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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六个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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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炼句

解放日报

格的使用和标点

词炼句的⽅方面来看

国际新闻的定量分

新闻标题在有限的字数内

的表达效果

因此要求用语准确具体

在形象⽣生动

⾔言简义丰

设问

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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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念

简洁精当
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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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与其他书面语体所不同的特征

观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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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

号省略不用

格的使用来看

合了新闻标题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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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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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要具有独立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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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版面整洁的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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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苏轼诗用典研究”的硕士论文的摘要（55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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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

录

诗用典的评论

题为“沈从文小说的乡下人意识和原始情欲与近世白话小说的形态”的博士论文的摘要
（1000 字）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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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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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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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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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

情视角

以

趣和孤独的⽣生命情境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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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失却主体性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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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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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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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小说⽂文⼈人

这个

运用许多故事本源重新创作的

在这样的想象当中

从这点本论⽂文看到中国现代小说继承近世白话小说

情

事的真正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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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Guyer, 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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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䦀䜶䫞愚捜啥䄊刻䟸䦀䦀䜶䫞孓懢捡

Arthur Danto,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A Philosophy of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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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Gibson, Wolfgang Huemer, and Lucca Pocci, A Sense of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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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Kivy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esthetics (New York: Blackwell, 2004)
两人以上编著

Roger Copeland and Marshall Cohen eds., What is Danc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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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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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左联恩怨录 ——“横站的士兵”与“职业革命家”
第一节 左联队伍中“横站的士兵”与“职业革命家”
一、“横站的士兵”——左联鲁迅
二、“职业革命家”——左联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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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扬悬而未断的知识分子立场复归
二、周扬开启的个人化鲁迅话语
第三节 人道主义探索中周扬鲁迅话语的变更及影响
一、周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之路
二、从“科学精神”到“人”——为“人文鲁迅传统”破冰
三、“新时期”周扬“鲁迅传统”探索的局限和意义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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