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2002年）

共 119 条记录

作者机构 = 深圳大学（邮编：518060）
所选数据库 = 2002年来源文献数据库

第1条记录

【来源篇名】“三个代表”是我党执政的基础
【来源作者】陈红
【期 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2,21(4).-12-15

第2条记录

【来源篇名】权力与道义
【来源作者】郑维东／李晓男
【期 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室，100089
【年代卷期】2002,(5).-58-62

第3条记录

【来源篇名】台湾政治板块的切割与重组
【来源作者】范晓军
【期 刊】台湾研究集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2,(1).-8-14,34

第4条记录

【来源篇名】企业集团内部团队生产的最优激励机制研究
【来源作者】林旭东／李一智／沈福喜
【期 刊】管理工程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中南大学商学院，410083／湖南大学统计学系，410079
【年代卷期】2002,16(4).-67-71

第5条记录

【来源篇名】普通中学实施生计教育的思考
【来源作者】熊贤君
【期 刊】教育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3).-39-41

第6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太玄》看扬雄的人性论思想
【来源作者】问永宁
【期 刊】周易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4).-23-31

第7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公共住房到租金优惠券——美国低收入阶层住房政策演化解析
【来源作者】宋博通
【期 刊】城市规划汇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2,(4).-65-68,73

第8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基金的最优绩效评估方法
【来源作者】熊长江
【期 刊】投资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1).-44-48

第9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权变观念看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组织变革
【来源作者】林梅
【期 刊】经济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16).-89-92

第10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小企业产权变革模式——以深圳企业为例
【来源作者】刘莉
【期 刊】经济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
【年代卷期】2002,(3).-17-21

第11条记录

【来源篇名】企业人力资本的三大激励机制
【来源作者】陈淑妮
【期 刊】经济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5).-35-37

第12条记录

【来源篇名】股票平均价格模型研究
【来源作者】吕盛鸽／李选举
【期 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12).-36-39

第13条记录

【来源篇名】深圳工业的发展路向
【来源作者】罗清和
【期 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4).-37-40

第14条记录

【来源篇名】欧共体条约下的针对成员国之诉
【来源作者】陈志惠／杨静宜
【期 刊】台湾研究集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2,20(6).-69-74

第15条记录

【来源篇名】台湾加工出口区的产业升级与制度变迁
【来源作者】钟坚
【期 刊】台湾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1).-44-49

第16条记录



【来源篇名】高官问责制及其对香港政治及行政体制发展的影响
【来源作者】王晓波／张定淮
【期 刊】中国行政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7).-28-30

第17条记录

【来源篇名】使用SAS软件进行多因素析因试验设计SAS/QC（6.12）软件中factex过程的使用
【来源作者】李钦民／陈智民
【期 刊】数理统计与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5).-32-36,61

第18条记录

【来源篇名】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制度解读与思考
【来源作者】钟坚
【期 刊】社会主义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2).-36-37,31

第19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住宅产品遭遇本土化问题
【来源作者】林梅
【期 刊】社会主义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5).-92-94

第20条记录

【来源篇名】泰戈尔的自然观与自然诗
【来源作者】郁龙余
【期 刊】文史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4).-103-106

第21条记录

【来源篇名】电动计时网络系统的工作流程与相关裁判方法研究
【来源作者】程幼新／冯再金／孙剑峰
【期 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深圳菲普莱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518000／深圳市莫普莱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518000
【年代卷期】2002,(4).-151-152

第22条记录

【来源篇名】略论法律在欧洲经济联盟中的作用与局限——民族国家与市场自由冲突的一个经验分析
【来源作者】王千华
【期 刊】法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2,(2).-84-89

第23条记录

【来源篇名】外国直接投资最新趋势与变迁中的国际投资规则——宏观考察
【来源作者】叶兴平
【期 刊】法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2,(4).-68-75

第24条记录

【来源篇名】新加坡法治的制度、理念和特色
【来源作者】邹平学



【期 刊】法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2,(5).-118-128

第25条记录

【来源篇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剖析
【来源作者】叶兴平
【期 刊】法商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法学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2,(5).-129-135

第26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监听作为侦查手段的法律问题
【来源作者】彭勃
【期 刊】法商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法学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2,(6).-10-16

第27条记录

【来源篇名】教师的角色与创新人才的培养
【来源作者】张小绵／黄顺珍／王静立／王华民／赵志超
【期 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年代卷期】2002,(3).-73-75

第28条记录

【来源篇名】人文教育：复兴“隐喻”价值和功能
【来源作者】张祥云
【期 刊】高等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2,23(1).-31-36

第29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英合作办学对专业课教改的启迪
【来源作者】罗烽
【期 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年代卷期】2002,(6).-77-78

第30条记录

【来源篇名】谈图书馆带盘图书的处理和应用
【来源作者】万勇
【期 刊】图书情报工作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2,(6).-81-83,67

第31条记录

【来源篇名】“自然”之意义——一种海德格尔式的诠释
【来源作者】赵东明
【期 刊】哲学研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6).-58-63

第32条记录

【来源篇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
【来源作者】李德全／余其铨
【期 刊】马克思主义研究
【机构名称】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2,(5).-17-23



第33条记录

【来源篇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来源作者】黄卫平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4).-19-21

第34条记录

【来源篇名】警察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人格特征的相关分析
【来源作者】胡赤怡／崔占君／戴晓阳／陈向一／高北陵／侯意
【期 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518003／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大学教育学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
所，518003／深圳市公安局
【年代卷期】2002,16(9).-642-643,641

第35条记录

【来源篇名】民本的阐释及其与民主的会通
【来源作者】吕元礼
【期 刊】政治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经济研究中心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2).-63-72

第36条记录

【来源篇名】多层次网络环境下的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来源作者】胡世清／葛幸平
【期 刊】教育信息化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9).-34-35

第37条记录

【来源篇名】美国凯尔萨“双因素经济”理论评析
【来源作者】钟坚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3).-100-103

第38条记录

【来源篇名】董事责任的追究和经营判断的原则
【来源作者】蔡元庆
【期 刊】现代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2,(4).-95-102

第39条记录

【来源篇名】金文女性称谓中的古姓
【来源作者】曹兆兰
【期 刊】考古与文物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2).-51-60

第40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新时期执政党的两大功能
【来源作者】程浩
【期 刊】理论与改革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行政管理系
【年代卷期】2002,(2).-44-46

第41条记录



【来源篇名】试论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中国行政发展的特殊要求
【来源作者】汪永成
【期 刊】理论与改革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2).-50-51

第42条记录

【来源篇名】对《沙恭达罗》和《西厢记》中爱情的解读
【来源作者】刘晓燕
【期 刊】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2).-114-119

第43条记录

【来源篇名】时世造就品格
【来源作者】尹鸿／何建平
【期 刊】当代电影
【机构名称】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传播系
【年代卷期】2002,(5).-85-89

第44条记录

【来源篇名】90年代美国电影（上）——媒体全球化背景下的好莱坞制片策略
【来源作者】何建平
【期 刊】当代电影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
【年代卷期】2002,(6).-40-45

第45条记录

【来源篇名】适合公共交通服务的居住区布局形态——实例与分析
【来源作者】陈燕萍
【期 刊】城市规划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年代卷期】2002,(8).-90-96

第46条记录

【来源篇名】全球变暖、热岛效应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来源作者】黄大田
【期 刊】城市规划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建筑系
【年代卷期】2002,(9).-77-79

第47条记录

【来源篇名】流媒体与声像资料网上阅览的实现
【来源作者】万勇
【期 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2,(3).-66-69

第48条记录

【来源篇名】构建超验世界——评德莱塞最后一部小说《斯多葛》中的哲学思想
【来源作者】蒋道超
【期 刊】国外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2).-82-89

第49条记录

【来源篇名】生活即诗，诗即生活——试论普雷维尔的诗歌艺术
【来源作者】段映红



【期 刊】国外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4).-103-107

第50条记录

【来源篇名】汉语新词语和对外汉语教学
【来源作者】汤志祥
【期 刊】语言教学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2).-10-18

第51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化并置和杂交——谈华裔小说家任碧莲的小说《典型美国人》
【来源作者】蒋道超
【期 刊】外国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5).-85-90

第52条记录

【来源篇名】金文中方言“奶”与雅言“母”的相因生义
【来源作者】曹兆兰
【期 刊】方言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2).-177-182

第53条记录

【来源篇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现实复杂性及其取向
【来源作者】李臣之
【期 刊】课程·教材·教法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22(11).-2-6

第54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艺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作者】庄锡华
【期 刊】文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4).-184-185

第55条记录

【来源篇名】朝鲜文人许筠的诗论研究
【来源作者】左江
【期 刊】中国比较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3).-64-77

第56条记录

【来源篇名】本土化·内在化·跨文化传递——叶维廉比较诗学研究一例
【来源作者】刘鹏
【期 刊】中国比较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3).-78-89

第57条记录

【来源篇名】明星崇拜现象与信仰的一种转向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文艺理论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
【年代卷期】2002,(5).-52-57



第58条记录

【来源篇名】认中国公共政策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
【来源作者】汪永成
【期 刊】理论探讨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1).-63-65

第59条记录

【来源篇名】领导文化的概念、功能、特征及现代化
【来源作者】吕元礼／邹育根
【期 刊】理论探讨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2,(3).-49-51

第60条记录

【来源篇名】哲学在政策科学研究中的功能分析
【来源作者】曾锡环
【期 刊】理论探讨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4).-65-68

第61条记录

【来源篇名】瑞典议会督察专员制度简介
【来源作者】黎军
【期 刊】政治与法律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2,(4).-96-100

第62条记录

【来源篇名】一部融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为一体的普通话训练教材——评《新编普通话训练教程》
【来源作者】陈瑶
【期 刊】语文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3).-63-64

第63条记录

【来源篇名】对中国加入WTO的制度效益分析
【来源作者】陶一桃
【期 刊】学习与探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4).-68-73

第64条记录

【来源篇名】信息如何影响法律——对法律基于信息视角的阐释
【来源作者】应飞虎
【期 刊】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2,(6).-10-15

第65条记录

【来源篇名】山水精神论纲
【来源作者】董萍实
【期 刊】文艺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学院
【年代卷期】2002,(4).-148-149

第66条记录



【来源篇名】新的起点——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作品评析
【来源作者】崔育斌
【期 刊】文艺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年代卷期】2002,(6).-145-146

第67条记录

【来源篇名】煤炭企业债转股三大背景及后续问题思考
【来源作者】刘军
【期 刊】经济体制改革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4).-59-61

第68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筛选方法的分析与评价
【来源作者】叶建华
【期 刊】情报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2,20(10).-1065-1065,1068

第69条记录

【来源篇名】知识管理与网络环境
【来源作者】金业阳
【期 刊】情报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2,20(8).-848-851

第70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性质及经济发展特征
【来源作者】唐杰／蔡增正
【期 刊】南开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6).-8-15

第71条记录

【来源篇名】印度的翻译：从文化输出到文化抗衡
【来源作者】蒋骁华
【期 刊】中国翻译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2,23(2).-75-77

第72条记录

【来源篇名】嫉妒与人格的关系
【来源作者】王晓钧
【期 刊】心理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34(2).-175-181

第73条记录

【来源篇名】开放空间的著作权归属研究
【来源作者】王晓琪
【期 刊】编辑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2,14(6).-397-399

第74条记录

【来源篇名】审计人员行为的经济分析
【来源作者】张建军
【期 刊】审计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3).-23-25

第75条记录

【来源篇名】刑事诉讼与陪审制度
【来源作者】彭勃
【期 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2,39(4).-140-145

第76条记录

【来源篇名】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制度效应
【来源作者】袁易明
【期 刊】经济学动态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2,(5).-24-27

第77条记录

【来源篇名】入世后中国经济特区前途问题探讨
【来源作者】钟坚
【期 刊】经济学动态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5).-40-43

第78条记录

【来源篇名】情绪智力：理论及问题
【来源作者】王晓钧
【期 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
【年代卷期】2002,20(2).-59-65,84

第79条记录

【来源篇名】网络文学是什么？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人文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1).-107-111

第80条记录

【来源篇名】朝鲜许筠“梦”记研究
【来源作者】左江
【期 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2,39(4).-106-114

第81条记录

【来源篇名】检索效绩：大学数字化图书馆的持续发展原则
【来源作者】王桂兰
【期 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2,(5).-25-27

第82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在校研究生的认知和行为选择
【来源作者】李忠
【期 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研究生培养部
【年代卷期】2002,(7-8).-34-37



第83条记录

【来源篇名】教育的筛选功能
【来源作者】蔡增正
【期 刊】教育与经济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4).-15-17

第84条记录

【来源篇名】孙中山“党治”学说与蒋介石集团“党治”独裁之异别
【来源作者】关志钢
【期 刊】求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
【年代卷期】2002,(6).-208-213

第85条记录

【来源篇名】综合实践活动“主题设计”探讨
【来源作者】李臣之
【期 刊】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23(4).-62-66

第86条记录

【来源篇名】《高等数学》多媒体CAI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来源作者】傅霖／刘慧瑾／王梅／俞品／黄云森
【期 刊】中国电化教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
术与信息中心／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年代卷期】2002,(1).-50-52

第87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设计理论与试验探索
【来源作者】李文光／何志龙／何克抗
【期 刊】中国电化教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南海县实验小学，528200／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100875
【年代卷期】2002,(10).-12-18

第88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网络的多媒体教学软件评价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来源作者】杨秀波／师书恩
【期 刊】中国电化教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学院，100875
【年代卷期】2002,(4).-44-46

第89条记录

【来源篇名】国际高等教育信息化个案研究
【来源作者】傅霖
【期 刊】中国电化教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年代卷期】2002,(8).-69-72

第90条记录

【来源篇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深圳的历史飞跃
【来源作者】蔡德麟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2,(1).-10-15

第91条记录



【来源篇名】艾勒曼“民主公司制”的理论要点解析
【来源作者】钟坚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2,(5).-46-48

第92条记录

【来源篇名】全球化与文化价值观
【来源作者】汪田霖／吴忠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年代卷期】2002,(6).-65-69

第93条记录

【来源篇名】近代哲学的价值学转向
【来源作者】董世峰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2,(6).-69-73

第94条记录

【来源篇名】道家语言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
【来源作者】郭杰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12).-115-118

第95条记录

【来源篇名】金文“女”、“母”的形义试析
【来源作者】曹兆兰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7).-128-131

第96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Intranet的铜冶炼企业经营管理DSS设计
【来源作者】刘耀
【期 刊】中国管理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2,10(4).-33-38

第97条记录

【来源篇名】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新整体论文艺学论纲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学术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7).-5-12

第98条记录

【来源篇名】数字图书馆特色化研究
【来源作者】金业阳
【期 刊】图书馆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2,22(2).-48-50

第99条记录

【来源篇名】SULCMISⅢ期刊子系统的应用
【来源作者】雷珊珊
【期 刊】图书馆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2,22(2).-53-55

第100条记录

【来源篇名】数字图书馆构成要素探讨——以深圳大学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实践为例
【来源作者】张道义
【期 刊】图书馆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2,22(4).-43-45

第101条记录

【来源篇名】解读笛福和他的《鲁滨孙飘流记》
【来源作者】吴锳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大学英语部
【年代卷期】2002,55(1).-90-94

第102条记录

【来源篇名】角色的艺术——《编辑人的世界》读感
【来源作者】张西山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2,55(2).-256-256,F003

第103条记录

【来源篇名】近代汉语三音词概述
【来源作者】杨爱姣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55(4).-496-502

第104条记录

【来源篇名】WAP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
【来源作者】叶成林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5).-36-39

第105条记录

【来源篇名】有关教育技术学院研究方法的若干思考
【来源作者】李文光／张文兰／何克抗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100875／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100875
【年代卷期】2002,(10).-26-30

第106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京华烟云》主题及林语堂的政治哲学
【来源作者】张西山
【期 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2,28(3).-140-143

第107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从人在伦理学中的地位谈起
【来源作者】董世锋
【期 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年代卷期】2002,28(4).-56-59



第108条记录

【来源篇名】科技评价的智能信息处理方法研究
【来源作者】孙宏元／黄德云／朱东华
【期 刊】预测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深圳大学／北京理工大学，100081
【年代卷期】2002,21(4).-28-29,59

第109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学价值的文化时空结构
【来源作者】傅腾霄
【期 刊】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1).-64-67

第110条记录

【来源篇名】现代化的限度与后现代化之路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江海学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5).-5-12

第111条记录

【来源篇名】忏悔意识取代控诉意识，中国文化的转折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探索与争鸣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2,(1).-29-31

第112条记录

【来源篇名】对评估体系的评估——谈学术评估体系与学术良知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探索与争鸣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2,(10).-8-9

第113条记录

【来源篇名】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否可能？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探索与争鸣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2,(4).-46-48

第114条记录

【来源篇名】傅伟勋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性超越
【来源作者】景海峰
【期 刊】求是学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29(1).-32-36

第115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
【来源作者】徐海波
【期 刊】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
【年代卷期】2002,26(5).-31-36

第116条记录

【来源篇名】网络广告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来源作者】陆海锋
【期 刊】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系
【年代卷期】2002,26(6).-106-108

第117条记录

【来源篇名】20世纪中国文论与人道主义情结
【来源作者】庄锡华
【期 刊】江苏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2,(4).-148-154

第118条记录

【来源篇名】“自主性”与离婚：定量与定性研究
【来源作者】易松国／陈丽云／林昭寰
【期 刊】江苏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
【年代卷期】2002,(5).-77-85

第119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
【来源作者】刘丽川
【期 刊】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2,42(2).-13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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