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1999年）

共 132 条记录

机构名称 = 深圳大学（邮编：518060）
论文发表起始年代 = 1999
论文发表中止年代 = 1999

第1条记录

【论文题名】吉尼系数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地位
【英文题名】the position of Gini Coefficient in measuring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论文作者】蔡增正，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吉尼系数／经济发展水平／福利水平指数／收入水平
【发表期刊】经济科学，1999,(3).-98-103

第2条记录

【论文题名】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证依据
【英文题名】A Metr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 A PositiveBasis of National Policy of Promoting
China's Prosperity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
【论文作者】蔡增正，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科教兴国／经济增长／教育作用计量分析
【发表期刊】经济研究，1999,(2).-39-48

第3条记录

【论文题名】社会对教育实行补贴的理论依据——谦论教育的外溢利益
【英文题名】The Theoretical Basis on Why Education Should be Subsidized by the Society
【论文作者】蔡增正，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教育补贴／教育外溢利益／教育经济学
【发表期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4).-96-100

第4条记录

【论文题名】初中词汇理解能力量表的编制
【英文题名】Construction of Vocabulary Tests for Junior School Level
【论文作者】曹亦薇，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词汇理解能力／测验信息曲线／项目反应理论／2PL模型
【发表期刊】心理学报，1999,31(2).-215-221

第5条记录

【论文题名】汉语词汇测验中的项目功能差异初探
【英文题名】Detection of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in a Chinese Vocabulary Test
【论文作者】曹亦薇／张厚粲，深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汉语词汇测验／项目偏差／项目功能差异／学力测试／智力诊断
【发表期刊】心理学报，1999,31(4).-460-467

第6条记录

【论文题名】全国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研讨会述要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陈建华，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扩大内需／经济形势／经济增长
【发表期刊】经济学动态，1999,(10).-34-36

第7条记录

【论文题名】《1895年—1945年间的中英两国与香港》一书前言
【英文题名】A book Preface of‘Sino-England Relation and Hong Kong during 1895-1945’



【论文作者】陈刘洁贞／莫世祥（译），香港大学／深圳大学历史系，香港
【标引词】中美关系／香港问题／中国外交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9,(4).-89-95

第8条记录

【论文题名】九十年代汉语词汇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
【英文题名】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lexical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Chinese communities in1990's
【论文作者】陈瑞端／汤志祥，香港理工大学／深圳大学中国语文教学中心，香港
【标引词】汉语词汇／语料库／词语差异／词汇分布
【发表期刊】语言文字应用，1999,(3).-10-18

第9条记录

【论文题名】日本市场开放障碍的制度性分析
【英文题名】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Obstruct the Opening up of Japan's Market
【论文作者】陈勇，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日本市场／市场开放／经济制度／公共项目招标／综合商社分包制
【发表期刊】现代日本经济，1999,(3).-26-28

第10条记录

【论文题名】国际贸易货物原产地之确定
【英文题名】Determination of Origin of Int'l Trade Goods
【论文作者】陈勇，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国际贸易／贸物原产地／税目改变标准／从价比例标准／加工工序标准
【发表期刊】国际经贸探索，1999,15(2).-36-37,54

第11条记录

【论文题名】日本市场开放障碍的制度性分析
【英文题名】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open hinderance of Japanese market
【论文作者】陈勇，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日本经济／市场开放／公共项目投标
【发表期刊】亚太经济，1999,(3).-25-27

第12条记录

【论文题名】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英文题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MPS and SNA Accounting Systems
【论文作者】褚可邑，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物质产品核算体系／国民经济帐户体系／经济统计学
【发表期刊】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39(3).-50-55,111

第13条记录

【论文题名】互联网时代的审美与艺术
【英文题名】The Aesthetics and Art in the Time of Ineemt
【论文作者】崔育斌，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互联网／美学研究／审美／艺术创造
【发表期刊】浙江学刊，1999,(3).-102-104

第14条记录

【论文题名】再现式绘画与摄影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崔育斌，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再现式绘画／摄影／审美
【发表期刊】文艺研究，1999,(2).-141-146

第15条记录

【论文题名】表现模式与现代性——《现代与后现代》评述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崔育斌／肖鹰，深圳大学／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克劳迈／现代后现代意义／社会交往／表现模式理论
【发表期刊】国外社会科学，1999,(4).-56-60



第16条记录

【论文题名】对壮学走向世界的社会学思考
【英文题名】A sociological view on the Zhuang Studies going 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ield
【论文作者】答旦，深圳大学社会学系，深圳
【标引词】壮学／社会学／民族学／血缘／群体凝聚力
【发表期刊】广西民族研究，1999,(3).-29-32

第17条记录

【论文题名】现代语汇建构与水墨艺术的再生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董萍实／王长百，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水墨艺术／语境艺术／现代水墨／艺术语汇
【发表期刊】文艺研究，1999,(6).-129-137

第18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
【英文题名】The Fundamentals of Deng Xiaoping's Literary Thought
【论文作者】傅腾霄／赵凯，深圳大学／安徽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邓小平文艺思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时期的文艺实践
【发表期刊】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1-5

第19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诗经》看周代天命观念之兴衰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郭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诗经／天命观念／周代意识形态／古代思想文化
【发表期刊】江海学刊，1999,(2).-161-166

第20条记录

【论文题名】《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
【英文题名】Antiphony in Shi Jing（诗经）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论文作者】郭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诗经／诗体／艺术表现方式／对答体
【发表期刊】文学遗产，1999,(2).-20-27

第21条记录

【论文题名】“平淡”：陶诗风格之阐释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郭杰，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陶渊明诗风／东晋诗歌／田园诗歌／诗歌艺术风格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战线，1999,(2).-158-166

第22条记录

【论文题名】BEC考试中交际性语言测试的特征
【英文题名】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sts in BEC
【论文作者】郭丽，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语言测试／交际能力测试／BEC考试
【发表期刊】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1).-27-30

第23条记录

【论文题名】融合中西铸新范——我的美学期望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胡经之，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美学传统／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学／主客体关系／审美文化
【发表期刊】文艺理论研究，1999,(1).-73-75

第24条记录



【论文题名】文艺美学的反思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胡经之，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文学艺术／文艺美学／审美规律／中国古典文艺学／西方美学
【发表期刊】文艺理论研究，1999,(4).-42-44

第25条记录

【论文题名】艺术：按美的规律创造
【英文题名】Art as the Cre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Beauty
【论文作者】胡经之，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文学艺术／美的规律／艺术创造／艺术生产／意象经营／意匠经营
【发表期刊】文艺研究，1999,(4).-91-100

第26条记录

【论文题名】文艺美学的反思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胡经之，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文艺美学／中国美学／审美规律
【发表期刊】江苏社会科学，1999,(6).-10-12

第27条记录

【论文题名】INTERNET对传统文献揭示方式的冲击
【英文题名】Impact of Internet on Traditional Document's Reveal Way
【论文作者】胡燕菘／伍宪／徐建华，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 Internet／传统文献揭示／网络信息检索／信息资源访问
【发表期刊】情报科学，1999,17(1).-52-55

第28条记录

【论文题名】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实施和管理
【英文题名】The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
【论文作者】胡振宁，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回溯建库／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管理／数据库建设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1999,(7).-35-36,46

第29条记录

【论文题名】广东省高校图书馆联合编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英文题名】Design amd Realization of Online Cataloging Network System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ofGuang Dong
【论文作者】胡振宁，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计算机网络／图书馆自动化／联合编目系统／高校图书馆编目
【发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1999,(3).-44-46

第30条记录

【论文题名】利用非强制型城市设计引导手法改善城市环境——浅析美、日两国的经验，兼论我国借鉴的可行性
【英文题名】Improv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 by means of non-compulsory design guiding: Ananalysis into the experience from USA and
Japan and China's possibility in this area
【论文作者】黄大田，深圳大学建筑系，深圳
【标引词】城市设计／环境保护／美国城市／日本城市
【发表期刊】城市规划，1999,(6).-40-43

第31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同一
【英文题名】On Ientity
【论文作者】黄戴清／黄赤锋，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唯物辩证法／对立面／同一／统一物
【发表期刊】青海社会科学，1999,(2).-75-79

第32条记录

【论文题名】文心与绘心——中国文论与画论融通蠡测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黄金鹏，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文艺理论／文论／画论／文艺美学／中国文艺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研究，1999,(1).-133-137

第33条记录

【论文题名】纬书与汉魏六朝文论
【英文题名】Divination Studies and Literary Criticisms during Han,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Dynasties
【论文作者】黄金鹏，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纬学／王充／论衡／哲学思想／汉代文论
【发表期刊】国际金融研究（哲社版），1999,(4).-105-110

第34条记录

【论文题名】儒学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
【英文题名】The Position of the Confuscianism in the Global Pattern of Plural Cultures
【论文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儒学研究／全球多元文化格局／历史主义／民族主义
【发表期刊】天津社会科学，1999,(6).-29-34

第35条记录

【论文题名】儒学定位的历史脉络与当代意涵
【英文题名】The Place of Confucianism: It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论文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儒学／儒家思想史／荀子／史学定位／新儒家
【发表期刊】中国哲学史，1999,(4).-66-73

第36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析容格评论《太乙金华宗旨》的意义
【英文题名】A Note to Jung's Commentary on The Secret of Goldern Flower
【论文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容格／太乙金华宗旨／分析心理学／道教内丹学／东西文化整合
【发表期刊】中国哲学史，1999,(3).-102-112

第37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剑桥哲学词典》看当代中国哲学
【英文题名】A Look into Current Chinese Philosophy, Refering to‘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论文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剑桥哲学词典／中国哲学／世界哲学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9,(8).-44-46

第38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小学教师素质要求与教师教育改革思路——深圳市中小学教师素质调查结果反思
【英文题名】The Quality Requirement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TeacherEducation Reform -- A Reflection on the
Survey of Qualiti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Shenzhen
【论文作者】李臣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中小学教育／教师素质／教师教育／教育改革
【发表期刊】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9,(4).-57-63

第39条记录

【论文题名】活动课程的再认识：问题、实质与目标
【英文题名】My Further Recognition on Activity Curriculum: Problems, Essence and Objectives
【论文作者】李臣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活动课程／课程研究／课程目标
【发表期刊】课程·教材·教法，1999,(11).-1-5

第40条记录

【论文题名】业态文化过缺议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李金轩／曹鸿翔，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北京
【标引词】零售业／商业文化／百货商店／业态文化／商业企业



【发表期刊】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5).-43-45

第41条记录

【论文题名】时间透视：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方式——茵加登现象学文学理论管窥
【英文题名】Time Perspective, Artistic Depiction Form of Literary Works: A Limited View of Ingarden'sPhenomenology Literature Theory
【论文作者】李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时间透视／文学艺术表现／文学理论研究／茵加登现象学
【发表期刊】南京社会科学，1999,(8).-74-78

第42条记录

【论文题名】语言学的变革与文学研究——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
【英文题名】Evolution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论文作者】李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语言学／文学研究／结构主义／结构语言学／共时性研究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家，1999,(5).-73-77

第43条记录

【论文题名】文学作品与意向性客体——茵加登现象学文学理论管窥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李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文学作品／茵加登／文学理论
【发表期刊】北方论丛，1999,(5).-38-41

第44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区域旅游开发的演变探讨一种新的规划观念
【英文题名】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and Tour Planning
【论文作者】李蕾蕾，深圳大学旅游科学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旅游规划／旅游资源／客源市场／旅游地形象／受众旅游
【发表期刊】城市规划汇刊，1999,(2).-61-64

第45条记录

【论文题名】人—人感知系统：旅游地形象设计新领域
【英文题名】A New Field in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Designing: Man-To-Man Cognitive ImageSystem
【论文作者】李蕾蕾，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深圳
【标引词】旅游地形象／形象设计／人文社会
【发表期刊】人文地理，1999,(4).-10-14

第46条记录

【论文题名】“消极能力”与“心斋”“坐忘”
【英文题名】A Comparison between‘Negative Ability’and‘Xin Zhai’as well as‘Zuo Wang’
【论文作者】李聂海，深圳大学英语部，深圳
【标引词】消极能力／文学创作／审美思想／诗歌理论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9,(6).-89-92

第47条记录

【论文题名】设计美的本体与形式
【英文题名】The Essence and Form of the Beauty in Designing
【论文作者】李平，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设计美／审美形式／审美本体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战线，1999,(3).-83-87

第48条记录

【论文题名】女季解放道路上的求生情结——从子君、陈白露现象看女性解放价值观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梁云，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女性解放／子君／陈白露／女性文学形象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辑刊，1999,(3).-135-141

第49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恶之花》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英文题名】The Flowers of Evil: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Significance
【论文作者】廖星桥，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恶之花／波德莱尔／现代派文学／法国文学
【发表期刊】外国文学研究，1999,(3).-77-82

第50条记录

【论文题名】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明清小说评点考论
【英文题名】An Aesthetic Viewpoint of Narrative Construction: Investigate The Novels' Comments inMing and Qing Dynasty
【论文作者】林岗，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叙事文结构／美学观念／明清小说／宇宙观
【发表期刊】文学评论，1999,(2).-20-32

第51条记录

【论文题名】商誉成因研究——管理也是生产力的体现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刘存乐／张斌，暨南大学／深圳大学，广州
【标引词】商誉会计处理／商誉价值／超额收益能力
【发表期刊】上海会计，1999,(4).-10-11

第52条记录

【论文题名】与上帝论辩——试论《圣经》中的人文精神
【英文题名】Humanism in the Bible
【论文作者】刘洪一，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圣经／人文精神／约伯／犹太教
【发表期刊】外国文学评论，1999,(1).-77-84

第53条记录

【论文题名】企业购并思考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刘莉，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企业并购／核心能力／核心产品／企业改革／企业管理
【发表期刊】经济管理，1999,(2).-19-20

第54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析“业务招待费”会计处理
【英文题名】Accounting Processing of "Business Entertainment"
【论文作者】刘庭祥，深圳大学管理系，深圳
【标引词】业务招待费／管理费用／企业会计准则
【发表期刊】税务与经济，1999,(4).-69-70

第55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西作品中比喻差异及其社会文化成因
【英文题名】Different Use of Metaphor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Works and Their Socio-culturalOrigins
【论文作者】刘英凯，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中外比喻词典／比喻思维／中外文化／社会文化
【发表期刊】国际金融研究（哲社版），1999,(3).-132-138

第56条记录

【论文题名】功能语法理论的“层次”观及翻译
【英文题名】The "Levels" Viewpoint in Functional Grammar and Its Capacity for Translation
【论文作者】刘英凯，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功能语法理论／语言层次观／翻译学
【发表期刊】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7).-44-46

第57条记录

【论文题名】“下义关系”理论在科技翻译中的作用
【英文题名】The Role of "Hyponymy" Theory in Sci-tech Translation



【论文作者】刘英凯，深圳大学外语系，深圳
【标引词】语义学／下义关系／科技翻译
【发表期刊】中国科技翻译，1999,(2).-11-13

第58条记录

【论文题名】澳门回归后国际地位的提高与稳固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吕燕／国世平，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澳门／国际地位／城市建设／经济发展
【发表期刊】经济学动态，1999,(8).-30-32

第59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澳门经济平稳过渡的内部条件及对策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吕燕／国世平，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澳门经济／澳门回归／经济结构
【发表期刊】经济评论，1999,(6).-112-114

第60条记录

【论文题名】思想政治教育：同情性理解传统之后的反思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吕元礼，深圳大学组织部，深圳
【标引词】思想政治教育／伦理道德／传统文化
【发表期刊】理论与改革，1999,(6).-120-122

第61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现代化：客体、特征、实质——一种“大文化”的分析视角
【英文题名】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Object、Characteristic、Substance——The Anaalytical VisualAngle of a Kind of “the General
Culture”
【论文作者】吕元礼，深圳大学组织部，深圳
【标引词】中国现代化／文化结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
【发表期刊】人文杂志，1999,(6).-1-5

第62条记录

【论文题名】21世纪深圳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制度创新——兼论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制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罗清和／温思美，深圳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深圳经济／制度创新／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制
【发表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9,(1).-6-12

第63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经济特区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发展战略
【英文题名】
【项目类型】广东省理论规划办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特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
【论文作者】罗清和／杨顺江，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中国经济特区／农业产业化／农业发展战略
【发表期刊】农业经济问题，1999,(11).-48-53

第64条记录

【论文题名】深圳大学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与信息化服务的探索
【英文题名】An Approach to Digital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at ShenzhenUniversity
【论文作者】毛卓明，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深圳大学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信息化服务／图书馆建设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1999,(8).-42-44

第65条记录

【论文题名】广东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网络系统
【英文题名】The Network of University Library of Guangdong
【论文作者】毛卓明，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地区网络／文献信息系统／广东高校图书馆／联合编目／图书馆网络
【发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1999,(4).-29-31

第66条记录

【论文题名】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拱北海关报告展示的历史轨迹
【英文题名】Changes in Macao's Position as a Commercial Port in Modern Times——The HistoricalLocus as Demonstrated by the Report
of the Gongbei Customhouse
【论文作者】莫世祥，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拱北海关／澳门贸易地位／澳门经济
【发表期刊】中国社会科学，1999,(6).-173-186

第67条记录

【论文题名】深圳市居民消费环境、特点及趋势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牟金洲，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深圳居民／居民消费／消费环境／恩格尔系数／教育消费
【发表期刊】消费经济，1999,(5).-19-22

第68条记录

【论文题名】当下小说意义悬置的审美倾向
【英文题名】Aesthetic Tendency about Uncertainty of Meanings of Modern Novels
【论文作者】南翔，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小说意义悬置／小说审美倾向／当代小说评论
【发表期刊】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30(4).-70-75

第69条记录

【论文题名】超级零售业的营销策略
【英文题名】Marketing Strategy in Super Retail Business
【论文作者】欧阳康，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超级零售业／营销策略／低价销售／配销中心／会员制
【发表期刊】商业研究，1999,(6).-28-30

第70条记录

【论文题名】银行对消费信贷的风险防范和成本控制
【英文题名】On Taking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Risks of Consumption Credit &Cost Control byBanks
【论文作者】裴权中，深圳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消费信贷／风险防范／成本控制／金融制度
【发表期刊】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99,21(5).-81-84

第71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版画的当代性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齐凤阁，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版画／当代性／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创作主体性
【发表期刊】文艺研究，1999,(6).-112-115

第72条记录

【论文题名】为了比较文学的新超越——试谈饶芃子教授及其指导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英文题名】For the New Trenscende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f.Rao Pengzi and the Study of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Under
His Guidance
【论文作者】钱超英，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比较文学／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视角
【发表期刊】中国比较文学，1999,(1).-84-94

第73条记录

【论文题名】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进路——试谈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崛起及其研究策略
【英文题名】A New Access to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for Overseas Chinese
【论文作者】钱超英，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海外华人／华文文学／澳大利亚文学／新华人文学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家，1999,(1).-41-46

第74条记录

【论文题名】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运行
【英文题名】The Oper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rk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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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企业改革
【发表期刊】经济学动态，1999,(8).-4-8

第75条记录

【论文题名】浅谈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运行机制
【英文题名】On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论文作者】孙连春／李臣之，深圳市南油小学／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主动学习／教育心理／课堂教学／学习方法／自主学习
【发表期刊】课程·教材·教法，1999,(8).-12-15

第76条记录

【论文题名】高校体育教师能力发展的要求及培养
【英文题名】The Required Ability and its Training For University Phyisical Teachers
【论文作者】谭沃杰，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高校体育教师／能力素质／标准模式／体育教学
【发表期刊】体育与科学，1999,20(1).-55-58

第77条记录

【论文题名】影响中国网球发展的因素及其对策
【英文题名】The Factors and Strategies Affecting China's Tennis
【论文作者】谭沃杰，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网球运动／发展对策／管理体制
【发表期刊】体育与科学，1999,20(2).-38-40

第78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发端于屈原的逐臣文学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陶涛，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中国文学史／逐臣文学／屈原
【发表期刊】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36(2).-105-112

第79条记录

【论文题名】梁启超与屈原
【英文题名】Liang Qi-chao and Qu Yuan
【论文作者】陶涛，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梁启超／屈原／爱国主义
【发表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5).-91-95

第80条记录

【论文题名】消费的成本——论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制约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陶一桃，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收入分配／消费制约／有效需求／扩大内需／低收入群体
【发表期刊】学习与探索，1999,(6).-12-19

第81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失业现状及特点分析
【英文题名】An analysis on the Circumsta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nemployment in China
【论文作者】陶一桃，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转型失业／中国失业问题／通货膨胀／社会保障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9,(12).-69-74

第82条记录



【论文题名】邓小平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
【英文题名】Deng Xiaoping Philosophy and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ine
【论文作者】田启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邓小平理论／哲学／党的思想路线
【发表期刊】江西社会科学，1999,(2).-1-6

第83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来源分析与消解策略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行政改革／改革阻力／行政环境／行政系统／公务员
【发表期刊】理论与改革，1999,(1).-76-78

第84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公务员流动与公务员流动机制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行政体制改革／公务员／人员流动
【发表期刊】甘肃社会科学，1999,(2).-38-42

第85条记录

【论文题名】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行政指导：行政学的分析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行政学／行政指导／行政民主化／市场经济／依法行政
【发表期刊】江海学刊，1999,(1).-54-58

第86条记录

【论文题名】新时期的中国行政发展：定位与走向
【英文题名】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overnment in the New Period: Its Location and Tendence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深圳
【标引词】行政发展／行政体制／行政系统／行政改革
【发表期刊】政治学研究，1999,(3).-16-21

第87条记录

【论文题名】公共物品供给行为：模式与启示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汪永成／马敬仁，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公用事业／公共物品／政府职能／宏观管理／市场机制
【发表期刊】江西社会科学，1999,(2).-74-79

第88条记录

【论文题名】优化电工学教学模式的探讨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王建萍，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电工学教学／教学模式／学生能力培养／工程教育
【发表期刊】中国高教研究，1999,(6).-77-78

第89条记录

【论文题名】垂直初速度对提高跳远成绩的影响
【英文题名】Influence of Vertical Speed of Take-off on Improving Long Jumping Results
【论文作者】王伟光，深圳大学体育部，深圳
【标引词】跳远运动／起跳垂直速度／起跳技术／助跑技术
【发表期刊】广州体育学院学报，1999,19(3).-119-122

第90条记录

【论文题名】知识分子的角色分化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型
【英文题名】The Splitting of the Roles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eative Change of the ChineseCulture



【论文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艺术系，深圳
【标引词】人文精神／知识分子／道德理想
【发表期刊】东方文化，1999,(6).-33-35

第91条记录

【论文题名】警世：法轮功现象的文化根源
【英文题名】Warning The World: The Cultural Root Of Fa Lun Kong Phenomenon
【论文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艺术系，深圳
【标引词】法轮功／李洪志／文化根源／科学理性
【发表期刊】中国青年研究，1999,(5).-17-18

第92条记录

【论文题名】我看深圳的文化危机
【英文题名】My Personal Point of View upon Shenzhen's Cultural Crisis
【论文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艺术系，深圳
【标引词】深圳文化／文化危机／纯文化建设／亚文化共同体
【发表期刊】中国青年研究，1999,(6).-25-26

第93条记录

【论文题名】现代嫉妒理论的分歧与契合研究
【英文题名】A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 and Coincidence of Modern Jealousy Theories
【论文作者】王晓钧，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嫉妒／情绪研究／嫉妒理论／嫉妒心理
【发表期刊】心理科学，1999,22(4).-318-322

第94条记录

【论文题名】科技期刊与知识经济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王玉梅，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科技期刊／知识经济／知识传播／知识生产／知识创新
【发表期刊】图书馆论坛，1999,(3).-31-32,30

第95条记录

【论文题名】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评价标准的思考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魏达志，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国有企业改革／改革评价标准／企业效益／中国企业
【发表期刊】福建论坛（经社版），1999,(11).-24-25

第96条记录

【论文题名】80—90年代美、日、欧的产业角逐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魏达志，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国际竞争／产业角逐／大国经济关系／知识经济
【发表期刊】世界经济研究，1999,(2).-58-61

第97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魏达志，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创新／现代企业制度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辑刊，1999,(6).-89-91

第98条记录

【论文题名】科技图书馆可利用的WWW资源研究
【英文题名】Informa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for Academic Libraries
【论文作者】吴京晶／薛建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研究中心／深圳大学，北京
【标引词】科技图书馆／网上资源／图书馆服务模式／信息资源
【发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1999,(5).-38-41,45



第99条记录

【论文题名】文学鉴赏的主体介入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吴俊忠，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文学鉴赏／伽达默尔／视界融合／文本制约
【发表期刊】晋阳学刊，1999,(5).-69-73

第100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传播与人的反思性
【英文题名】Communication and Human Reflexivity
【论文作者】吴予敏，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反思社会学／信息传播／传播循环理论
【发表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3).-57-66

第101条记录

【论文题名】网络环境中信息检索特点及未来发展要求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徐建华／伍宪／胡燕菘，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网络信息检索／信息资源／Internet
【发表期刊】情报杂志，1999,18(3).-35-36

第102条记录

【论文题名】弗雷格《概念记号》研究
【英文题名】A Study on Frege's "Symbol of Concepts"
【论文作者】徐明明，深圳大学社科部，深圳
【标引词】逻辑公理／自然语言／概念记号／弗雷格定理／纯逻辑理论
【发表期刊】哲学研究，1999,(8).-32-36

第103条记录

【论文题名】走向综合化：发达国家大学课程结构模式及启示
【英文题名】Toward Integrative Orientation: The Models and Its Implication of UndergraduateCurriculum Structur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论文作者】许建领，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大学课程／综合课程／分段模式／整合模式／课程结构模式
【发表期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2).-102-106

第104条记录

【论文题名】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新论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杨龙芳，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政策
【发表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4).-16-19

第105条记录

【论文题名】大学存在的哲学基础——大学教育思想的深层思考
【英文题名】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Universities
【论文作者】杨移贻，深圳大学高教所，深圳
【标引词】大学教育／教育思想／教育哲学
【发表期刊】江苏高教，1999,(1).-25-29

第106条记录

【论文题名】减少人才流失的良方：注重员工心理健康
【英文题名】A good recipe on reducing talent out flux: Pay attention to staff's psychology health
【论文作者】杨益，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人才流失／员工心理／企业管理／企业人才
【发表期刊】管理现代化，1999,(5).-24-26

第107条记录



【论文题名】世界贸易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姚凯，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
【发表期刊】经济评论，1999,(6).-109-111

第108条记录

【论文题名】内地与澳门股份公司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姚秀兰，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标引词】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公司法／澳门公司法典／法律制度
【发表期刊】政治与法律，1999,(6).-65-68

第109条记录

【论文题名】澳门与内地税收法律关系协调初探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姚秀兰，深圳大学法学系，深圳
【标引词】税收制度／税收法律／避税／反避税／澳门法律
【发表期刊】政治与法律，1999,(5).-64-66

第110条记录

【论文题名】澳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律师制度之比较
【英文题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wyers in Hong Kong &Macao
【论文作者】姚秀兰，深圳大学法律系，深圳
【标引词】香港律师／澳门律师／律师制度／律师业务
【发表期刊】现代法学，1999,(1).-103-104

第111条记录

【论文题名】内地与澳门股份公司法律制度之比较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姚秀兰，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标引词】股份公司／法律制度比较／中国公司法／澳门公司法典
【发表期刊】法学杂志，1999,(2).-37-38

第112条记录

【论文题名】智对德的克服——《三国演义》的人文意识略论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姚正武，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教育系，深圳
【标引词】三国演义／人文意识／智慧
【发表期刊】北方论丛，1999,(6).-88-90

第113条记录

【论文题名】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结构探讨
【英文题名】A Discussion on the Structur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of Urban People'sFamily Life Quality
【论文作者】易松国／风笑天，深圳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深圳
【标引词】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评价指标
【发表期刊】学术季刊，1999,(1).-136-144

第114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小型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设计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曾田日，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文献信息／高校图书馆／资源共享／计算机网络
【发表期刊】图书馆论坛，1999,(3).-67-68

第115条记录

【论文题名】制约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发展的因素
【英文题名】The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under Networking Environment
【论文作者】曾田日，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图书馆发展／网络环境／图书馆网络化／制约因素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1999,(8).-45-46

第116条记录

【论文题名】高等学校文献信息网的建设与发展
【英文题名】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in Universities
【论文作者】曾田日，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网络／WWW网／文献信息数据库／高校图书馆
【发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1999,(1).-44-45,49

第117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政策科学的学科理论建构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曾锡环，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政策科学／学科理论建构／哲学
【发表期刊】中国行政管理，1999,(12).-39-42

第118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西文计算机文档的CNMARC格式著录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曾新红／胡振宁，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计算机文档／CNMARC格式／中文编目／西方编目
【发表期刊】图书馆建设，1999,(3).-46-48

第119条记录

【论文题名】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理念的嬗变
【英文题名】The Transmu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al Concept in the Times of Knowledge Economy
【论文作者】张宝泉，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知识经济／高等教育理念／教育产业／教育职能
【发表期刊】中国高教研究，1999,(1).-47-49

第120条记录

【论文题名】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行政改革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张定淮／曹晓明，深圳大学／商业部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全球化政治／行政改革／政府职能／政治体制改革
【发表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1).-33-35

第121条记录

【论文题名】漫谈文学批评中的传记学方法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张木荣，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文学批评／传记学批评／传记文学
【发表期刊】学术交流，1999,(5).-115-117

第122条记录

【论文题名】图书在版编目问题分析
【英文题名】A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Chinese CIP
【论文作者】张水英，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图书在版编目／CIP／编目数据分析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1999,(3).-46-47,39

第123条记录

【论文题名】谈图书馆人员的继续教育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张水英，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图书馆员／继续教育／图书馆事业
【发表期刊】图书馆论坛，1999,(3).-79-80



第124条记录

【论文题名】人文教育特点新探
【英文题名】Features of Humanities Education
【论文作者】张祥云，深圳大学高教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教学研究／高等教育
【发表期刊】高等教育研究（华中理工大学），1999,(6).-17-20

第125条记录

【论文题名】人文学科？人文学者？人文精神——论大学人文教育的内在困难与可能
【英文题名】Humanity Subject, Scholarship and Spirit: the Difficulties and Possibilities of TertiaryHumanity Education
【论文作者】张祥云，深圳大学高教所，深圳
【标引词】人文教育／人文学科／人文精神
【发表期刊】江苏高教，1999,(2).-78-82,77

第126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看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英文题名】A Strategic Option of Chinese Rising from a Perspective i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of International System
【论文作者】章一平，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国际体系／发展战略／世界格局／战略定位
【发表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4).-66-69

第127条记录

【论文题名】人文主义与人文科学
【英文题名】Humanitism and Humane Studies
【论文作者】赵东明，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人文主义／人文科学／人文精神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1999,(4).-5-11

第128条记录

【论文题名】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思考
【英文题名】A Thinking of Enterprise Diversification Operation
【论文作者】赵文娟，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多元化经营／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市场经济
【发表期刊】税务与经济，1999,(4).-39-41

第129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析环境管理与政府行政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赵宇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环境管理／政府行政／行政管理／环保工作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家，1999,(2).-20-23

第130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析建立完善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赵宇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养老保险／养老保障体制／养老保险金
【发表期刊】人文杂志，1999,(1).-85-87

第131条记录

【论文题名】树立良好政务形象与完善对话制度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赵宇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政府工作／政务形象／对话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协商活动
【发表期刊】江汉论坛，1999,(8).-86-87

第132条记录

【论文题名】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建设概况



【英文题名】Introduction to Development of Taiwan Hsinchu Industrial Park
【论文作者】钟坚，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台湾经济／新竹科学工业园／高科技产业
【发表期刊】台湾研究集刊，1999,(4).-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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