逝，抒发人生感慨。时至今日，春节习

俗文化已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乡愁，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传承春节习俗文化，不

仅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

特魅力。

８２ 刘玉叶 南朝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念之辨

———兼论《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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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郑伟 善恶失衡的世界

———《欧奴诺可》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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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重点栏目
稿　　约

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义不容辞

的使命和责任。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郑州轻工业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从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开始，将原“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建

设”栏目予以拓展，开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栏目，并作为重点栏目予以建

设。

中国人民历经近百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经过了近４０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探

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这条道路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伟大成果。“中国道路”引起了世

界各国的兴趣，正在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品牌。发展２１世纪的中国马克思

主义，必须高度重视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实践

和理论创新成果。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完善中国模式，提升中国共识，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刊开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栏目，旨在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讨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理论，探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与经验，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程中的得与失，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提供学理支撑。

本栏目重点刊发以下选题的学术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国道路与话语体系、面向中国问题的社会科学、中

国道路成功的哲学基础、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理论创新。

本刊对于根据国家、省部、社会团体和组织提供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而撰写

的学术文章（应给出项目来源及编号），一经审稿通过，将优先发表并从优致酬。

来稿一般应在６０００字以上，原典引文外摘引率＜１０％，请勿一稿多投。

欢迎对本栏目选题有专长、有研究、有兴趣的广大新老作者惠稿！

在线投稿：ｈｔｔｐ：／／ｚｚｑｇ．ｃｂ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　　电子信箱：ｘｕｅｂａｏ＠ｚｚｕｌｉ．ｅｄｕ．ｃｎ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６３６２７２８０，６６６３２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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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引用文献类型不同使用不同的方法（注意外文文献作者姓前名后），示例如下（［１］专著，［２］论文
集、会议录，［３］标准，［５］电子版专著析出文献，［６］期刊，［７］报纸）：
１．著作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其他责任者．版本

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１］陈登原．国史旧闻：第１卷［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２９．

［２］牛志明，斯温兰德，雷光春．综合湿地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Ｃ］．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信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ＧＢ／Ｔ２５１００－２０１０［Ｓ］．北京：中国标准

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３．

２．著作中析出文献著录格式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析
出文献其他责任者／／专著主要责任者．专著题名：其他题名信息．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
的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４］Ｆ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ｈｏｔ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ｕｇｕｓｔ２３－２５，１９７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ｏｓＡｎ

ｇｅｌｅ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ＳＭＥ，ｃ１９７１：１７－３８．

［５］楼梦麟，杨燕．汶川地震基岩地震动特性分析［Ｍ／ＯＬ］／／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汶川地震震害研

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０１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９］．ｈｔｔｐ：／／ａｐａｂｉ．ｌｉｂ．ｐｋｕ．ｅｄｕ．ｃｎ／ｕｓｐ／ｐｋｕ／ｐｕｂ．ｍｕｖ？ｐｉｄ＝ｂｏｏｋ．

ｄｅｔａｉｌ＆ｍｅｔａｉｄ＝ｍ．２０１２０４０６－ＹＰＴ－８８９－００１０．

３．连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著录格式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
识］．连续出版物题名：其他题名信息，年，卷（期）：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６］ＤＥＳＭＡＲＡＩＳＤＪ，ＳＴＲＡＵＳＳＨ，ＳＵＭＭＯＮＳＲＥ，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２，３５９：６０５．

［７］丁文祥．数字革命与竞争国际化［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５）．

４．专利文献著录格式　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专利题名：专利号［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公告
日期或公开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８］河北绿洲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一种荒漠化地区生态植被综合培育种植方法：０１１２９２１０．５［Ｐ／ＯＬ］．２００１－１０－２４

［２００２－０５－２８］．ｈｔｔｐ：／／２１１．１５２．９．４７／ｓｉｐｏａｓｐ／ｚｌｉｊｓ／ｈｙｊｓ－ｙｘ－ｎｅｗ．ａｓｐ？ｒｅｃｉｄ＝０１１２９２１０．５＆ｌｅｉｘｉｎ．

５．电子文献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年：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９］萧钰．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ＥＢ／ＯＬ］．（２００１－１２－１９）［２００２－０４－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ｒｅａｄｅｒ．ｃｏｍ／ｎｅｗｓ／

２００１１２１９／２００１１２１９００１９．ｈｔｍｌ．

６．学位论文著录格式
［１０］ＣＡＬＭＳＲＢ．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ｏｌｉｄｏｘｙｇｅｎ［Ｄ］．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６５．

７．报告著录格式
［１１］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ａｃｉｄ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ＰＢ９１－１９４００１［Ｒ］．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１９９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