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2006年）

共 259 条记录

作者机构 = 深圳大学（邮编：518060）
所选数据库 = 2006年来源文献数据库

第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A0012006030006
【来源篇名】民间政治参与和体制吸纳的互动——对深圳市公民自发政治参与三个案例的解读
【来源作者】黄卫平／陈文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46-51

第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A0012006040036
【来源篇名】理想信仰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再认识
【来源作者】罗石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年代卷期】2006,(04).-179-182

第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A0032006120004
【来源篇名】和谐社会的政治治理
【来源作者】姜安
【期 刊】马克思主义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6,(12).-21-25

第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A0052006090021
【来源篇名】当前高校德育发展的问题和思路
【来源作者】张雅琴
【期 刊】理论前沿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9).-46-47

第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A0052006140007
【来源篇名】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差异探析
【来源作者】罗保国
【期 刊】理论前沿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院
【年代卷期】2006,(14).-17-19

第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A0052006170008
【来源篇名】现代派文学发展历史及特征研究
【来源作者】赵玉
【期 刊】理论前沿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17).-20-21



第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A0052006170021
【来源篇名】浅析创新型区域中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走向
【来源作者】韩蔚
【期 刊】理论前沿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17).-45-46

第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B0072006050026
【来源篇名】目标启动对类比问题解决策略迁移的影响
【来源作者】李晓东／冯晓杭
【期 刊】心理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130024
【年代卷期】2006,29(05).-1137-1140

第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B0072006050043
【来源篇名】“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的概化理论研究
【来源作者】何立国／周爱保
【期 刊】心理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730070
【年代卷期】2006,29(05).-1199-1202,1218

第1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B0092006120007
【来源篇名】人格特征基因研究进展（综述）
【来源作者】董琴／戴晓阳
【期 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20(12).-800-803

第1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0542006030011
【来源篇名】权利倾斜性配置研究
【来源作者】应飞虎
【期 刊】中国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124-135

第1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0732006030009
【来源篇名】养老院老人与居家老人健康状况比较分析
【来源作者】易松国／鄢盛明
【期 刊】中国人口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年代卷期】2006,(03).-73-79

第1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1002006090023
【来源篇名】世界杯中的数字——绿茵场上的统计学
【来源作者】邢莉
【期 刊】中国统计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9).-43-44

第1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1042006080015
【来源篇名】基于虚拟机的计算机网络实验平台



【来源作者】龚巧华／江魁
【期 刊】教育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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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卷期】2006,(08(学术版)).-35-36

第1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1132006030008
【来源篇名】和谐社区及城市化地区社区建设研究
【来源作者】刘筱
【期 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39-42

第1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1152006010001
【来源篇名】城市人才活力评价与实证研究——以深圳为例
【来源作者】刘军
【期 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1).-4-9,45

第1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1152006050011
【来源篇名】构建与经营战略匹配的薪酬体系
【来源作者】高振勇
【期 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5).-42-45

第1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1152006080030
【来源篇名】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开发战略
【来源作者】苏方国
【期 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8).-104-106

第1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332006060009
【来源篇名】中国现代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
【来源作者】金文野
【期 刊】妇女研究论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06).-49-53

第2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372006040003
【来源篇名】人类文明共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源作者】关志钢／朱树玉
【期 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4).-12-17

第2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402006070017
【来源篇名】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
【来源作者】崔宏轶
【期 刊】中国行政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7).-60-63

第2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532006110011
【来源篇名】软实力的内涵与外延
【来源作者】章一平
【期 刊】现代国际关系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6,(11).-54-59

第2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622006040006
【来源篇名】论司法对行业自治的介入
【来源作者】黎军
【期 刊】中国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4).-69-78

第2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632006040004
【来源篇名】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以美国特别诉讼委员会制度为中心
【来源作者】蔡元庆
【期 刊】中外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18(04).-448-461

第2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722006010001
【来源篇名】中印学者畅谈中印合作与发展前景
【来源作者】郁龙余／契特／江玉琴
【期 刊】南亚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印度尼赫鲁大学
【年代卷期】2006,(01).-3-5

第2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852006030011
【来源篇名】“跨越论”：对马克思三个文本的再解读
【来源作者】罗保国
【期 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37-41

第2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872006060001
【来源篇名】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三个伦理向度
【来源作者】姜安
【期 刊】国际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
【年代卷期】2006,8(06).-1-5

第2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892006060014
【来源篇名】关于短期自由刑服刑罪犯的调查报告
【来源作者】周娅
【期 刊】中国刑事法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6).-83-87

第2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062006050012
【来源篇名】智利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分析
【来源作者】谢圣远
【期 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5).-88-91,41

第3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072006080025
【来源篇名】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机制的悖论
【来源作者】刘伟丽
【期 刊】经济学动态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8).-112-115

第3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202006100008
【来源篇名】日本对华舆情变动的深层分析
【来源作者】林晓光
【期 刊】世界经济与政治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年代卷期】2006,(10).-51-58

第3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252006100015
【来源篇名】美国在反倾销措施中对中国产品的歧视
【来源作者】陈勇
【期 刊】国际贸易问题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10).-81-85

第3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252006120003
【来源篇名】国际贸易冲击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来源作者】杜婷
【期 刊】国际贸易问题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12).-12-17

第3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522006070011
【来源篇名】从文化价值的角度看消费形态
【来源作者】刘世雄
【期 刊】经济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07).-49-52

第3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522006230007
【来源篇名】从管理的视角看“和谐社会”建设
【来源作者】罗来武／雷蔚
【期 刊】经济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江西师范大学
【年代卷期】2006,(23).-30-32

第3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572006060004
【来源篇名】制度冲击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来源作者】杜婷／庞东



【期 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年代卷期】2006,23(06).-34-43

第3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652006120003
【来源篇名】工业化、高速经济增长与协调分工的制度安排
【来源作者】罗来武／雷蔚
【期 刊】中国工业经济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330000
【年代卷期】2006,(12).-21-28

第3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792006100005
【来源篇名】深圳与香港物流业竞争力分析
【来源作者】韩彪
【期 刊】中国流通经济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10).-19-22

第3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932006020007
【来源篇名】中国股市生态问题研究
【来源作者】郭茂佳
【期 刊】投资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2).-41-44

第4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932006070004
【来源篇名】股权分置后的证券市场发展预测
【来源作者】何艺
【期 刊】投资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7).-12-15

第4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962006100008
【来源篇名】金融冲击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三个视角的分析
【来源作者】杜婷／庞东
【期 刊】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10).-38-43

第4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052006040001
【来源篇名】从出土简牍看汉帝国中央的信息发布——兼评张涛先生的“府报”说
【来源作者】黄春平
【期 刊】新闻与传播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系
【年代卷期】2006,(04).-2-11

第4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112006020006
【来源篇名】科技期刊绩效评价与政策扶持
【来源作者】王晓琪
【期 刊】编辑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6,18(02).-97-99



第4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142006030025
【来源篇名】学术期刊编辑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来源作者】张西山
【期 刊】科技与出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6,(03).-43-44

第4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202006070035
【来源篇名】谈高校图书馆的人本管理
【来源作者】吉汀
【期 刊】图书情报工作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6,50(07).-129-131

第4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302006120017
【来源篇名】RUP/UML在图书馆领域软件开发中的实用化定制
【来源作者】曾新红／明仲／吴涛／林伟明
【期 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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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67-71

第4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442006030030
【来源篇名】大学图书馆在线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
【来源作者】吉汀
【期 刊】情报资料工作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6,(03).-102-105

第4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462006020020
【来源篇名】高校教学评估与图书馆藏书量指标的探讨
【来源作者】邱寄群
【期 刊】情报理论与实践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6,29(02).-206-208,200

第4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592006100018
【来源篇名】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盛况空前
【来源作者】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期 刊】国际新闻界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10).-78

第5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592006110009
【来源篇名】媒介环境学派与“技术决定论”
【来源作者】李明伟
【期 刊】国际新闻界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11).-40-43,48

第5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592006120014



【来源篇名】网络空间的三重内涵
【来源作者】孙海峰
【期 刊】国际新闻界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年代卷期】2006,(12).-63-66

第5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722006080002
【来源篇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过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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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6(08).-8-12

第5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752006080048
【来源篇名】中国竞技体育实力的地区格局分布与对比分析——对十运会排行榜的分析
【来源作者】李真
【期 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
【年代卷期】2006,29(08).-1137-1139

第5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1072006050016
【来源篇名】基因工程虚拟实验室的设计与实现
【来源作者】刘青／刘锐／张凡
【期 刊】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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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卷期】2006,16(05).-60-64

第5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H0132006020008
【来源篇名】北京话的连上变调
【来源作者】梁源／黄良喜
【期 刊】中国语文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文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年代卷期】2006,(02).-151-163

第5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H0232006050015
【来源篇名】接触语言学视角中的翻译——广州报章翻译现象分析
【来源作者】王瑾／黄国文
【期 刊】中国翻译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510275
【年代卷期】2006,27(05).-67-71

第5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I0042006040016
【来源篇名】《摩诃婆罗多》全本汉译的意义
【来源作者】郁龙余
【期 刊】外国文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冬季卷(04).-144-146

第5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I0172006020011
【来源篇名】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渊源与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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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93-99

第5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I0202006100007
【来源篇名】非常时代的审美自觉——论闻一多的文学思想
【来源作者】庄锡华
【期 刊】文艺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10).-50-56

第6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J0072006030036
【来源篇名】论音乐剧的社会文化渊源——一篇文化社会学的观察
【来源作者】谷勇
【期 刊】中国音乐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157-159,171

第6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J0122006110021
【来源篇名】普通大学音乐教育的机遇与保障机制——对大学排名前100强的调查解读
【来源作者】张又丹
【期 刊】人民音乐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系
【年代卷期】2006,(11).-58-59

第6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J0172006040020
【来源篇名】邵氏电影研究的现状、方法和意义
【来源作者】刘辉
【期 刊】当代电影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系
【年代卷期】2006,(04).-81-84

第6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J0242006060026
【来源篇名】独家、权威、平和——解析《高端访问》中主持人的角色魅力
【来源作者】张庆
【期 刊】电视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06).-64-65

第6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Z0012006030022
【来源篇名】人去翰墨在，诗留天地香——读《徐翼存诗词选辑》
【来源作者】章必功
【期 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43(03).-153-154

第6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Z0012006040008
【来源篇名】伦理学三足格局的分型与统一
【来源作者】董世峰
【期 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
【年代卷期】2006,43(04).-48-54



第66条记录

【文件序号】12B0222006060009
【来源篇名】20世纪西方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历史演进
【来源作者】姜安／李放
【期 刊】道德与文明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300191
【年代卷期】2006,(06).-34-38

第67条记录

【文件序号】12C0962006020007
【来源篇名】中国区域消费差异的二维研究
【来源作者】刘世雄／卢泰宏
【期 刊】南开管理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9(02).-39-43

第68条记录

【文件序号】12F0102006040008
【来源篇名】福利目标下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来源作者】袁易明
【期 刊】南开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04).-98-110

第69条记录

【文件序号】12G0372006070007
【来源篇名】西方R&D管理模式的演变及我国企业之借鉴——以深圳为例
【来源作者】刘莉／张明娟
【期 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27(07).-39-43

第70条记录

【文件序号】13D0902006050028
【来源篇名】西方典型发达国家物业税发展情况比较研究
【来源作者】白云
【期 刊】河北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24(05).-135-138

第71条记录

【文件序号】13D0902006070004
【来源篇名】行业协会的几个基本问题
【来源作者】黎军
【期 刊】河北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24(07).-26-29

第72条记录

【文件序号】13D0902006090008
【来源篇名】现行刑法体系下遗弃罪内涵的重新建构
【来源作者】吴学斌
【期 刊】河北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24(09).-39-42

第73条记录

【文件序号】14G0702006100011
【来源篇名】对传统的格式化道德教育的反思与超越



【来源作者】刘志山
【期 刊】教育理论与实践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10).-45-48

第74条记录

【文件序号】15Z0102006030010
【来源篇名】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与价值标准
【来源作者】董世峰
【期 刊】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院
【年代卷期】2006,28(03).-83-56

第75条记录

【文件序号】21F0802006050003
【来源篇名】经济研究中譬喻置换的语境局限——关于经济现象的观察误差
【来源作者】欧阳北松
【期 刊】财经问题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5).-21-25

第76条记录

【文件序号】21F0802006080014
【来源篇名】GATT/WTO框架中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
【来源作者】刘伟丽
【期 刊】财经问题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8).-93-96,封三

第77条记录

【文件序号】21G0982006020013
【来源篇名】中国高校危机管理机制研究
【来源作者】王瑜／张涛
【期 刊】教育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40-43

第78条记录

【文件序号】22C0402006050012
【来源篇名】对需求多重境界的考察与探究
【来源作者】欧阳北松
【期 刊】社会科学战线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5).-72-77

第79条记录

【文件序号】22F0012006120013
【来源篇名】论商品税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来源作者】徐进
【期 刊】当代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12).-51-54

第80条记录

【文件序号】22I0192006010001
【来源篇名】纯文学“向上”上吗？
【来源作者】曹征路
【期 刊】文艺争鸣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



【年代卷期】2006,(01).-1-3

第81条记录

【文件序号】22I0192006010003
【来源篇名】人民性的两个维度与文学的方向——与方维保、张丽军先生商榷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文艺争鸣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
【年代卷期】2006,(01).-23-30

第82条记录

【文件序号】22I0192006040008
【来源篇名】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与争说起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文艺争鸣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04).-34-38

第83条记录

【文件序号】22K0092006010012
【来源篇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
【来源作者】刘椿
【期 刊】史学集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年代卷期】2006,(01).-39-44

第84条记录

【文件序号】22Z0202006040022
【来源篇名】语码转换的文化及心理因素探析
【来源作者】樊建华／金志成
【期 刊】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510631
【年代卷期】2006,(04).-112-115

第85条记录

【文件序号】22Z0202006060007
【来源篇名】国际安全困境的结构性维度
【来源作者】姜安
【期 刊】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
【年代卷期】2006,(06).-43-48

第86条记录

【文件序号】23C0332006020020
【来源篇名】宋代文人自称“老子”的文学文化学解析
【来源作者】沈金浩
【期 刊】求是学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33(02).-109-114

第87条记录

【文件序号】31C0482006090011
【来源篇名】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来源作者】景海峰
【期 刊】学术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38(09).-46-48

第88条记录



【文件序号】31C0482006090013
【来源篇名】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来源作者】王立新
【期 刊】学术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38(09).-50-52

第89条记录

【文件序号】31D0612006040014
【来源篇名】论通过行业协会实现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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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85-90

第90条记录

【文件序号】31F0162006030005
【来源篇名】零售商市场权力研究综述
【来源作者】贺和平
【期 刊】外国经济与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28(03).-31-39

第91条记录

【文件序号】31F0192006020013
【来源篇名】区域生产网络：东亚经济体的新分工形式
【来源作者】陈勇
【期 刊】世界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年代卷期】2006,(02).-82-88

第92条记录

【文件序号】31F0812006040011
【来源篇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制度冲击效应分析
【来源作者】杜婷／庞东／杨灿
【期 刊】财经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518040／厦门大学统计系，361005
【年代卷期】2006,32(04).-115-125

第93条记录

【文件序号】31G0042006030018
【来源篇名】从“部分剥离”走向“整体转制”——当前中国传播产业体制改革趋向初探
【来源作者】黄玉波／张金海
【期 刊】新闻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广告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430072
【年代卷期】2006,(03).-107-111

第94条记录

【文件序号】31G0502006010012
【来源篇名】现代中国国学教育运动形成原因破译
【来源作者】熊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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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卷期】2006,24(01).-76-83

第95条记录

【文件序号】31G0942006110002
【来源篇名】发达国家改造薄弱学校的主要经验
【来源作者】李均／郭凌



【期 刊】外国中小学教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教所／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年代卷期】2006,(11).-8-11,29

第96条记录

【文件序号】31G0992006030015
【来源篇名】电报的故事——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札记
【来源作者】丁未
【期 刊】新闻记者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44-46

第97条记录

【文件序号】31G1042006010016
【来源篇名】流媒体技术在交互式外语教学网页中的应用
【来源作者】陆元明／郭丽
【期 刊】外语电化教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文学院大英部
【年代卷期】2006,(01).-75-78

第98条记录

【文件序号】31H0212006040002
【来源篇名】大学英语是不是一门学科？——大学英语学科属性的宏观思考及其他
【来源作者】辛广勤
【期 刊】外语界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04).-13-20

第99条记录

【文件序号】31H0312006030004
【来源篇名】论述大学英语教师在岗自我发展
【来源作者】辛广勤
【期 刊】国外外语教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18-23,60

第100条记录

【文件序号】31I0072006020015
【来源篇名】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
【来源作者】钱超英
【期 刊】中国比较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年代卷期】2006,(02).-77-89

第101条记录

【文件序号】31I0072006020017
【来源篇名】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机理及联结
【来源作者】刘洪一
【期 刊】中国比较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2).-103-116

第102条记录

【文件序号】31I0072006040006
【来源篇名】“通感”，还是“心感”？——兼谈传统学术遗产保护
【来源作者】郁龙余
【期 刊】中国比较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65(04).-63-71



第103条记录

【文件序号】31I0222006060004
【来源篇名】表达及其困难
【来源作者】曹清华
【期 刊】文艺理论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06).-24-29

第104条记录

【文件序号】31K0052006010013
【来源篇名】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及价值解读
【来源作者】熊贤君
【期 刊】民国档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
【年代卷期】2006,(01).-99-104

第105条记录

【文件序号】31K0352006050024
【来源篇名】探究式学习给课堂带来新气象
【来源作者】连建平
【期 刊】历史教学问题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年代卷期】2006,(05).-99-100

第106条记录

【文件序号】32G0612006010032
【来源篇名】大学参与性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来源作者】许建领
【期 刊】江苏高教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1).-96-98

第107条记录

【文件序号】32I0012006020021
【来源篇名】书写当代印第安人生存困境的《爱之药》
【来源作者】高琳
【期 刊】当代外国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外语教育系
【年代卷期】2006,(02).-161-164

第108条记录

【文件序号】33B0192006030011
【来源篇名】档案袋评价中评分者信度的实证研究
【来源作者】赵群／曹亦薇
【期 刊】应用心理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12(03).-258-263

第109条记录

【文件序号】33F0782006030011
【来源篇名】中国投资波动的典型事实与内生形成机制研究——基于二阶加速模型（SOA）的解释和分析
【来源作者】杜婷／庞东
【期 刊】财经论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518040
【年代卷期】2006,(03).-61-66

第110条记录

【文件序号】34C0182006010031



【来源篇名】“审思”述源
【来源作者】李健／薛艳
【期 刊】江淮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中文系，501632
【年代卷期】2006,(01).-154-158,108

第111条记录

【文件序号】34C0182006020002
【来源篇名】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哲学意蕴——以“中和”的范畴为视角
【来源作者】吕元礼／凌友志
【期 刊】江淮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2).-11-15

第112条记录

【文件序号】34C0182006030026
【来源篇名】试析尼采关于虚无主义及其超越的理论
【来源作者】杨茂明
【期 刊】江淮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6,(03).-121-128

第113条记录

【文件序号】34C0182006040001
【来源篇名】刚柔相济：理性官僚制与中华传统的互补
【来源作者】黄薇／吕元礼
【期 刊】江淮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4).-5-11

第114条记录

【文件序号】34Z0352006030002
【来源篇名】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辨析
【来源作者】杨茂明
【期 刊】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6,(03).-8-13

第115条记录

【文件序号】34Z0352006040006
【来源篇名】经济·社会·人——恩格斯的历史动因论与科学发展观
【来源作者】周泽之
【期 刊】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
【年代卷期】2006,(04).-27-31

第116条记录

【文件序号】35D0702006020001
【来源篇名】民进党急速衰敝的政治发展脉络——岛内“二次政党轮替”的民意逐渐浮现
【来源作者】范晓军
【期 刊】台湾研究集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
【年代卷期】2006,(02).-1-9

第117条记录

【文件序号】36C0202006020036
【来源篇名】走出法律认识的误区——法律的道德批判
【来源作者】马云驰
【期 刊】江西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年代卷期】2006,(02).-184-189

第118条记录

【文件序号】36C0202006050031
【来源篇名】论女性性别角色变革的合理走向
【来源作者】杨青
【期 刊】江西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年代卷期】2006,(05).-158-161

第119条记录

【文件序号】36C0202006050032
【来源篇名】离婚的后果：离婚女性的定量分析及思考——以深圳市为例
【来源作者】易松国
【期 刊】江西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学系
【年代卷期】2006,(05).-162-166

第120条记录

【文件序号】36C0202006080014
【来源篇名】文化批评：全球化时代文学批评的突围
【来源作者】江玉琴
【期 刊】江西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08).-87-92

第121条记录

【文件序号】36F0832006080005
【来源篇名】俄罗斯设立经济特区历史进程与经验教训
【来源作者】钟坚
【期 刊】当代财经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08).-27-30

第122条记录

【文件序号】36F0832006080023
【来源篇名】美国COSO委员会：借鉴与启示
【来源作者】柳木华
【期 刊】当代财经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会计系
【年代卷期】2006,(08).-118-120

第123条记录

【文件序号】37B0262006040003
【来源篇名】《太玄平议》商兑
【来源作者】问永宁
【期 刊】周易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国学所
【年代卷期】2006,(04).-26-31

第124条记录

【文件序号】41F0242006010007
【来源篇名】泛珠江三角洲的重构与整合
【来源作者】段杰／李江
【期 刊】地域研究与开发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518026
【年代卷期】2006,25(01).-28-33



第125条记录

【文件序号】41F1082006050011
【来源篇名】国际贸易冲击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来源作者】杜婷／庞东
【期 刊】经济经纬：河南财经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518040
【年代卷期】2006,(05).-43-46

第126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0172006090023
【来源篇名】论陶诗在唐宋的传播机制
【来源作者】李红霞
【期 刊】江汉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
【年代卷期】2006,(09).-104-107

第127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0172006120020
【来源篇名】解读马克思的和谐社会思想
【来源作者】田启波／黄月细
【期 刊】江汉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12).-79-81

第128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1092006040008
【来源篇名】深圳证券市场混沌性探测的前提：小波去噪
【来源作者】杨凌
【期 刊】统计与决策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04(理论版)).-21-23

第129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1092006080013
【来源篇名】网络调查的非抽样误差控制及调整方法
【来源作者】杜婷
【期 刊】统计与决策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8(理论版)).-34-36

第130条记录

【文件序号】42D0182006010012
【来源篇名】执政文化探析
【来源作者】吕元礼／张子友
【期 刊】社会主义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年代卷期】2006,(01).-45-47

第131条记录

【文件序号】42D0182006030006
【来源篇名】论邓小平关于香港特区治理方式的设想
【来源作者】张定淮／涂春光
【期 刊】社会主义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3).-24-26

第132条记录

【文件序号】42D0552006010008
【来源篇名】“无被害人犯罪”研究——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来源作者】彭勃
【期 刊】法商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1).-51-55

第133条记录

【文件序号】42D0552006040009
【来源篇名】基于法治的自治——行业自治规范的实证研究
【来源作者】黎军
【期 刊】法商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4).-47-54

第134条记录

【文件序号】42D0582006040012
【来源篇名】欧洲法院与损害赔偿之诉
【来源作者】张英
【期 刊】法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4).-85-89

第135条记录

【文件序号】42F0992006020008
【来源篇名】我国证券市场经济混沌探测研究——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噪声处理
【来源作者】杨凌／颜日初
【期 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430060
【年代卷期】2006,(02).-41-44

第136条记录

【文件序号】42F0992006030001
【来源篇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消费行为特征研究
【来源作者】杜婷／庞东
【期 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招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518040
【年代卷期】2006,(03).-3-8,96

第137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212006010024
【来源篇名】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对象、领域和过程研究
【来源作者】叶建华
【期 刊】图书情报知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6,(01).-94-96

第138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352006020011
【来源篇名】技术标准联盟收益分配研究
【来源作者】华金秋／华金科
【期 刊】科技进步与对策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410082
【年代卷期】2006,23(02).-36-38

第139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352006070007
【来源篇名】信息化模型的评价方法研究
【来源作者】张灵莹
【期 刊】科技进步与对策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7).-37-40

第140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602006040008
【来源篇名】我国高校学术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来源作者】张兆芹／王妮
【期 刊】高等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27(04).-39-43

第141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782006030021
【来源篇名】篮球运动的规律与哲学思想
【来源作者】张得保／王贺立
【期 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武汉体育学院篮球教研室，430079
【年代卷期】2006,40(03).-75-78

第142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782006080025
【来源篇名】对普通高校体育教学俱乐部实施双语教学的探究
【来源作者】张得保／刘四
【期 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商丘师范学院体育系，476000
【年代卷期】2006,(08).-95-97

第143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952006040011
【来源篇名】我国技术管理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
【来源作者】刘建／王卫仑／宋博通／区莹／邹离湘／王刚
【期 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年代卷期】2006,(04).-48-52

第144条记录

【文件序号】42I0052006060012
【来源篇名】圣经的叙事话语
【来源作者】刘洪一
【期 刊】外国文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28(06).-139-145

第145条记录

【文件序号】42Z0052006010015
【来源篇名】春秋占筮心理探讨
【来源作者】曹兆兰
【期 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45(01).-90-95

第146条记录

【文件序号】42Z0122006020017
【来源篇名】日本与“中国差别”政策的废除
【来源作者】徐建华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6,59(02).-218-223

第147条记录



【文件序号】42Z0122006060032
【来源篇名】与名家一起逛书城——读《名家走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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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59(06).-830-831

第148条记录

【文件序号】43C0322006070023
【来源篇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体的认知协调
【来源作者】张雅琴
【期 刊】求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7).-67-69,84

第149条记录

【文件序号】43C0322006090047
【来源篇名】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及对教育促动的思考
【来源作者】屠海婷
【期 刊】求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9).-143-145

第150条记录

【文件序号】43F0392006010013
【来源篇名】应该将扩大消费需求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来源作者】国世平／胡延平
【期 刊】消费经济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金融系／辽宁大学
【年代卷期】2006,22(01).-21-22

第151条记录

【文件序号】43G0222006030026
【来源篇名】当代“伪书”的法律分析及图书馆的对策
【来源作者】叶建华
【期 刊】图书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6,(03).-91-93

第152条记录

【文件序号】43G0222006040031
【来源篇名】高校图书馆图书采购招标新论
【来源作者】吴锦荣
【期 刊】图书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6,(04).-92-94

第15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B0272006020007
【来源篇名】无知、自由与法律
【来源作者】马云驰
【期 刊】现代哲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47-51

第15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B0272006030018
【来源篇名】N.哈特曼的价值柏拉图主义
【来源作者】董世峰



【期 刊】现代哲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6,(03).-114-121

第15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072006030011
【来源篇名】台湾文科期刊学术评估机制研究
【来源作者】陈红
【期 刊】广东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6,(03).-65-70

第15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072006040008
【来源篇名】经济、伦理与和谐：SA8000的意义与价值
【来源作者】马云驰
【期 刊】广东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年代卷期】2006,(04).-44-49

第15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072006040038
【来源篇名】农村社会福利的制度转型和政策选择
【来源作者】徐道稳
【期 刊】广东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年代卷期】2006,(04).-185-190

第15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472006020024
【来源篇名】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差异性形式机制
【来源作者】刘鹏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130-133

第15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472006040007
【来源篇名】“消费者剩余”与社会经济福利感
【来源作者】陶一桃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4).-37-41

第16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472006040021
【来源篇名】抗日战争中的漫画宣传运动
【来源作者】刘椿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年代卷期】2006,(04).-112-116

第16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472006070006
【来源篇名】科学和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分化与确立
【来源作者】董世峰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院
【年代卷期】2006,(07).-33-38



第16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F0692006020007
【来源篇名】将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提交DSB解决的理论研究
【来源作者】刘阳
【期 刊】国际经贸探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22(02).-34-37

第16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F0912006070011
【来源篇名】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相关主体的利益均衡分析
【来源作者】赵晋琳
【期 刊】涉外税务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7).-43-45

第16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F1072006110008
【来源篇名】财务报告欺诈的行业特征及其对审计的意义
【来源作者】柳木华
【期 刊】证券市场导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会计系
【年代卷期】2006,(11).-52-57

第16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0242006010041
【来源篇名】论新形势下建筑院校图书馆的采访工作
【来源作者】钟月钦
【期 刊】图书馆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年代卷期】2006,26(01).-121-123

第16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0242006020069
【来源篇名】高校图书馆在线信息素质教育模式的探讨与研究
【来源作者】叶建华
【期 刊】图书馆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6,26(02).-206-208

第16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0242006030049
【来源篇名】数字资源与馆藏发展政策
【来源作者】胡振宁
【期 刊】图书馆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6,26(03).-149-151

第16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0242006040019
【来源篇名】高校图书馆办公室主任的信息意识与创新能力略论
【来源作者】吉汀
【期 刊】图书馆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6,26(04).-62-63,45

第16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022006050027



【来源篇名】研发联盟风险及其防范
【来源作者】华金秋／华金科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410082
【年代卷期】2006,26(05).-85-86,96

第17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022006060020
【来源篇名】广州、深圳、珠海软件产业比较研究
【来源作者】华金秋／李丽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26(06).-60-63

第17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022006080020
【来源篇名】从三元参与者与大学科技园的互动博弈看大学科技园的发展
【来源作者】刘军山／孙宏元／魏兴华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资产设备处／深圳大学科技处／深圳大学科技处
【年代卷期】2006,26(08).-67-69

第17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022006100042
【来源篇名】推进高校岗位聘任制度的政策环境问题及对策
【来源作者】王军／曾雪珊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人事处／深圳大学人事处
【年代卷期】2006,26(10).-135-136,142

第17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02
【来源篇名】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完善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来源作者】黄卫平／谢振才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1).-9-14

第17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09
【来源篇名】试析尼采的“永恒轮回说”
【来源作者】杨茂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
【年代卷期】2006,(01).-40-45

第17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10
【来源篇名】康德“绝对命令”的存在论追问及超越
【来源作者】傅鹤鸣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6,(01).-46-50

第17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11
【来源篇名】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恩格斯与民粹派思想比较研究
【来源作者】罗保国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年代卷期】2006,(01).-51-56

第17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13
【来源篇名】WTO内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弊分析
【来源作者】叶兴平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1).-62-68

第17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14
【来源篇名】刑法语言的向度
【来源作者】吴学斌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1).-69-74

第17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16
【来源篇名】中国公用事业民营化：基于契约的治理
【来源作者】崔宏轶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年代卷期】2006,(01).-81-85

第18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17
【来源篇名】基于X效率提升的和谐型员工关系管理模型分析
【来源作者】陈淑妮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01).-86-90

第18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19
【来源篇名】广义移民与文化离散——有关拓展当代文学阐释基础的思考
【来源作者】钱超英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年代卷期】2006,(01).-97-101

第18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20
【来源篇名】“睹物象以致思”：卫恒的书法美学
【来源作者】李健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01).-102-108

第18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23
【来源篇名】课程理论研究的方法与逻辑
【来源作者】高天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01).-121-125



第18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10024
【来源篇名】“设计之都”建设的一次理论奠基——“2005'深圳设计论坛”综述
【来源作者】崔育斌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年代卷期】2006,(01).-126-128

第18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01
【来源篇名】论经济特区的模式转换与体制创新——经济一体化时代深圳特区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来源作者】魏达志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5-9

第18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02
【来源篇名】关于“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分析
【来源作者】陶一桃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10-14

第18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12
【来源篇名】池田大作“中道人本主义”论析
【来源作者】关志钢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
【年代卷期】2006,(02).-64-69

第18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13
【来源篇名】公民道德：道德建设制度化的视域探讨
【来源作者】黄月细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6,(02).-70-74

第18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14
【来源篇名】行业自治及其限制：行业协会研究论纲
【来源作者】黎军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75-78

第19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15
【来源篇名】股东代表诉讼中董事诉讼费用补偿研究
【来源作者】蔡元庆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79-83

第19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16
【来源篇名】日本国家战略与中日能源竞争



【来源作者】徐建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年代卷期】2006,(02).-84-89

第19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17
【来源篇名】准时生产系统实施的文化环境
【来源作者】冯建民／陈智民／杨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90-93

第19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18
【来源篇名】品类个性的形成与作用机理
【来源作者】周志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94-99

第19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19
【来源篇名】左联组织框架中的左翼作家身份
【来源作者】曹清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100-106

第19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20
【来源篇名】从《这幅画》看海勒的历史观
【来源作者】叶拉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02).-107-110

第19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22
【来源篇名】再论同文馆之争
【来源作者】项锷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
【年代卷期】2006,(02).-117-121

第19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20024
【来源篇名】图书馆文化与流通服务中的非语言沟通
【来源作者】李津慧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6,(02).-126-128

第19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01
【来源篇名】深圳创建一流大学问题研究
【来源作者】郭茂佳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03).-5-10

第19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04
【来源篇名】地区电子政务的发展环境分析及对策建议
【来源作者】刘耀／谢华清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21-26

第20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05
【来源篇名】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人民观的历史演进
【来源作者】吕元礼／黄薇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3).-27-31

第20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07
【来源篇名】社会发展与发展型社会政策
【来源作者】徐道稳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38-44

第20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13
【来源篇名】文学传统与新都市小说
【来源作者】陈继会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研究生部
【年代卷期】2006,(03).-68-70

第20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14
【来源篇名】文学生产机制与新都市小说
【来源作者】谢晓霞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71-74

第20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15
【来源篇名】都市想像与新都市小说
【来源作者】王素霞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
【年代卷期】2006,(03).-74-77

第20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16
【来源篇名】唐代赋学思想发展脉络初探
【来源作者】唐小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78-83

第20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20
【来源篇名】符号理论之于产品设计影响探微
【来源作者】王方良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102-106

第20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21
【来源篇名】非物质社会的互动式设计研究
【来源作者】余晓宝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107-110

第20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23
【来源篇名】学校德育实效性的现实挑战和理论反思
【来源作者】张雅琴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116-119

第20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24
【来源篇名】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来源作者】李兴敏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120-122

第21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30025
【来源篇名】论语文课程改革的制约因素
【来源作者】郭琦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123-127

第21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03
【来源篇名】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印关系
【来源作者】郁龙余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23(04).-14-17

第21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04
【来源篇名】深圳经济特区文化创新功能的生成与发展
【来源作者】吴俊忠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处
【年代卷期】2006,23(04).-18-24

第21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05
【来源篇名】试论《太玄》与古易的关系
【来源作者】问永宁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国学所
【年代卷期】2006,23(04).-25-28

第21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07
【来源篇名】消费需求：消费热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来源作者】刘群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4).-33-37

第21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08
【来源篇名】经济转型时期的个人收入差距分析
【来源作者】高兴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23(04).-38-42

第21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10
【来源篇名】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刑事执法制度改革——以不规范执法制度的成因及其规制为中心
【来源作者】彭勃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4).-47-51

第21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11
【来源篇名】类比法律推理的性质与难题
【来源作者】吴学斌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4).-52-57

第21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16
【来源篇名】约其精致，蕴我深长——关于当代格律诗词写作的几个问题
【来源作者】潘海东／白丽君／林训涛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4).-82-86

第21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17
【来源篇名】音乐审美过程的音乐阐释形象及意义深度
【来源作者】周春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4).-87-90

第22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18
【来源篇名】流行音乐的社会文化属性
【来源作者】谷勇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4).-91-94



第22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19
【来源篇名】试论民族音乐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来源作者】吴宜璇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生处
【年代卷期】2006,23(04).-95-98

第22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20
【来源篇名】美国宗教与通俗文化
【来源作者】刘智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4).-99-102

第22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21
【来源篇名】从“事实”与元现象看英语补语小句递归性
【来源作者】王瑾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4).-103-108

第22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22
【来源篇名】后教学法与教学法：继承和超越
【来源作者】胡亦杰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4).-109-112

第22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24
【来源篇名】学校德育心理环境的整体建构
【来源作者】曾庆璋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生处
【年代卷期】2006,23(04).-118-120

第22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25
【来源篇名】论以终身体育为目标的大学体育教学改革
【来源作者】欧阳萍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
【年代卷期】2006,23(04).-121-124

第22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40026
【来源篇名】高校后勤社会化之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来源作者】卓强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后勤处
【年代卷期】2006,23(04).-125-127

第22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50009



【来源篇名】石油的国际供求、定价机制与我国的石油安全问题
【来源作者】曹龙骐／郑建明／徐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10073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6,23(05).-48-52

第22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50018
【来源篇名】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和解之路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5).-99-105

第23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50019
【来源篇名】都市生存的文化策略与族群认同——对一个苗族流动群体的个案研究
【来源作者】王琛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年代卷期】2006,23(05).-106-110

第23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50020
【来源篇名】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来源作者】李红霞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
【年代卷期】2006,23(05).-111-116

第23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03
【来源篇名】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影响
【来源作者】吴俊忠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6).-14-21

第23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04
【来源篇名】东盟对东亚合作基础的转变与“C—P—C通道”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视野中深圳与东盟的经贸合作
【来源作者】魏达志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06).-22-27

第23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08
【来源篇名】再论公正创造和谐
【来源作者】苏东斌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06).-41-51

第23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09
【来源篇名】论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
【来源作者】陈建华／林宇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6).-52-57

第23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10
【来源篇名】社会和谐与心理和谐——对残障人心理和谐程度的测评
【来源作者】周林刚／周胡增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汕头大学公共管理系，515063
【年代卷期】2006,(06).-58-62

第23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11
【来源篇名】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辩证关系
【来源作者】赵宇峰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6).-63-67

第23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12
【来源篇名】睦邻友好政策：和谐社会外部环境的逻辑构建
【来源作者】姜安／娄亚萍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
【年代卷期】2006,(06).-68-72

第23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16
【来源篇名】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揭示——对萨特《墙》的解读
【来源作者】李克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
【年代卷期】2006,(06).-93-98

第24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17
【来源篇名】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大众文化
【来源作者】徐海波／黄冬玲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6).-99-103

第24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18
【来源篇名】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
【来源作者】何道宽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6,(06).-104-108

第24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20
【来源篇名】大学定位与制度创新
【来源作者】肖海涛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6).-113-117



第24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21
【来源篇名】对符号任意性的反思
【来源作者】王家钺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年代卷期】2006,(06).-118-123

第24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6060022
【来源篇名】移情类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及其修辞特色
【来源作者】高英凯／王婷婷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年代卷期】2006,(06).-124-128

第245条记录

【文件序号】51B0182006010003
【来源篇名】论老庄养生哲学
【来源作者】游建西
【期 刊】宗教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历史部
【年代卷期】2006,(01).-17-21

第246条记录

【文件序号】51D0602006030022
【来源篇名】经营判断原则在日本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来源作者】蔡元庆
【期 刊】现代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6,(03).-182-193

第247条记录

【文件序号】51F0352006040031
【来源篇名】银行的信息化与管理变革
【来源作者】何静
【期 刊】经济体制改革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
【年代卷期】2006,(04).-127-130

第248条记录

【文件序号】51F0772006090017
【来源篇名】关于转让定价调整方法的比较分析
【来源作者】赵晋琳
【期 刊】财经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6,(09).-114-118

第249条记录

【文件序号】51G0062006040017
【来源篇名】香港免费报纸的经营策略
【来源作者】刘劲松
【期 刊】新闻界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系
【年代卷期】2006,(04).-37-38

第250条记录

【文件序号】51G0402006010031
【来源篇名】基于技术标准的企业协作研发收益分配研究



【来源作者】华金秋／华金科
【期 刊】软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410082
【年代卷期】2006,20(01).-123-125,137

第251条记录

【文件序号】51G0772006010009
【来源篇名】苏格兰高尔夫球场设施管理研究
【来源作者】张雅琴
【期 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年代卷期】2006,32(01).-35-37,46

第252条记录

【文件序号】51G0772006040033
【来源篇名】论体育课程内容纵向组织过程中的基本设计向度
【来源作者】张勤
【期 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年代卷期】2006,32(04).-125-128

第253条记录

【文件序号】52C0092006030018
【来源篇名】异化理论：嬗变与社会批判意义
【来源作者】罗保国
【期 刊】贵州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03).-65-68

第254条记录

【文件序号】61G0472006010032
【来源篇名】基于本体面向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来源作者】叶建华
【期 刊】情报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6,25(01).-85-87

第255条记录

【文件序号】62C0052006050029
【来源篇名】铲除地下“六合彩”，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期于G省P市的实证分析
【来源作者】周林刚
【期 刊】甘肃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6,(05).-102-104,111

第256条记录

【文件序号】62C0052006050060
【来源篇名】人类认知对象的发生学考察
【来源作者】董世锋
【期 刊】甘肃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年代卷期】2006,(05).-218-220

第257条记录

【文件序号】62G0932006060014
【来源篇名】概念图、思维导图的结合对教与学的辅助性研究
【来源作者】杨凌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年代卷期】2006,(06).-59-61

第258条记录

【文件序号】62G0932006070015
【来源篇名】下一代互联网及其对e—Learning的影响
【来源作者】李兴敏／叶成林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6,(07).-56-59

第259条记录

【文件序号】62Z0072006030025
【来源篇名】确立学校德育的资源意识
【来源作者】张雅琴
【期 刊】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年代卷期】2006,34(03).-1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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