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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政治与哲学之间关系的间距性分析表明：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紧张，其

实质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知性冲突的一种表现。一旦把这个问题置于思维与存

在之关系的架构中，间距性分析将为解决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与现实之间

的矛盾奠定基础。这种间距性分析为我们正确把握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演

化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恩格斯的政治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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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３３ 高蕊，

毕跃光

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

———以民心相通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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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在顺应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变化的格局下提出的重大方略，而

民心相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跨界民族虽被政治疆域分隔在不同国家，但他们有着

相通的语言和族内通婚习俗，传统体育文化交流频繁，加之节日互动、共同的宗教信

仰等为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础。跨界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将在不

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政策沟通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要提高跨界民

族民心相通的战略地位，一应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增强沿线跨界民族对民族文化

的认同感；二应建立相关组织机构，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组织保障；三应推

动跨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厚植民心相通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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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消费中的社会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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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徐京波，

李雅琪

农村留守老人基督教皈信的动机、过程与影响

———以豫北Ｓ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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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６６ 江南，

刘远山

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著作权若干问题探析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ｏｆｆｉｌｍａｎｄＴＶｗｏｒｋｓ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ｏｐｕｌａｒｎｏｖｅｌｓ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ＬＩＵＹｕａｎｓ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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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学
７６ 张福平 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逻辑错误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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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是表达的前提和基础，而逻辑是思维的形式与规律。有正确的逻辑才有正

确的思维，有正确的思维才有正确的表达。所谓逻辑错误，是指人的思考与表

达不符合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导致认识出现混乱、偏差甚至误入歧途等错误。

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逻辑错误主要有不合事理、概念偏差、判断形式错误、推

理与论证错误等。这些逻辑错误，如果单从语法上看往往问题不明显，有时各

语法成分也齐全，但各成分之间的关联是错误的。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在编校

中需理性分析，仔细判断，并运用相应的逻辑知识加以修改。唯有如此，才能使

我们的编校质量不断提高。


艺术空间
９１ 杰西·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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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的沉默

———关于绘画现状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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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阐释人类心灵的奥秘和美的本质，通过不同系列作品提示人们，在这个前所

未有的图像扩散的世界，绘画始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它自己的尺

寸、历史与地域性，也就是真实性或灵气：一种将绘画与人类在仪式或魔法领域

中最早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品质。

９７ 杨远 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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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朱畅然 史前到北朝陶瓷器物上舞蹈图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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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范围

１．本学报重点刊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哲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法学、社会学、经济与管

理、新媒体与文化传播、文学与历史、艺术空间、外国语与跨文化交际，以及其他专题研究成果。其

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为本刊的重点栏目。

２．本刊对于根据国家、省部、社会团体和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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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构成要求

１．文章标题应能反映内容构成，并附与中文标题内涵对应的英文题名。

２．署名作者（附单位名称）应为参与研究、对内容负责者。第一作者信息包括性别、出生年、民

族、籍贯、单位、学位、职称、主要研究方向、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

３．摘要应能揭示论文主旨，突出学术创新，不少于２００字。

４．关键词应准确反映论文主题、研究角度与特点，３—８个为宜。

５．来稿篇幅不少于６０００字，要有学术创新，论点明确，结构合理，逻辑严谨，数据准确。引言应

包括基本概念（或研究对象介绍）、理论基础、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意义、已有研究不足和本文创新指

向；对策建议要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结论要立足全文上升到理性认识，说明实践价值或展望等。

６．文献引用应在文中一一用序号标明、统一在文末列出；同一文献在文中共用一个序号，若是

专著随文分别标明页码。文后参考文献期刊按“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Ｊ］．刊名，年，卷（期）：起始

页码”顺序排列，专著按“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顺序排

列，著作中的析出文献按“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Ｃ］／／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顺序排列。

三、其他事项

１．来稿文责自负，不能一稿多投，不能抄袭或剽窃他人作品，凡因作品本身侵犯其他公民或法

人合法权益的，作者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而给本刊造成的损失；参考或引用他人作品，必须

按《著作权法》规定注明（尽量给出原始文献），摘引率应低于１０％。

２．为达到出版要求，编辑部一般要对来稿作适当整合、修改，若作者不同意，请在来稿时声明。

３．文章发表后，即致稿酬（含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数字化期刊群、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等本刊加入的国内外数字出版系统和文摘的入网入编稿酬，不同意其他报刊、数据库等转载

者，请在来稿时声明），另赠样刊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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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摘编）

参考文献的著录，按论文中引用顺序排列。文献类型标志见下表：

文献类型
普通
图书

会议录 汇编 报纸 期刊
学位
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数据库
计算机
程序

电子
公告

档案 舆图
数据
集

其他

标志代码 Ｍ Ｃ Ｇ Ｎ Ｊ Ｄ Ｒ Ｓ Ｐ ＤＢ ＣＰ ＥＢ Ａ ＣＭ ＤＳ 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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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