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2007年）

共 269 条记录

作者机构 = 深圳大学（邮编：518060）
所选数据库 = 2007年来源文献数据库

第1条记录

【篇 名】和谐社会理性政治治理的价值向度
【作 者】姜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0
【来源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代卷期】2007,(01).-157-160

第2条记录

【篇 名】网络信息社会境遇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作 者】江潭瑜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党委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1/G6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代卷期】2007,(03).-166-169

第3条记录

【篇 名】不平等为何重要？
【作 者】米利班德·爱德华／邢立军
【作者机构】英国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深圳大学社科部
【文献类型】译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代卷期】2007,(04).-66-72

第4条记录

【篇 名】邓小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
【作 者】樊秋莹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马克思主义
【中图类号】A84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代卷期】2007,(04).-192-194

第5条记录

【篇 名】把组织嵌入社会：对深圳市南山区社区党建的考察
【作 者】陈家喜／黄卫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2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代卷期】2007,(06).-84-89

第6条记录

【篇 名】经济转型后的城市基层政治社会秩序重构——“深圳市南山区城市社区和谐治理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 者】唐娟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文献类型】会议综述与纪要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D6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代卷期】2007,(06).-90-95

第7条记录

【篇 名】开发执政资源，实现社会再整合
【作 者】邹树彬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政治学
【中图类号】D63/D2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代卷期】2007,(06).-96-97

第8条记录

【篇 名】“大众文化”生成的历史逻辑
【作 者】徐海波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文化学
【中图类号】G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国外理论动态
【年代卷期】2007,(06).-76-78

第9条记录

【篇 名】解析德沃金自由主义式的平等观
【作 者】傅鹤鸣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08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国外理论动态
【年代卷期】2007,(07).-50-54

第10条记录

【篇 名】中国领导者队伍的现状与未来
【作 者】桑顿·约翰·L.／张定淮／金姗姗
【作者机构】清华大学／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文献类型】译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国外理论动态
【年代卷期】2007,(07).-72-74,89



第11条记录

【篇 名】“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 者】问永宁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哲学系，518060
【文献类型】会议综述与纪要
【学科类别】哲学／社会科学总论
【中图类号】B2/C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哲学动态
【年代卷期】2007,(05).-75-76

第12条记录

【篇 名】康德时间悖论的终结
【作 者】汪天文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
【年代卷期】2007,23(02).-36-39

第13条记录

【篇 名】青少年人格、人口学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
【作 者】张兴贵／何立国／贾丽
【作者机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51042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51042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心理学
【中图类号】B844.2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五”规划第二批项目（JYKY040230）
【来源期刊】心理发展与教育
【年代卷期】2007,23(01).-46-53

第14条记录

【篇 名】幼儿是如何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信念还是规则？
【作 者】李晓东／周双珠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心理学
【中图类号】B844.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心理发展与教育
【年代卷期】2007,23(03).-1-5

第15条记录

【篇 名】多重情绪智力量表（MEIS）的信度、结构效度及应用评价研究
【作 者】曹蓉／王晓钧
【作者机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710054／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心理学
【中图类号】B840
【基金项目】教育部“十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DBB010522）
【来源期刊】心理科学
【年代卷期】2007,30(02).-419-421

第16条记录

【篇 名】理雅各的儒教—神论
【作 者】宾静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宗教学
【中图类号】B98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世界宗教研究
【年代卷期】2007,(02).-134-143

第17条记录

【篇 名】“一枝藤杖平生事”——宋代文人的杖及其文化蕴涵
【作 者】沈金浩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6.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1).-157-167

第18条记录

【篇 名】我国区域性人才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
【作 者】李永华／刘军／石金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上海交通大学，20003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C9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年代卷期】2007,34(01).-18-20

第19条记录

【篇 名】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与农民工集体消费——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
【作 者】周林刚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063.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人口科学
【年代卷期】2007,(04).-88-94

第20条记录

【篇 名】中国证券市场可预测性实证分析
【作 者】魏正红／张术林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中山大学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统计
【年代卷期】2007,(08).-55-56

第21条记录

【篇 名】转型期国有企业员工留职原因初探
【作 者】李永华／石金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F240/F2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年代卷期】2007,(05).-99-101

第22条记录

【篇 名】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作 者】江潭瑜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党委，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新视野
【年代卷期】2007,(06).-80-82

第23条记录

【篇 名】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推进中的社会舆论动员
【作 者】林晓光／范晓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50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度规划项目（70L01）
【来源期刊】当代亚太
【年代卷期】2007,(11).-22-33

第24条记录

【篇 名】行政问责模式与中国的可行性选择
【作 者】宋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法学
【中图类号】D630/D912.1
【基金项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6年度课题（06ZXZ01）
【来源期刊】中国行政管理
【年代卷期】2007,(02).-9-13

第25条记录

【篇 名】欧洲行政传统及其现代演进
【作 者】谭功荣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法学
【中图类号】D035/D912.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行政管理
【年代卷期】2007,(06).-104-107

第26条记录

【篇 名】中国地方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历程与特点：以深圳特区为例的分析
【作 者】汪永成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D63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05-0749）
【来源期刊】中国行政管理
【年代卷期】2007,(08).-18-21

第27条记录



【篇 名】南山和谐社区建设：党、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作 者】黄卫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社会学
【中图类号】C912.8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行政管理
【年代卷期】2007,(09).-8

第28条记录

【篇 名】使人民民主制度在基层运转起来
【作 者】唐娟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社会学／政治学
【中图类号】C912.8/D2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行政管理
【年代卷期】2007,(09).-12

第29条记录

【篇 名】我国银行破产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作 者】王楠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法学家
【年代卷期】2007,(04).-77-85

第30条记录

【篇 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前行——R.K.纳拉扬早期小说解读
【作 者】杨晓霞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7.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南亚研究
【年代卷期】2007,(02).-83-86

第31条记录

【篇 名】举一炬以照梵华——《中国印度诗学比较》评介
【作 者】李朗宁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
【文献类型】图书评论
【学科类别】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G23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南亚研究
【年代卷期】2007,(02).-93-96

第32条记录

【篇 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作 者】张春阳／吕元礼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50
【基金项目】2005年广东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华人政治文化与政党政治：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之比较”
【来源期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年代卷期】2007,11(01).-68-71

第33条记录

【篇 名】中国协商式民主实证研究
【作 者】程浩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0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年代卷期】2007,11(03).-45-50

第34条记录

【篇 名】邓小平如何辩证分析资本主义
【作 者】樊秋莹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马克思主义
【中图类号】A84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年代卷期】2007,11(04).-75-79

第35条记录

【篇 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行政趋同分析
【作 者】谭功荣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5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2007,(04).-96-99

第36条记录

【篇 名】社会稳定的制度分析与政策建议
【作 者】罗来武／雷蔚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社会学
【中图类号】C912.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年代卷期】2007,(01).-155-159
【关 键 词】社会稳定／制度建设／管理机制／社会结构

第37条记录

【篇 名】关于执政问题的制度与理论分析
【作 者】罗来武／雷蔚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2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年代卷期】2007,(04).-111-114



第38条记录

【篇 名】和谐社会目标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模式与总体设计
【作 者】陈建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社会学
【中图类号】F069/C913.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度规划基金项目（05JA84000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一般项目
（06D0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3JZD0022）
【来源期刊】经济学动态
【年代卷期】2007,(05).-64-67

第39条记录

【篇 名】影响深圳加工贸易升级的因素分析及对策建议
【作 者】罗清和／周允生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7/F7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经济学动态
【年代卷期】2007,(06).-43-45

第40条记录

【篇 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
【作 者】杜婷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015/F22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世界经济
【年代卷期】2007,(04).-3-12

第41条记录

【篇 名】深圳民营企业外贸出口增长的实证分析
【作 者】江虹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7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国际贸易问题
【年代卷期】2007,(04).-76-80

第42条记录

【篇 名】论寿险公司成长的阶段性战略
【作 者】谢圣远／唐玉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710068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保险研究
【年代卷期】2007,(01).-44-46

第43条记录

【篇 名】投资环境建设的制度分析与比较分析



【作 者】罗来武／雷蔚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00／江西师范大学，33000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F061.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经济管理
【年代卷期】2007,29(04).-34-37

第44条记录

【篇 名】上市公司年报“补丁”的特征和市场反应
【作 者】周洋／李若山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F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632002）
【来源期刊】审计研究
【年代卷期】2007,(04).-67-73

第45条记录

【篇 名】中国股市收益率分布特征的实证研究
【作 者】蒋春福／李善民／梁四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中山大学管理学院，510275／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51032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0/F22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501034）
【来源期刊】数理统计与管理
【年代卷期】2007,26(04).-710-717

第46条记录

【篇 名】轨道交通对站点周边商业地价的影响
【作 者】庄焰／郑贤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293.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土地科学
【年代卷期】2007,21(04).-38-43

第47条记录

【篇 名】当前我国货币供给内外生性辨析及政策启示
【作 者】鲁国强／曹龙骐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2007,(10).-32-37

第48条记录

【篇 名】加强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作 者】尹作亮／潘希宏／王子霂
【作者机构】华中师范大学，430079／北京大学，100871／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2007,(12).-44-48

第49条记录

【篇 名】深圳房价的“特区速度”
【作 者】罗海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2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经济导刊
【年代卷期】2007,(12).-28-31
【关 键 词】深圳房价／房价特区速度／房产商暴利／房产市场失控

第50条记录

【篇 名】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
【作 者】苗大培／刘艳丽／刘国永／贺凤翔／丁鹏／黄金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济南大学法学院，250022／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100061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体育学
【中图类号】G812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642SS04042）
【来源期刊】体育科学
【年代卷期】2007,27(06).-8-16

第51条记录

【篇 名】中国优秀棒球投手选材的研究
【作 者】席翼／杨谦／谭思洁／姜达维／张一兵／严丽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山东体育学院训练处，250001／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系，300381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体育学
【中图类号】G848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子课题（2001BA904B01-15）
【来源期刊】体育科学
【年代卷期】2007,27(06).-24-28,34

第52条记录

【篇 名】竞争情报系统监控引擎的研究与设计
【作 者】宋振晖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管理学
【中图类号】G35/F27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年代卷期】2007,(06).-56-59

第53条记录

【篇 名】基于学科馆员制的信息支持系统构建
【作 者】金业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G25
【基金项目】2006年深圳大学人文社科一般项目（4JYY）
【来源期刊】情报理论与实践
【年代卷期】2007,30(05).-659-662



第54条记录

【篇 名】中西方纪录片的“文化折扣”现象研究
【作 者】何建平／赵毅岗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G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2007,(03).-100-104

第55条记录

【篇 名】美学视野中的网络传播
【作 者】孙海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G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ZW010）
【来源期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2007,(04).-97-100

第56条记录

【篇 名】论中国高校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构建
【作 者】李文群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64/G4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2007,28(05).-105-110

第57条记录

【篇 名】媒介环境学辨析
【作 者】何道宽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G2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国际新闻界
【年代卷期】2007,(01).-46-49

第58条记录

【篇 名】决定受众选择互联网的因素研究——对权衡需求理论的再检验
【作 者】王晓华／严丽娜
【作者机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G20/G21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国际新闻界
【年代卷期】2007,(03).-50-53

第59条记录

【篇 名】第三者效果与网络不良信息管理
【作 者】周裕琼／潘晓慧／严丽娜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G20/G2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国际新闻界
【年代卷期】2007,(07).-62-65

第60条记录

【篇 名】印刷传播与印刷时代的社会化
【作 者】李明伟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G2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国际新闻界
【年代卷期】2007,(07).-71-74

第61条记录

【篇 名】论电脑的虚拟现实
【作 者】孙海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G206/G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ZW010）
【来源期刊】国际新闻界
【年代卷期】2007,(10).-49-52,62

第62条记录

【篇 名】论媒介形象及其生产特征
【作 者】吴予敏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G210/G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W010）
【来源期刊】国际新闻界
【年代卷期】2007,(11).-51-55

第63条记录

【篇 名】中国高校对深圳在职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影响力的调研分析
【作 者】李忠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调研报告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64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年代卷期】2007,(05).-32-36

第64条记录

【篇 名】论教学内容创生：规定性要素及基本路径
【作 者】李臣之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课程·教材·教法



【年代卷期】2007,27(02).-3-9

第65条记录

【篇 名】英国小学课堂生态交往·监控·倾听
【作 者】高天明／熊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广东教育学院，510303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课程·教材·教法
【年代卷期】2007,27(09).-92-96

第66条记录

【篇 名】大学体育课程“四三”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作 者】陈小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体育学
【中图类号】G80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2007,30(06).-813-816

第67条记录

【篇 名】现代高尔夫运动中国源流考
【作 者】张晓春／吴亚初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体育学
【中图类号】G8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2007,30(09).-1295-封3

第68条记录

【篇 名】网络环境下主题式学习的教学设计与实施
【作 者】董志彪／李文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3/G4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电化教育
【年代卷期】2007,(08).-82-85

第69条记录

【篇 名】我国中老年健身秧歌规定套路创编与实践效果研究
【作 者】路凤萍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体育学
【中图类号】G80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体育科技
【年代卷期】2007,43(02).-64-67,119

第70条记录

【篇 名】信息化建设与数字校园探索



【作 者】张凡／陈思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现代教育技术
【年代卷期】2007,17(01).-83-87,94

第71条记录

【篇 名】中国古代审美创造“物化”论
【作 者】章必功／李健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8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文学评论
【年代卷期】2007,(01).-23-29

第72条记录

【篇 名】试论李白乐府诗与曲子词创作之关系
【作 者】刘尊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6.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文学遗产
【年代卷期】2007,(06).-47-53

第73条记录

【篇 名】原始艺术在原始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位置
【作 者】黄永健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艺术学
【中图类号】J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文艺研究
【年代卷期】2007,(08).-158-161

第74条记录

【篇 名】一个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论老子“道”本体的无限性及其审美转向
【作 者】郭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B2/I0-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文艺研究
【年代卷期】2007,(11).-67-75

第75条记录

【篇 名】后现代姨妈与真实许鞍华——许鞍华访谈
【作 者】许鞍华／刘辉／许乐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北京电影学院
【文献类型】其他
【学科类别】艺术学
【中图类号】J9-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电影艺术
【年代卷期】2007,(03).-69-74

第76条记录

【篇 名】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
【作 者】陈时鑫／刘辉
【作者机构】澳门大学传播系／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译文
【学科类别】艺术学
【中图类号】J9-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电影艺术
【年代卷期】2007,(04).-111-115

第77条记录

【篇 名】失语者、边缘城市和战时电影
【作 者】刘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图书评论
【学科类别】艺术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J9-1/G23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电影艺术
【年代卷期】2007,(04).-149-151

第78条记录

【篇 名】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基督原型
【作 者】刘智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艺术学
【中图类号】J9-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当代电影
【年代卷期】2007,(01).-126-129

第79条记录

【篇 名】理解香港影业和中国电影的钥匙——电影人吴思远
【作 者】刘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传记资料
【学科类别】艺术学／历史学
【中图类号】J9-1/K8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当代电影
【年代卷期】2007,(03).-83-88

第80条记录

【篇 名】新媒体与中国动漫产业互动机制研究
【作 者】何建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艺术学
【中图类号】G20/J9
【基金项目】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05CC074）／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专项课题《深圳市动漫产业价值链的建构》
【来源期刊】当代电影
【年代卷期】2007,(05).-57-62

第81条记录



【篇 名】时间问题：自然科学的困惑与出路
【作 者】汪天文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016.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年代卷期】2007,44(04).-52-58

第82条记录

【篇 名】北京、广东、上海软件产业比较研究
【作 者】华金秋／李丽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061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课题（2003C70157）
【来源期刊】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代卷期】2007,(04).-112-116

第83条记录

【篇 名】品牌关系型态之本土化研究
【作 者】周志民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71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5301010）／深圳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0541）
【来源期刊】南开管理评论
【年代卷期】2007,(02).-69-75

第84条记录

【篇 名】知识与能力：中国企业集团资源导向战略的实证研究
【作 者】林梅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F270/C9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04JZD0018）
【来源期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年代卷期】2007,28(12).-107-110

第85条记录

【篇 名】优秀速滑运动员入弯道与出弯道蹬冰技术特征的比较研究
【作 者】王玫／陈民盛／李贵阳
【作者机构】长春税务学院体育教研部，130117／深圳大学体育系，518060／吉林大学体育学院，130013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体育学
【中图类号】G804/G86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奥运攻关项目（03037）
【来源期刊】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2007,22(05).-382-384

第86条记录

【篇 名】思维类型辨析
【作 者】李祖扬／汪天文
【作者机构】南开大学哲学系，300071／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8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南开学报（哲社版）
【年代卷期】2007,(01).-93-100

第87条记录

【篇 名】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研究
【作 者】苏方国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F24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生产力研究
【年代卷期】2007,(13).-3-5

第88条记录

【篇 名】战略责任视角下的经济责任审计
【作 者】刘浩然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2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生产力研究
【年代卷期】2007,(20).-142-144,150

第89条记录

【篇 名】论学术编辑必须处理好的六大关系
【作 者】张西山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G23/G21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编辑之友
【年代卷期】2007,(02).-46-48

第90条记录

【篇 名】风险变动对个人保险需求的影响——基于期望效用与均值一均方差的分析
【作 者】谢圣远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5JA630036）／深圳大学人文社科项目（X0701）
【来源期刊】财经问题研究
【年代卷期】2007,(06).-60-64

第91条记录

【篇 名】语码转换的功能及其体现模式——中文报章中英语码转换的功能分析
【作 者】王瑾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语言学
【中图类号】H0-01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X0527）
【来源期刊】外语与外语教学
【年代卷期】2007,(07).-17-20,43



第92条记录

【篇 名】我国股价波动的政策干预效应——基于ARCH类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
【作 者】徐晓光／黄国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当代经济研究
【年代卷期】2007,(04).-67-70

第93条记录

【篇 名】正确理解个人所得税公平调节的两个关系
【作 者】徐进／罗瑜亭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当代经济研究
【年代卷期】2007,(05).-67-69

第94条记录

【篇 名】充分发挥保险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作 者】李文群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当代经济研究
【年代卷期】2007,(06).-58-61

第95条记录

【篇 名】我国逆向物流发展的政府策略研究
【作 者】周启蕾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F25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经济纵横
【年代卷期】2007,(01).-32-33

第96条记录

【篇 名】国外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做法及启示
【作 者】曾珠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经济纵横
【年代卷期】2007,(11).-61-63

第97条记录

【篇 名】行政问责的范式变化：从传统到现代
【作 者】宋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年代卷期】2007,(01).-68-72

第98条记录

【篇 名】作为现代性基本现象的技术主义
【作 者】张以明／张英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100081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0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06C03）
【来源期刊】学习与探索
【年代卷期】2007,(05).-29-34

第99条记录

【篇 名】消费价值三维驱动因素研究——以移动通信品牌为例
【作 者】周志民／张晓生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713.50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5301010）／深圳大学科研启动基金（200541）
【来源期刊】管理科学
【年代卷期】2007,20(01).-46-53

第100条记录

【篇 名】真、善、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作 者】刘志山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6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理论探讨
【年代卷期】2007,(01).-16-18

第101条记录

【篇 名】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作 者】徐海波／杨显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5规划基金项目（05JA710014）
【来源期刊】理论探讨
【年代卷期】2007,(01).-64-66

第102条记录

【篇 名】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走向马克思主义执政理念的新发展
【作 者】汪天文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2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理论探讨
【年代卷期】2007,(02).-120-122

第103条记录

【篇 名】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构成与应对
【作 者】田启波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6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理论探讨
【年代卷期】2007,(04).-70-72

第104条记录

【篇 名】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中的若干辩证关系
【作 者】黄月细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0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理论探讨
【年代卷期】2007,(04).-140-142

第105条记录

【篇 名】行政政治问责的再分析
【作 者】宋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D6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6).-102-109

第106条记录

【篇 名】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契机
【作 者】黄卫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2/D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12).-16-18

第107条记录

【篇 名】以制度化为背景的中国哲学建构
【作 者】景海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学术月刊
【年代卷期】2007,39(03).-59-61

第108条记录



【篇 名】中国哲学“体知”的意义——从西方诠释学的观点看
【作 者】景海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2005年重大项目“儒学与诠释学”
【来源期刊】学术月刊
【年代卷期】2007,39(05).-64-72

第109条记录

【篇 名】从传统理解现代，以现代解释传统——景海峰教授访谈
【作 者】景海峰／高予远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文献类型】其他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学术月刊
【年代卷期】2007,39(05).-154-160

第110条记录

【篇 名】对虚假广告治理的法律分析
【作 者】应飞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信息、权利与交易安全》
【来源期刊】法学
【年代卷期】2007,(03).-81-90

第111条记录

【篇 名】抵触基本法还是符合基本法——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事规则》第57（6）条之定位
【作 者】邹平学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
【文献类型】学术批评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法学
【年代卷期】2007,(05).-7-17

第112条记录

【篇 名】完善我国食品质量信息传导机制应对食品安全问题
【作 者】应飞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政治与法律
【年代卷期】2007,(05).-24-29

第113条记录

【篇 名】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诉讼参加问题研究
【作 者】蔡元庆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2/D91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2007,(02).-37-43

第114条记录

【篇 名】品牌关系研究述评
【作 者】周志民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学科述评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71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5301010）／深圳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0541）
【来源期刊】外国经济与管理
【年代卷期】2007,29(04).-46-54

第115条记录

【篇 名】1998到2001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媒体集团化对于广告产业影响的宏观研究
【作 者】葛岩／李新立
【作者机构】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与传播系，200240／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经济学
【中图类号】G210/F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4&ZD013）
【来源期刊】新闻大学
【年代卷期】2007,(01).-91-97

第116条记录

【篇 名】网上3D虚拟世界及其教育案例分析
【作 者】李文光／郭捷思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34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1LWG）
【来源期刊】开放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2007,13(06).-80-84

第117条记录

【篇 名】《女人》中的女人：翟永明和普拉斯比较研究
【作 者】张晓红／连敏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100089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0-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比较文学
【年代卷期】2007,(01).-106-127

第118条记录

【篇 名】译介中的“知识分子”
【作 者】李小均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语言学
【中图类号】H05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比较文学
【年代卷期】2007,(02).-63-79



第119条记录

【篇 名】横光利一的《上海》之行
【作 者】童晓薇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外国文学
【中图类号】I31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国比较文学
【年代卷期】2007,(03).-102-118

第120条记录

【篇 名】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的生态批评
【作 者】王晓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0-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文艺理论研究
【年代卷期】2007,(01).-108-114

第121条记录

【篇 名】简析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国家统一主张
【作 者】鲍和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历史学
【中图类号】K2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民国档案
【年代卷期】2007,(02).-80-83

第122条记录

【篇 名】论战时教育思潮与战时教育的发展
【作 者】熊贤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历史学
【中图类号】K2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民国档案
【年代卷期】2007,(03).-105-111

第123条记录

【篇 名】论胡适文艺思想的三大矛盾
【作 者】庄锡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04BZW001）／深圳大学校内委托课题
【来源期刊】江苏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3).-180-186

第124条记录

【篇 名】市场经济伦理秩序的思想文化资源
【作 者】马云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82-05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南京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6).-44-47

第125条记录

【篇 名】文化经济、企业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
【作 者】马云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文化学
【中图类号】F27/G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学海
【年代卷期】2007,(01).-195-199

第126条记录

【篇 名】台湾高校学习预警制度及其借鉴
【作 者】华金秋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6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江苏高教
【年代卷期】2007,(05).-136-138

第127条记录

【篇 名】记忆的家园，历史的想象——解读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
【作 者】张晓红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外国文学
【中图类号】I56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当代外国文学
【年代卷期】2007,(02).-85-94

第128条记录

【篇 名】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弱势群体——以消费者等为对象的考察
【作 者】应飞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44(03).-67-74

第129条记录

【篇 名】类皮亚杰数量守恒任务中的负启动效应
【作 者】李晓东／黄艳秋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心理学
【中图类号】B84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应用心理学



【年代卷期】2007,13(02).-149-153

第130条记录

【篇 名】翻译与基督教的兴起
【作 者】阮炜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英语系，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语言学
【中图类号】H05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37(02).-158-165

第131条记录

【篇 名】论诉讼权的宪法保障
【作 者】杨剑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学术界
【年代卷期】2007,(05).-179-183

第132条记录

【篇 名】试析尼采的人性理论
【作 者】杨茂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516.4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年代卷期】2007,31(03).-8-13

第133条记录

【篇 名】在蓝绿两极化困局下“脱色政治”的努力
【作 者】范晓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6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台湾研究集刊
【年代卷期】2007,(03).-27-37

第134条记录

【篇 名】成人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
【作 者】李晓东／黄艳秋／刘萍／徐健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心理学
【中图类号】B842.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心理学探新
【年代卷期】2007,27(03).-44-47

第135条记录

【篇 名】语码转换功能研究：问题与新思路



【作 者】王瑾／李发根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330013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语言学
【中图类号】H0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江西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2).-161-165

第136条记录

【篇 名】差异性时代的总体性：詹姆逊的总体性思想评析
【作 者】邢立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1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江西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10).-89-93

第137条记录

【篇 名】汉镜铭文：完整七言诗成于西汉的确证
【作 者】潘海东／林训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7.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江西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10).-111-114

第138条记录

【篇 名】从“三纲五常”看儒家的宗教性
【作 者】景海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宗教学
【中图类号】B2/B90-0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孔子研究
【年代卷期】2007,(01).-16-18

第139条记录

【篇 名】道家（教）宗教地理思想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贡献
【作 者】游建西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宗教学
【中图类号】B9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7(05).-27-30

第140条记录

【篇 名】Expected Shortfall风险度量的一致性估计
【作 者】蒋春福／尤川川／彭红毅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湖北经济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430205／华南农业大学理学院，510642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0/F2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统计与决策
【年代卷期】2007,(07b).-31-33

第141条记录

【篇 名】上证综合指数与单日成交量的计量模型分析
【作 者】曾梅凤／张仁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暨南大学经济学院，510632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0.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统计与决策
【年代卷期】2007,(03b).-73-74

第142条记录

【篇 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的转化研究
【作 者】徐海波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文化学
【中图类号】G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5规划基金项目（05JA710014）
【来源期刊】社会主义研究
【年代卷期】2007,(01).-143-145

第143条记录

【篇 名】中西之争向古今之争的转换——蔡枢衡法学理论之解读
【作 者】孔庆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0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法商研究
【年代卷期】2007,24(03).-152-160

第144条记录

【篇 名】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的影响
【作 者】叶卫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法商研究
【年代卷期】2007,24(04).-18-23,36

第145条记录

【篇 名】股权特征、控制权收益与企业并购效率
【作 者】魏正红／汪辉／李荣林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海通证券研究所，200177／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200433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F2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2007,(04).-66-72

第146条记录



【篇 名】以创新群为基础的自主创新战略研究
【作 者】周轶昆／张耀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暨南大学管理学院，510632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G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041）／广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004B70102053）
【来源期刊】科技进步与对策
【年代卷期】2007,24(06).-5-8

第147条记录

【篇 名】品读大师，高山仰止——《潘懋元教育口述史》评介
【作 者】李均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图书评论
【学科类别】教育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G64/G23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高等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2007,29(07).-98-100

第148条记录

【篇 名】科举考试中对寒士的经济救助
【作 者】熊贤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0-0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教育研究与实验
【年代卷期】2007,(05).-28-31

第149条记录

【篇 名】论竞技运动员人力资本与产权价值
【作 者】董伦红／张得保
【作者机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518055／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55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体育学
【中图类号】G80-05
【基金项目】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研究课题（955SS06087）
【来源期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2007,41(10).-33-36

第150条记录

【篇 名】试论余家菊的活动教学思想
【作 者】熊贤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0-0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46(05).-121-125

第151条记录

【篇 名】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作 者】徐建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88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年代卷期】2007,60(01).-108-113

第152条记录

【篇 名】“小”词缀化原因、词缀化类型的语义学分析
【作 者】杨爱姣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语言学
【中图类号】H0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年代卷期】2007,60(03).-323-328

第153条记录

【篇 名】普遍性原则：宪政民主的理想目标——评《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
【作 者】张定淮／黄国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中山大学南方学院，51097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法学
【中图类号】D0/D91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代卷期】2007,60(03).-400-406

第154条记录

【篇 名】翻译文学在中国近代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演变
【作 者】廖蓓辉／范晓燕
【作者机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410004／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0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外国文学
【中图类号】I109.4
【基金项目】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青年科学研究基金资助（06036B）
【来源期刊】求索
【年代卷期】2007,(03).-196-197,13

第155条记录

【篇 名】论反垄断法上的效率价值——兼评我国反垄断法草案第二十四条
【作 者】叶卫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求索
【年代卷期】2007,(05).-83-86

第156条记录

【篇 名】周邦彦词与柳俗、苏雅
【作 者】范晓燕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21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7.2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求索
【年代卷期】2007,(12).-167-170



第157条记录

【篇 名】论新形势下图书馆的文献采访工作
【作 者】吴锦荣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G25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7,(04).-99-101,104

第158条记录

【篇 名】失地农民问题与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
【作 者】谢圣远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30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5JA630036）
【来源期刊】经济地理
【年代卷期】2007,27(06).-910-912

第159条记录

【篇 名】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文学学术规范
【作 者】庄锡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6.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04DZW001）
【来源期刊】广东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1).-141-147

第160条记录

【篇 名】CEPA的制度绩效与“邻里效应”分析
【作 者】陶一桃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676.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广东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2).-104-109

第161条记录

【篇 名】香港回归十年经济发展分析
【作 者】钟坚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广东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4).-12-17

第162条记录

【篇 名】论近现代学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诠释
【作 者】黎业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学术研究
【年代卷期】2007,(04).-78-83

第163条记录

【篇 名】“师夷制夷”与太平天国
【作 者】王双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历史学
【中图类号】K2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学术研究
【年代卷期】2007,(11).-98-102

第164条记录

【篇 名】试析高职院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以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数字图书馆建设为例
【作 者】陈小衡／胡振宁
【作者机构】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510405／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G250.7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度规划基金（05JA870002）
【来源期刊】图书馆论坛
【年代卷期】2007,27(04).-64-66

第165条记录

【篇 名】浪漫精神的文学诉求——论浪漫主义研究对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贡献
【作 者】汤奇云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7.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47(03).-31-35

第166条记录

【篇 名】欧美行政传统：概念演绎、要素分析与思维延伸
【作 者】谭功荣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D03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47(05).-103-109

第167条记录

【篇 名】澳门货币替代的演进、特征与未来发展
【作 者】周建珊／钟若愚
【作者机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商务管理系，510520／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2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9(03).-38-42

第168条记录

【篇 名】流浪儿童的性格与行为特点研究
【作 者】李晓东／陈怡／高秋凤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心理学
【中图类号】B844.1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系与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合作项目
【来源期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06).-126-130

第169条记录

【篇 名】从小说创作看美国性伦理与政治意识间互动的演变
【作 者】蒋道超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外国文学
【中图类号】I71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14-22

第170条记录

【篇 名】产业融合：深圳服务业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作 者】钟若愚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民族学
【中图类号】F127.65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33-37

第171条记录

【篇 名】汤一介与新时期的中国哲学建设
【作 者】景海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图学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54-62

第172条记录

【篇 名】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经济制度特征
【作 者】陈国权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新经济制度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0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62-70

第173条记录



【篇 名】后股权分置时代会计行为演变趋势研究
【作 者】柳木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0.42
【基金项目】2005年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71-75

第174条记录

【篇 名】对改进高新技术企业无形资产会计的思考
【作 者】赵文娟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C9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76-80

第175条记录

【篇 名】金融资产收益非对称性分析
【作 者】张术林／魏正红
【作者机构】中山大学管理学院，510075／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81-84

第176条记录

【篇 名】新公共管理阶段行政问责的变化特点
【作 者】宋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D6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84-90

第177条记录

【篇 名】欧洲法院与欧盟法的一般法律原则
【作 者】张英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96-100

第178条记录

【篇 名】竞争立法与竞争秩序建构——以行政垄断规制必要性为中心
【作 者】叶卫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2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107-111

第179条记录

【篇 名】“中和之美”规范下的情与景——论中国古代戏曲导演理论的“意境”观
【作 者】张晓春／陈彩玲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艺术学
【中图类号】J821.1
【基金项目】深圳市社科“十五”规划课题（105A178）／深圳大学人文社科规划课题资助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121-126

第180条记录

【篇 名】网络读写的主体重构
【作 者】孙海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外国文学
【中图类号】I0-0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127-131

第181条记录

【篇 名】镜中之像：自我抗争——解读《不可接触的贱民》
【作 者】杨晓霞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图书评论
【学科类别】外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I351/G23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132-137

第182条记录

【篇 名】成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初探
【作 者】孙忠梅／杨松／屠海婷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教务处，518060／深圳大学成人教育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成人教育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723.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1).-156-160

第183条记录

【篇 名】文化“送去主义”与和谐世界建设
【作 者】沈金浩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文化学
【中图类号】G1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11-16



第184条记录

【篇 名】深圳第三大金融中心区问题研究
【作 者】郭茂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17-23

第185条记录

【篇 名】绿色物流的外部性及其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作 者】周启蕾／胡伟／黄亚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F2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49-53

第186条记录

【篇 名】基于政治认同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作 者】程浩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25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X0518）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54-58

第187条记录

【篇 名】日本的中亚战略——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作 者】徐建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80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67-71

第188条记录

【篇 名】行政授权的若干争议问题探析
【作 者】李海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72-76

第189条记录

【篇 名】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审判籍确定的诚信原则
【作 者】王千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81-84

第190条记录

【篇 名】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的法律性质分析
【作 者】翟玉娟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法学
【中图类号】G64/D9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85-89

第191条记录

【篇 名】论1927年以后鲁迅的“思路”
【作 者】曹清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6.6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人文社科2006年度一般项目（X0623）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106-111

第192条记录

【篇 名】鲁迅的虚无观与佛教文化
【作 者】周礼红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学生处，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6.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112-115

第193条记录

【篇 名】意境全息说
【作 者】向春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116-120

第194条记录

【篇 名】文化批评：当代文化研究的一种视野——兼论诺斯洛普·弗莱与F.R.利维斯的文化批评观
【作 者】江玉琴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文化学
【中图类号】G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121-126

第195条记录

【篇 名】高校财务信息化管理模式的设计与完善
【作 者】武春江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计划财务处，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2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2).-158-160

第196条记录

【篇 名】适应全球，融入内地——香港为什么能够保持如此繁荣
【作 者】苏东斌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其他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15-18

第197条记录

【篇 名】回归后香港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作 者】钟坚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其他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18-21

第198条记录

【篇 名】香港回归10年的经济轨迹透析
【作 者】莫世祥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其他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21-23

第199条记录

【篇 名】制度性整合：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的未来形态
【作 者】袁易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24-26

第200条记录

【篇 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年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与时间



【作 者】邢立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08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27-32

第201条记录

【篇 名】德沃金法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作 者】傅鹤鸣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学科述评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8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33-38

第202条记录

【篇 名】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 者】张西山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2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39-43

第203条记录

【篇 名】论我国证券发行的保荐人制度
【作 者】白玉琴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60-63

第204条记录

【篇 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生态问题思考
【作 者】关志钢／黄频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环境科学
【中图类号】X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133-137

第205条记录

【篇 名】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我国私营经济
【作 者】樊秋莹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138-140

第206条记录

【篇 名】对人性问题的教育学认识
【作 者】赵卫／何娟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144-148

第207条记录

【篇 名】论汉代露布
【作 者】黄春平／胡德才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430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历史学
【中图类号】K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3).-152-158

第208条记录

【篇 名】深港共创“世界级大都会”制度大于技术
【作 者】高兴民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其他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22-24

第209条记录

【篇 名】推动深港服务经济一体化
【作 者】钟若愚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其他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24-27

第210条记录

【篇 名】试析尼采的个性整体主义
【作 者】杨茂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8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28-32

第211条记录



【篇 名】深港股市一体化：现实要求、制度比较和路径选择
【作 者】曹龙骐／张渝敏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12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63-71

第212条记录

【篇 名】有组织犯罪与秘密侦查法制化
【作 者】罗旭红／李文燕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00038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8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X0606）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76-81

第213条记录

【篇 名】略论民法的信赖保护范式——从私法自治到民法范式的二元化
【作 者】丁南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82-87

第214条记录

【篇 名】艺术文化的价值超越性
【作 者】黄永健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艺术学
【中图类号】J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99-102

第215条记录

【篇 名】深圳叙事及其城市形象
【作 者】黄玉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7.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103-105

第216条记录

【篇 名】移民文化：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兼论深圳移民文化特色
【作 者】章必功／傅腾霄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文化学
【中图类号】G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1ZW003）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110-115

第217条记录

【篇 名】试论《庄子》的传播观念
【作 者】王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G2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122-126

第218条记录

【篇 名】多元智慧理论观照下的创新人才培养
【作 者】肖海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0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社科基金课题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135-139

第219条记录

【篇 名】高校辅导员职业化的目标诉求和路径选择
【作 者】张革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6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144-147

第220条记录

【篇 名】论高校党课教育艺术创新
【作 者】李永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党委组织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2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148-151

第221条记录

【篇 名】从现代大学理念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作 者】施颂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学生处，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152-155



第222条记录

【篇 名】论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知行统一的培养
【作 者】黄伟萍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4).-156-159

第223条记录

【篇 名】深港特大型城市的形成机理与战略价值
【作 者】魏达志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民族学
【中图类号】F127.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5).-21-26

第224条记录

【篇 名】深圳传媒业的发展与文化产业链的构建
【作 者】李明伟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文化学
【中图类号】G114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项目（06YL01）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5).-27-31

第225条记录

【篇 名】短期自由刑之处遇改善与现代刑事政策
【作 者】周娅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5).-80-86

第226条记录

【篇 名】大学人文精神与和谐校园的构建
【作 者】江潭瑜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64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5).-87-90

第227条记录

【篇 名】爱因斯坦的人文教育思想管窥
【作 者】熊贤君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5).-91-94

第228条记录

【篇 名】六朝诗赋观考辨——以《文赋》、《文章流别论》、《文选》、《文心雕龙》为中心
【作 者】周萌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7.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5).-116-121

第229条记录

【篇 名】“主义”本土言说的困境与规避——以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言说为例
【作 者】汤奇云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0-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5).-122-127

第230条记录

【篇 名】论肖邦钢琴作品的艺术特色及演奏特征
【作 者】张又丹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艺术学
【中图类号】J0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5).-151-154

第231条记录

【篇 名】论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的构建
【作 者】刘付婷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财务处，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经济学
【中图类号】G64/F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5).-155-158

第232条记录

【篇 名】深圳城中村问题的思考
【作 者】罗清和／蔡腾飞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民族学
【中图类号】F127.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27-31

第233条记录

【篇 名】马克思哲学的启蒙特质及其核心价值理念
【作 者】董世峰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CZX018）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32-35

第234条记录

【篇 名】试论老子的和谐思想
【作 者】汪天文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223.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36-40

第235条记录

【篇 名】二十世纪日本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
【作 者】曹天禄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政治学
【中图类号】D50/D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中心）2006年度重大项目（06JJD71007）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53-58

第236条记录

【篇 名】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下的政策调控思路
【作 者】汪争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F2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64-68

第237条记录

【篇 名】面向国际化的中国通信产业发展与广东的策略
【作 者】王庆鹏／李丽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62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74-79

第238条记录



【篇 名】论环境行政裁量权的合理行使与利益衡量
【作 者】周卫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85-89

第239条记录

【篇 名】时间·NOVEL·结构——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形态论
【作 者】王素霞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6.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114-121

第240条记录

【篇 名】传教士《论语》译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
【作 者】王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语言学
【中图类号】H315.9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人文社科项目（4WHA）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122-126

第241条记录

【篇 名】英语人体成语的隐喻性
【作 者】刘茁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语言学
【中图类号】H31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132-135

第242条记录

【篇 名】“国服”概念与中国现代服饰文化状态
【作 者】吴洪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艺术学／文化学
【中图类号】J523.5/G1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154-156

第243条记录

【篇 名】综合性大学“师范生教育技能”培养专业化探讨
【作 者】李臣之／林丹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教育系，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6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4(06).-157-160

第244条记录

【篇 名】游戏、文化和文化史——《游戏的人》给当代学者的启示
【作 者】何道宽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图书评论
【学科类别】外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I5/G23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南方文坛
【年代卷期】2007,(06).-15-24

第245条记录

【篇 名】行政区划改革：焦点、态势及走向
【作 者】邹树彬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D6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社会科学研究
【年代卷期】2007,(04).-46-51

第246条记录

【篇 名】外国仲裁裁决论析——基于《纽约公约》及中国实践的视角
【作 者】黄亚英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现代法学
【年代卷期】2007,29(01).-124-131

第247条记录

【篇 名】软文广告的形式、危害和治理——对《广告法》第13条的研究
【作 者】应飞虎／葛岩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200042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现代法学
【年代卷期】2007,29(03).-29-39

第248条记录

【篇 名】农村劳动力转移、企业集群与二元结构模型
【作 者】张耀辉／周轶昆
【作者机构】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510632／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JY0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041）
【来源期刊】经济体制改革
【年代卷期】2007,(04).-80-83



第249条记录

【篇 名】非同步交易下的市场联动——内地市场与香港市场互动关系研究
【作 者】郑尊信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8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70541001）
【来源期刊】财经科学
【年代卷期】2007,(06).-24-31

第250条记录

【篇 名】体育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公共服务与非营利组织理论的视角分析
【作 者】杜志娟／苗大培
【作者机构】临沂师范学院体育学院，276005／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0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体育学
【中图类号】G80-0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2007,33(01).-31-34

第251条记录

【篇 名】政治文化的文学投射——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深圳文学研究
【作 者】黄玉蓉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I206.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当代文坛
【年代卷期】2007,(04).-102-104

第252条记录

【篇 名】开放德育：开放社会条件下的德育理论和模式探讨
【作 者】黄月细／王守恒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深圳市教育局，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8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贵州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1).-84-88

第253条记录

【篇 名】试析尼采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理性主义道德的批判
【作 者】杨茂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8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贵州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3).-11-15,20

第254条记录

【篇 名】疑难案件与原则立论法
【作 者】傅鹤鸣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贵州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2007,(08).-25-28

第255条记录

【篇 名】我国逆向物流发展的必要性及其障碍机制研究
【作 者】周启蕾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F25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生态经济
【年代卷期】2007,(04).-66-68

第256条记录

【篇 名】公民资格理论与我国社会政策的重构
【作 者】徐道稳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社会学
【中图类号】C91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人文杂志
【年代卷期】2007,(06).-36-42

第257条记录

【篇 名】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兼评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作 者】李薇薇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2007,25(02).-49-56

第258条记录

【篇 名】问题及其主义——经济法学研究非传统性之探析
【作 者】应飞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法学
【中图类号】D91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2007,25(02).-86-94

第259条记录

【篇 名】消费主义价值观解析：合理与风险
【作 者】赵小鸣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经济学
【中图类号】F0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经济问题



【年代卷期】2007,(07).-3-5,26

第260条记录

【篇 名】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领域模型的研究与开发
【作 者】陈大庆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G250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0555）
【来源期刊】情报杂志
【年代卷期】2007,26(04).-75-77,74

第261条记录

【篇 名】社会心理学嫉妒研究评析
【作 者】曹蓉／王晓钧
【作者机构】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10069／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心理学／社会学
【中图类号】B84/C912.6
【基金项目】西安市科技计划基金项目（HJ04003-4）
【来源期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年代卷期】2007,37(05).-154-158

第262条记录

【篇 名】谈话法：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
【作 者】赵卫／何小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电化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2007,(02).-15-18

第263条记录

【篇 名】基于3D引擎的虚拟实验室开发与教学应用
【作 者】张凡／吴燕玲／刘青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教育学
【中图类号】G42/G43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现代教育技术“151工程”项目（GDC035）
【来源期刊】电化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2007,(07).-37-40

第264条记录

【篇 名】马家窑彩陶的审美特征
【作 者】朱志荣／徐云敏
【作者机构】苏州大学文学院，215021／深圳大学文学院，215021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哲学
【中图类号】B83
【基金项目】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BZX060）
【来源期刊】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44(01).-35-38

第265条记录

【篇 名】清中叶北方方言的予词句演变研究



【作 者】张生汉／刘永华
【作者机构】河南大学文学院，475001／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对外汉语系，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语言学
【中图类号】H17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9(02).-5-10

第266条记录

【篇 名】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作 者】陈淑妮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论文
【学科类别】管理学
【中图类号】C9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2007,29(05).-141-144,149

第267条记录

【篇 名】湛若水与严嵩交往述略
【作 者】黎业明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来源期刊】中国哲学史
【年代卷期】2007,(02).-121-128

第268条记录

【篇 名】TRIPS协议第31条修正案介析
【作 者】田晓萍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来源期刊】知识产权
【年代卷期】2007,(03).-88-92

第269条记录

【篇 名】开源软件在数字图书馆应用的理性思考
【作 者】蔡兴蓉／张秋
【作者机构】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清华大学图书馆，100084
【来源期刊】图书情报工作
【年代卷期】2007,51(04).-42-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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