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1998年）

共 121 条记录

机构名称 = 深圳大学（邮编：518060）
论文发表起始年代 = 1998
论文发表中止年代 = 1998

第1条记录

【论文题名】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蔡德麟，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邓小平理论／政治体制改革／黄卫平
【发表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2).-77-78

第2条记录

【论文题名】回归模型中的多项共线性问题——讨论陈宗胜教授所使用的一个回归方程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蔡增生，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回归模型／多项共线性／自变量系数估计值／自变量相关关系／计量经济／陈宗胜
【发表期刊】生产力研究，1998,(5).-33-36

第3条记录

【论文题名】市场失败及其原因的经济学探讨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蔡增正，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市场失败／外溢成本／外溢利益／政府介入／经济资源有效配置
【发表期刊】经济问题，1998,(6).-10-12

第4条记录

【论文题名】项目反应理论的分数分布的预测作用
【英文题名】An Application of a Marginal Distribution of Test Scores in IRT Model
【论文作者】曹亦薇，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项目反应理论／分数分布／预测／心理测验
【发表期刊】心理科学，1998,21(4).-375-376,372

第5条记录

【论文题名】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利用外资
【英文题名】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and China Utilizes Foreign Funds
【论文作者】陈伦玉，深圳大学金贸系，深圳
【标引词】国际资本流动／外资利用／世界经济
【发表期刊】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8,(1).-28-33

第6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涉及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民商事案件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英文题名】On Conflicts and Coordination in Judicial Jurisdiction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 Concerning Chines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Special District
【论文作者】董立坤，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标引词】中国内地／香港地区／民商事案件／司法管辖权
【发表期刊】学术季刊，1998,(2).-112-119

第7条记录

【论文题名】新生活运动“复古论”析
【英文题名】An Analysis on the Viewpoint of Back to the Ancients for New Lives Movement



【论文作者】关志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史／蒋介石／礼仪廉耻／复古论
【发表期刊】江汉论坛，1998,(11).-20-23

第8条记录

【论文题名】蒋介石、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之关系
【英文题名】Jiang Jieshi, Zhang Xueliang and the Policy of Nonresistance around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of 1931
【论文作者】关志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深圳
【标引词】抗日政策／蒋介石／张学良／不抵抗政策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研究，1998,(6).-106-111

第9条记录

【论文题名】特区高校如何发展来华留学工作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候梅芳，深圳大学外事处，深圳
【标引词】深圳大学／留学生教育／对外交流工作
【发表期刊】中国高教研究，1998,(5).-50-51

第10条记录

【论文题名】慧能嗣法“偈”辨析
【英文题名】Textual Analysis of Huineng's Interiting the Buddhist Law“Ji”
【论文作者】胡京国，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慧能／嗣法偈／无相偶
【发表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2).-67-72

第11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禅宗南北之争中神会的作用
【英文题名】The Influence of Mind Learing during the Discussion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Chan Sects
【论文作者】胡京国，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禅宗／神会／宗教研究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8,(6).-46-48

第12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历史功过
【英文题名】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Shen Hui in teh Hstory of the Chan Sect
【论文作者】胡京国，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禅宗／顿悟／南宗／神会／宗教研究
【发表期刊】文史哲，1998,(5).-76-78

第13条记录

【论文题名】世界华文文学的精神魅力——兼论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
【英文题名】New Structure of Worldwide Literature in Chinese
【论文作者】胡经之，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中华情结
【发表期刊】文学评论，1998,(2).-22-26

第14条记录

【论文题名】大学英语写作中的语言表达
【英文题名】The Way of Words Present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论文作者】黄东琳，深圳大学英语教学部，深圳
【标引词】大学英语写作／语体／中国式英语
【发表期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1).-65-67

第15条记录

【论文题名】跨世纪的思想飞跃和理论突破——党的十五大精神研究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黄卫平，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十五大报告／初级阶段理论／所有制理论／邓小平理论
【发表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1).-28-31



第16条记录

【论文题名】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黄卫平，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全球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
【发表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4).-14-16

第17条记录

【论文题名】简论1998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政治意义——读《第七次革命》有感
【英文题名】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 of Chinese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1998
【论文作者】黄卫平，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党政分开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8,(10).-57-60

第18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改革决策层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历史发展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黄卫平，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历史发展／改革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研究，1998,(4).-29-33

第19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南方谈话”论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黄卫平／吕元礼，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南方谈话／邓小平／政治智慧
【发表期刊】学习与探索，1998,(3).-53-58

第20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特征
【英文题名】The Strateg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论文作者】黄卫平／肖俊，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
【发表期刊】政治与法律，1998,(1).-10-14

第21条记录

【论文题名】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特征
【英文题名】To Put Political Reform in Economic Reform
【论文作者】黄卫平／肖俊，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
【发表期刊】求索，1998,(2).-4-8

第22条记录

【论文题名】“悖论”未被消解前是存在的——略评张铁声的《悖论非存在说》
【英文题名】"Paradox" is Existent Before Dispelled -- On "Non-Existence of Paradox" by Zhang Tiesheng
【论文作者】黄展骥，深圳大学哲社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悖论／张铁声／悖论非存在说／逻辑矛盾
【发表期刊】晋阳学刊，1998,(1).-37-40

第23条记录

【论文题名】近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研究
【英文题名】Reflections on recent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论文作者】蒋骁华，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翻译理论／语言学派／多学派
【发表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2).-29-34

第24条记录



【论文题名】互文性与文学翻译
【英文题名】Intertextuality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论文作者】蒋骁华，深圳大学经济系，深圳
【标引词】互文性／文学翻译／语义／文学词语
【发表期刊】中国翻译，1998,(2).-20-25

第25条记录

【论文题名】活动课程研制的价值取向
【英文题名】Value Direction of Activity Curriculum Study
【论文作者】李臣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活动课程／价值取向／课程论
【发表期刊】课程·教材·教法，1998,(6).-22-25

第26条记录

【论文题名】艺术定义：对一个难题的思考
【英文题名】The Definition of Art: A Tentative Perspective of a Perplexing Issue
【论文作者】李克，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艺术／艺术定义／艺术存在方式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家，1998,(3).-50-55

第27条记录

【论文题名】介绍西方旅游规划的一种新趋势
【英文题名】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cent Trend Toward Tourism Planning in the West
【论文作者】李蕾蕾，深圳大学文学学院传播系，深圳
【标引词】西方／旅游规划／旅游规划趋势
【发表期刊】人文地理，1998,(1).-63-64,70

第28条记录

【论文题名】城市旅游形象设计探讨
【英文题名】Study of the Image Designing of Cities
【论文作者】李蕾蕾，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与传播学系，深圳
【标引词】城市旅游／旅游形象设计／城市旅游标志
【发表期刊】旅游学刊，1998,13(1).-47-49

第29条记录

【论文题名】美的形式与美的方式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李平，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现实需求／功能概念／设计方式／美学
【发表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4).-102-106

第30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企业破产制度中的权利侵蚀
【英文题名】A Discussion on Erosion of Right 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Failure
【论文作者】李晓燕，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深圳
【标引词】企业破产／破产制度／权利侵蚀／债权保护
【发表期刊】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107-111

第31条记录

【论文题名】建立女性的灵魂家园——翟永明《黑夜的意识》及其女性观
【英文题名】Establishing the Female Soul Homeland
【论文作者】梁云，深圳大学教育学院，深圳
【标引词】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诗歌创作／女性意识／女性文学
【发表期刊】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2).-62-64

第32条记录

【论文题名】再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起源时间
【英文题名】More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Modernism
【论文作者】廖星桥，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西方现代派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恶之花
【发表期刊】外国文学评论，1998,(4).-56-63

第33条记录

【论文题名】语言变迁与20世纪文论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林岗，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语言变迁／中国文论／现代学术语言
【发表期刊】文学评论，1998,(3).-48-50

第34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文学自觉
【英文题名】Literary and Formal Consciousness in Ming and Qing Commentaries on Fiction
【论文作者】林岗，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文学自觉／小说话语／评点学
【发表期刊】文学遗产，1998,(4).-95-110

第35条记录

【论文题名】因特网信息检索策略
【英文题名】How to Search Information on Internet
【论文作者】刘继昌，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因特网／信息检索／检索策略
【发表期刊】情报理论与实践，1998,21(6).-360-362

第36条记录

【论文题名】英语头韵探新
【英文题名】A fresh inquiry into English alliteration
【论文作者】刘英凯／张振河，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英语诗歌／诗歌韵律／声音象征
【发表期刊】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2).-4-7

第37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亚洲金融风暴看中国金融应采取的对策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吕燕，深圳大学管理系，深圳
【标引词】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金融业／防范金融风险
【发表期刊】经济评论，1998,(5).-86-89

第38条记录

【论文题名】走出民主内涵的几个理论误区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吕元礼，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民主／权利／义务／理论误区／民主政治
【发表期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8,(4).-34-37

第39条记录

【论文题名】关于民主内涵的逆向思考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吕元礼，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国家权力分工机制／国家权力制约机制／民主内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发表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4).-48-52

第40条记录

【论文题名】全球化时代的政府领导危机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马敬仁，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全球化／全球化时代／政府领导危机／中国政府领导危机
【发表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4).-17-18,16



第41条记录

【论文题名】爱与境遇——弗莱彻的境遇理学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马云驰，深圳大学法学社会学系，深圳
【标引词】境遇伦理学／弗莱彻／道德问题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1998,(7).-77-79

第42条记录

【论文题名】深圳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源和自动化的建设与发展
【英文题名】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Resources and Automation in Shenzhen University Library
【论文作者】毛卓明／张道义，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深圳大学／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图书馆自动化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1998,(12).-29-33

第43条记录

【论文题名】高增长、低通胀经济运行模式的探讨
【英文题名】A Probe into an Economic Model with high Growth Rate yet low Inflation
【论文作者】裴权中，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经济运行模式／高增长／低通胀
【发表期刊】财经问题研究，1998,(9).-14-18

第44条记录

【论文题名】决策者的强有力工具——DSS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彭运芳，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决策支持系统／DSS／企业决策／计算机信息系统
【发表期刊】经济管理，1998,(6).-27-28

第45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寒山诗中的儒家与道家思想
【英文题名】On Confucian and Taoist Thoughts in the Poetry of Hanshan School
【论文作者】钱学烈，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唐代诗人／寒山诗／诗僧／儒家思想／道家思想
【发表期刊】中国文化研究，1998,(2).-103-107

第46条记录

【论文题名】寒山诗的流传与研究
【英文题名】Sreead and Study of the Han Shan(a Tang Dynasty Monk)
【论文作者】钱学烈，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寒山诗研究／唐代诗学／寒山禅
【发表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3).-56-59

第47条记录

【论文题名】对外汉字教学实验报告
【英文题名】A Report on the Experi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Foreigners
【论文作者】钱学烈，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对外汉语教学／汉字教学／教学实验
【发表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133-138

第48条记录

【论文题名】寒山子禅悦诗浅析
【英文题名】An Elementary Analysis of Han Shan Zi's Poems of CHAN YUE
【论文作者】钱学烈，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寒山子／禅悦诗／佛教思想／诗歌创作
【发表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3).-97-101

第49条记录

【论文题名】几部英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从《霍华兹别墅》到《天意》



【英文题名】Intellectual Images in Some British Novels -- From Howards End to Providence
【论文作者】阮炜，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英国小说／人物形象／知识分子
【发表期刊】外国文学，1998,(2).-67-73

第50条记录

【论文题名】韩日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对中国经济的思考
【英文题名】Reasons of South Korea and Japan's Banking Crises as well as Thinking on China's Economy
【论文作者】宋智一，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韩国／日本
【发表期刊】中国工业经济，1998,(6).-46-51

第51条记录

【论文题名】意大利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调整、改革及启示
【英文题名】Development, Adjustment and Reform of the Public -- Owned Enterprise in Italy
【论文作者】宋智一／薛振希，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意大利／公有制企业
【发表期刊】经济评论，1998,(1).-74-77

第52条记录

【论文题名】粤深：注意吸收香港的“体制资源”
【英文题名】Hong Kong'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as a Noticeable Resource for Us
【论文作者】苏东斌，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深圳／广东／香港／体制资源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8,(10).-24-25

第53条记录

【论文题名】市场经济体制对所有制结构的三大要求
【英文题名】Three Requirements of the Structure of Ownership under market Economic System
【论文作者】苏东斌，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交易程序
【发表期刊】经济研究，1998,(12).-23-28

第54条记录

【论文题名】对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价值分析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谭功荣，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竞争激励／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平等参与／公平效率／民主法制
【发表期刊】理论与改革，1998,(4).-24-25

第55条记录

【论文题名】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价值分析
【英文题名】Orderly Institution ：A value Analysis
【论文作者】谭功荣／伍俊臣，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价值
【发表期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19(5).-108-110

第56条记录

【论文题名】关于高校体育教学俱乐部发育规律的研究——深圳大学体育教学俱乐部的现状和对策
【英文题名】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ubs at Universities
【论文作者】谭沃杰，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体育教学／体育教学俱乐部／高等学校
【发表期刊】体育与科学，1998,19(2).-17-20

第57条记录

【论文题名】运用系统聚类与主观指标综合评价方法选拔专项人才
【英文题名】Using Average Linkage Clustering Method and Subjective Index Appraisal Method to Select Special Sports Talents
【论文作者】谭沃杰／张灵莹，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体能测试／聚类分析／心理素质／体育人才



【发表期刊】体育与科学，1998,19(4).-30-33

第58条记录

【论文题名】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英文题名】An Apporoach to the Strategy of Shenzhen's Development of High-and-New Technology Industry
【论文作者】陶一桃，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经营战略／品牌战略／辐射战略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8,(10).-26-32

第59条记录

【论文题名】如何给历史唯物主义定位
【英文题名】On the Lo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论文作者】田启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定位
【发表期刊】江汉论坛，1998,(11).-46-49

第60条记录

【论文题名】湘西土家族盖裙图案考析
【英文题名】Tu Jia People's Pattern of Gai-Qun in Xiangxi
【论文作者】田少煦，深圳大学环境设计系，深圳
【标引词】湘西土家族／民族图案／工艺美术
【发表期刊】贵州民族研究，1998,(3).-87-92

第61条记录

【论文题名】民间工艺对中国现代设计的启示
【英文题名】Impacts of Folk Arts on Chinese Modern Designs
【论文作者】田少煦，深圳大学环境设计系，深圳
【标引词】民间工艺／现代设计／本土文化
【发表期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4).-41-45

第62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徐坤看当代女性创作的前途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万燕，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徐坤／女性文学／女性创作
【发表期刊】文艺争鸣，1998,(4).-66-72

第63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的影响与挑战
【英文题名】On the Influences and Challenges Produced by the Economic-globalization on the Administration in National States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深圳
【标引词】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政府／国家行政管理／政府行政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战线，1998,(6).-220-228

第64条记录

【论文题名】财政支出管理的革命——试论构建中国市场化政府采购制度的意义与原则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深圳
【标引词】财政支出管理／市场化政府采购制度／中国政府采购
【发表期刊】管理现代化，1998,(5).-57-60

第65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的影响
【英文题名】Exploration for economical golbalization having influences on administrtation of national-states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深圳
【标引词】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行政管理
【发表期刊】中国行政管理，1998,(12).-75-80

第66条记录



【论文题名】浅论我国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方式的改革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公共产品／私营企业／市场机制／供给领域
【发表期刊】福建论坛（经社版），1998,(8).-29-30

第67条记录

【论文题名】浅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深圳
【标引词】行政系统／公务员制度／制度改革／中国
【发表期刊】南京社会科学，1998,(7).-56-59

第68条记录

【论文题名】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行政发展的基本动力
【英文题名】Economy Globalization: the Basic Motive Power for Nations and states to Develop Administrative Enterprise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深圳
【标引词】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经济市场化／民族国家政府
【发表期刊】宁夏社会科学，1998,(6).-33-39

第69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中国行政指导模式的构建
【英文题名】Tentatively on the Structure of Administrative Direction Model in China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深圳
【标引词】中国／行政指导模式／行政管理改革
【发表期刊】人文杂志，1998,(6).-23-26

第70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个体休闲到大众消费——中国酒吧文化的走向
【英文题名】TheTrend of Chinese Bar Culture
【论文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艺术系，深圳
【标引词】中国酒吧文化／个体休闲文化／大众消费文化
【发表期刊】中国青年研究，1998,(4).-36-37

第71条记录

【论文题名】长期型罪犯的需要特征及行为预测
【英文题名】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riminals in Custody and the prediction of Their Behaviours
【论文作者】王晓钧，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深圳
【标引词】长期型罪犯／需要特征／行为预测／犯罪心理学
【发表期刊】心理科学，1998,21(4).-324-328

第72条记录

【论文题名】汉字材料的性质对视觉短时记忆广度影响的实验研究
【英文题名】An Experiment Report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Range of VSTM
【论文作者】王晓钧／孙昌识，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深圳
【标引词】视觉短时记忆／VSTM／汉语字词／组块假说／记忆广度
【发表期刊】心理科学，1998,21(2).-146-149,158

第73条记录

【论文题名】修建九龙城寨与加强广东海防的关系
【英文题名】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Wall-Constructing of Jiulong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Coast Defense
【论文作者】王燕萍，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粤海防御体系／耆英／九龙城寨／中英关系
【发表期刊】史学月刊，1998,(3).-35-39

第74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经济学界现状一瞥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魏达志，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研所，深圳
【标引词】中国经济学界／经济学家／经济学分类
【发表期刊】经济学家，1998,(5).-96-100

第75条记录

【论文题名】转型期深圳高级人才的状况与忧思
【英文题名】About the Situation of High-rank Talents in Shenzhen during the Transforming Period
【论文作者】魏达志，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高级人才／人才管理／沪港经验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8,(10).-33-40

第76条记录

【论文题名】运用交际法教语法，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英文题名】Applying C.A.in teaching grammar to improve students' performance competence
【论文作者】温厚一，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交际法／语法教学／语言运用能力
【发表期刊】外语界，1998,(1).-39-43

第77条记录

【论文题名】文学鉴赏类型分析
【英文题名】An Analysis of Types of Literary Appreciation
【论文作者】吴俊忠，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文学鉴赏／文学批评／审美需求／鉴赏者
【发表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122-125

第78条记录

【论文题名】关于文学鉴赏理论建构的思考
【英文题名】A Meditation ove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Appreciation
【论文作者】吴俊忠，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本质论／文学鉴赏学／主体论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8,(7).-62-65

第79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原始礼仪艺术的符号化
【英文题名】The Symbolization of Primitive Etiquette Arts in China
【论文作者】吴予敏，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原始艺术／礼仪艺术／艺术起源
【发表期刊】文史哲，1998,(4).-54-61

第80条记录

【论文题名】巫教、酋邦与礼乐渊源
【英文题名】The Origin of Witchcraft, Tribal States and Rites and Music
【论文作者】吴予敏，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巫教文化／礼乐文化／东方专制传统／政教合一
【发表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117-121

第81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传统文论的语义诠释
【英文题名】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eory
【论文作者】吴予敏，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传统文论／语义诠释／现代转换
【发表期刊】文学评论，1998,(3).-56-68

第82条记录

【论文题名】美国参考咨询服务所面临的挑战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伍宪，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参考咨询／情报检索／因特网／网络信息检索
【发表期刊】大学图书馆学报，1998,16(2).-70-72



第83条记录

【论文题名】网络情报检索的特点及其对文献揭示的要求
【英文题名】The Character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trieveal and Requirements of Document Description
【论文作者】伍宪／徐建华／胡燕菘，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情报检索／因特网／文献揭示
【发表期刊】图书馆论坛，1998,(2).-3-4,14

第84条记录

【论文题名】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研讨会综述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肖俊，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全球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发表期刊】南京社会科学，1998,(8).-27-28,57

第85条记录

【论文题名】综合治理改革，优化育人环境——深圳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英文题名】Exploration &Practice in Shenzhen University: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and Reform Resulting in an Optimize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论文作者】谢维信，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深圳大学／教育改革／育人环境／高等教育
【发表期刊】教育发展研究，1998,(5).-34-37

第86条记录

【论文题名】“网络”的启示
【英文题名】Gaining Inspiration from Network Systems
【论文作者】熊源伟，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亚洲艺术网络／信息技术／网络文化／艺术交流
【发表期刊】戏剧艺术，1998,(1).-97-100

第87条记录

【论文题名】学者型导演的典范——朱端钧导演艺术研究
【英文题名】A Paragon of Scholarly Directors: Zhu Duanjun's Art of Directing
【论文作者】熊源伟，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朱端钧／导演艺术／人文修养／治学态度
【发表期刊】戏剧艺术，1998,(6).-4-12

第88条记录

【论文题名】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关于中国话剧的前瞻与思考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熊源伟，深圳大学艺术系，深圳
【标引词】话剧传统／话剧定位／演出空间／校园戏剧
【发表期刊】文艺研究，1998,(2).-28-33

第89条记录

【论文题名】文化融合中的语言翻译问题
【英文题名】Cultural Blending and Translation
【论文作者】徐丹，深圳大学英语部，深圳
【标引词】翻译研究／翻译技巧
【发表期刊】中国翻译，1998,(3).-2-5

第90条记录

【论文题名】因特网上的全球华商网络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徐建华／叶建华，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因特网／华侨华人信息／华商网络
【发表期刊】江苏图书馆学报，1998,(5).-39-41

第91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弗雷格对数理逻辑的贡献
【英文题名】On Freg's Contribution to Symbolic Logic
【论文作者】徐明明，深圳大学社科部，深圳
【标引词】弗雷格／数理逻辑／自然哲学
【发表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14(3).-5-7

第92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弗雷格的概念学说
【英文题名】On Frege's Theory of Concept
【论文作者】徐明明，深圳大学社科部，深圳
【标引词】概念学说／弗雷格／基数构造／真值／涵数值程
【发表期刊】哲学研究，1998,(1).-78-封三

第93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表达式涵义的客观性——对弗雷格涵义学说中若干问题的分析
【英文题名】On the Objectivity of Meaning of an Expression
【论文作者】徐明明，深圳大学社科部，深圳
【标引词】弗雷格／涵义学说
【发表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1).-12-15

第94条记录

【论文题名】我国大学本科课程综合化改革：现状、问题与对策
【英文题名】Integrative Reforms in Postgraduate Curricula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论文作者】许建领，深圳大学高教所，深圳
【标引词】本科教学／课程改革／高校课程设置
【发表期刊】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8,(2).-25-28

第95条记录

【论文题名】高校课程的现代化问题
【英文题名】Modernization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Courses Provision
【论文作者】许建领，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课程理论／高校课程现代化／课程改革／高校课程体系
【发表期刊】教育发展研究，1998,(7).-26-28,38

第96条记录

【论文题名】我国大学本科课程综合化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英文题名】Comments on the Main Issues i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Four-year University Curricula
【论文作者】许建领，深圳大学高教所，深圳
【标引词】大学教育／课程设置／教学改革
【发表期刊】江苏高教，1998,(2).-59-61,70

第97条记录

【论文题名】高等教育必须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英文题名】Higher Education Shoul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Durable Development Stratege of Economy &the Society
【论文作者】杨移贻，深圳大学高教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高等教育／科技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发表期刊】中国高教研究，1998,(3).-12-13

第98条记录

【论文题名】兴趣在驱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宇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兴趣价值理论／认识过程／认知兴趣
【发表期刊】江西社会科学，1998,(6).-10-12

第99条记录

【论文题名】禅诗与苏非文学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郁龙余，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与传播系，深圳
【标引词】禅诗／苏非文学／禅宗／佛教／苏非
【发表期刊】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3).-118-124

第100条记录

【论文题名】楚辞与文化交流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郁龙余，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楚辞／文化交流／外来文化影响
【发表期刊】晋阳学刊，1998,(5).-72-75

第101条记录

【论文题名】旧红新栽熠熠生辉——简评《东方文论选》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郁龙余，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东方文论选／东方文论／曹顺庆／中国文艺理论
【发表期刊】外国文学研究，1998,(1).-48-50

第102条记录

【论文题名】东亚经济奇迹的解析
【英文题名】An Explanation of the Economic Wonders in Easern Asia
【论文作者】袁易明，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东亚经济／区域经济／雁形构架／福利效应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8,(10).-135-140

第103条记录

【论文题名】行政改革是现代政府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评马敬仁新着《行政改革述论》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云城，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现代政府工作／行政管理／行政改革述论／马敬仁／行政改革
【发表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6).-72-74

第104条记录

【论文题名】美国大学的管理机构及管理机能
【英文题名】Organizations and Function of Management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论文作者】张宝泉，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美国大学／管理机构／管理机能
【发表期刊】外国教育研究，1998,(2).-12-15,30

第105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政府改革的趋势
【英文题名】On the convergence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论文作者】张定淮，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全球化过程／政府改革／行政改革
【发表期刊】中国行政管理，1998,(12).-70-74

第106条记录

【论文题名】区域形象价值的定量化在商品定价中的应用
【英文题名】The Numerical Solution for the Value of Distric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Pricing for the Machandise
【论文作者】张灵莹，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区域形象价值／商品定价／价值定量化
【发表期刊】预测，1998,17(4).-28-29

第107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实用性评述与改进意见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张水英，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实用性评价／检索语言
【发表期刊】图书馆建设，1998,(2).-71-73



第108条记录

【论文题名】完善我国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刍议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张水英，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在版编目／标引错误率／数据分析
【发表期刊】大学图书馆学报，1998,16(5).-60

第109条记录

【论文题名】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
【英文题名】The Phonetic System of Beijing Dialect as Recorded by Sir Thomas Francis Wade
【论文作者】张卫东，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威妥玛／语言自迩集／汉语官话／北京音系／中国语言学
【发表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136-144

第110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教学的训练模式与教师职业技能训练
【英文题名】On the model of Teacher's Teaching Training and His Professional Skill Training
【论文作者】张夏燕，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深圳
【标引词】教学模式／教学训练模式／职业技能训练
【发表期刊】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8,(3).-25-28,48

第111条记录

【论文题名】走出“象牙塔”之后——论“象牙塔”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当代命运和价值
【英文题名】After Walking Out "the Ivory Tower" -- On the Modern Fate and Values of "the Ivory Tower" in the Develo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论文作者】张祥云，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象牙塔／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改革
【发表期刊】教育发展研究，1998,(11).-7-10

第112条记录

【论文题名】实事求是与德育研究——兼答伍百洲先生
【英文题名】A Reply to Mr.Wu Baizhou: Being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Study of Moral Education
【论文作者】张祥云，深圳大学高教所，深圳
【标引词】高等教育／实事求是／德育研究
【发表期刊】教育发展研究，1998,(5).-44-47

第113条记录

【论文题名】华人学生与非华人学生学业成绩比较研究综述
【英文题名】A Summary of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students
【论文作者】张性芹／成子娟，深圳大学教育系，深圳
【标引词】中国学生／学习成绩／跨文化研究
【发表期刊】教育研究与实验，1998,(2).-44-48

第114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现代高校的三大基本职能及其在当代“智力资本”构成中的作用
【英文题名】Three Basic Functions of Mod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ir Role in the Composi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论文作者】赵卫，深圳大学教育系，深圳
【标引词】高等学校／智力资本／高校职能
【发表期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4).-14-17

第115条记录

【论文题名】社会转型特区婚姻家庭
【英文题名】On Marriage and Family in an Economic Special Zon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attern
【论文作者】赵尉杰，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社会转型／特区婚姻／性道德观念／经济多元化／舆论监督机制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8,(10).-150-157

第116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析兴趣的认知价值
【英文题名】Brief Analysis of Congnitive Value of Interests
【论文作者】赵宇峰，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兴趣／认识价值／兴趣价值理论／兴趣驱动认识／认知兴趣
【发表期刊】晋阳学刊，1998,(4).-58-62

第117条记录

【论文题名】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缺陷分析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钟明霞，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行政处罚法／缺陷分析
【发表期刊】法学，1998,(4).-17-19

第118条记录

【论文题名】建筑物所有权人对共有部分使用之立法探讨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钟明霞，深圳大学法律系，深圳
【标引词】民法／建筑物使用权规制／共有人权利／共有建筑
【发表期刊】政治与法律，1998,(2).-45-48

第119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
【英文题名】Tentative Comments on Several Zssues Concerning Legal Beliefs
【论文作者】钟明霞／范进学，深圳大学法律系，深圳
【标引词】中国／法律信仰／法制建设
【发表期刊】中国法学，1998,(2).-28-38

第120条记录

【论文题名】公司与合伙的混合体——美国有限责任企业述评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钟明霞／殷召良，深圳大学法律系，深圳
【标引词】美国有限责任企业／合伙企业／美国企业
【发表期刊】法学家，1998,(3).-115-121

第121条记录

【论文题名】机遇与挑战－－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国家的两难抉择
【英文题名】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 two difficult choices of the nations which be faced with the tide of economic globalism
【论文作者】邹树彬，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民族国家／经济全球化／资源配置／全球战略
【发表期刊】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5).-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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