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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记录

【来源篇名】历史合力论与科学发展观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周泽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第一作者】周泽之
【中图类号】A81/C911
【年代卷期】2008,(02).-154-158

第2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徐海波／王萍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5年规划基金项目（05JA710014）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文化学
【第一作者】徐海波
【中图类号】G0
【年代卷期】2008,(03).-187-189

第3条记录

【来源篇名】生态文明的正义维度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江潭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党委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环境科学
【第一作者】江潭瑜
【中图类号】X171.1
【年代卷期】2008,(04).-190-192

第4条记录

【来源篇名】“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必须始终保持
【英文篇名】Always Maintaining "the Priority of the Natural World"



【来源作者】周泽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环境科学
【第一作者】周泽之
【中图类号】A81/X171
【年代卷期】2008,(05).-55-59

第5条记录

【来源篇名】马克思的民主观及其当代启示
【英文篇名】Marx's View on Democracy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来源作者】张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项目（04MZDO19）
【期 刊】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
【第一作者】张涛
【中图类号】A81
【年代卷期】2008,(05).-60-66

第6条记录

【来源篇名】悖反抑或整合：程序法上的无罪推定与实事求是
【英文篇名】Paradox or Combination:Innocence Presumption in Procedure Law and Evidence Orientation
【来源作者】陈思竹／王文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理论前沿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陈思竹
【中图类号】D915
【年代卷期】2008,(02).-27-28

第7条记录

【来源篇名】美国人的全球观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张定淮／金姗姗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国外理论动态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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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张定淮
【中图类号】D50
【年代卷期】2008,(04).-74-79

第8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农村的选举、民主价值及经济发展（上）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茨威格，戴维／张定淮／金姗姗
【文章类型】译文
【基 金】
【期 刊】国外理论动态
【第一机构】香港科技大学
【机构名称】香港科技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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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8100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茨威格，戴维
【中图类号】D63
【年代卷期】2008,(07).-48-51

第9条记录

【来源篇名】民生问题：欧盟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着力点简析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汪天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7CZX003）
【期 刊】国外理论动态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汪天文
【中图类号】D50
【年代卷期】2008,(07).-62-65

第10条记录

【来源篇名】《美国工人》与考茨基早期的社会历史概念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邢立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国外理论动态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邢立军
【中图类号】D07
【年代卷期】2008,(07).-96-99

第11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农村的选举、民主价值及经济发展（下）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茨威格，戴维／金姗姗
【文章类型】译文
【基 金】
【期 刊】国外理论动态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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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茨威格，戴维
【中图类号】D63
【年代卷期】2008,(08).-62-66

第12条记录

【来源篇名】西藏：梦想与现实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薛君彦／刘胜坤／贾丽珍／张定淮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国外理论动态
【第一机构】渤海石油职业学院
【机构名称】渤海石油职业学院外语系／渤海石油职业学院外语系／渤海石油职业学院北戴河校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薛君彦
【中图类号】D67
【年代卷期】2008,(08).-67,77

第13条记录

【来源篇名】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综述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陈椰
【文章类型】会议综述与纪要
【基 金】
【期 刊】哲学动态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哲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陈椰
【中图类号】B2
【年代卷期】2008,(02).-98-99

第14条记录

【来源篇名】五伦观念的再认识
【英文篇名】Again Reflection on the Idea of “Wu Lun”
【来源作者】景海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哲学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景海峰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5).-51-57

第15条记录

【来源篇名】道家哲学性质的分析——从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关系的视角看
【英文篇名】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oist Philosophy——Review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ism and
Humanism
【来源作者】李大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哲学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国学所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李大华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6).-33-38

第16条记录

【来源篇名】经济学与心理学实验的差异及其借鉴意义



【英文篇名】The Difference between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and Its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来源作者】陈芮／叶浩生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心理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10097
【地 区】440300／320100
【学科分类】心理学／经济学
【第一作者】陈芮
【中图类号】B840/F0
【年代卷期】2008,31(02).-282-284,265

第17条记录

【来源篇名】智力和适应技能：智能结构的两个方面
【英文篇名】IQ and ADQ: Two components of Intelligence
【来源作者】郭伯良／戴晓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心理科学
【第一机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机构名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00088／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110000／440300
【学科分类】心理学
【第一作者】郭伯良
【中图类号】B844
【年代卷期】2008,31(02).-421-423

第18条记录

【来源篇名】两种情绪智力理论结构的理论导向功能
【英文篇名】The Theory-guided Function of Two Theoretical Structure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来源作者】王晓钧／刘薇／赵富静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SH041）
【期 刊】心理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心理学
【第一作者】王晓钧
【中图类号】B840
【年代卷期】2008,31(05).-1121-1125,1093

第19条记录

【来源篇名】心理测验在面试招聘中对考官的影响
【英文篇名】A Research on How Psychological Tests Affect the Interviewers
【来源作者】马欣川／杨靖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心理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50／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应用中心，310631
【地 区】440300／440100
【学科分类】心理学
【第一作者】马欣川
【中图类号】B849
【年代卷期】2008,31(05).-1130-1133

第20条记录

【来源篇名】蒋湘南与伊斯兰哲学



【英文篇名】Jiang Xiangnan and Islamic Philosophy
【来源作者】问永宁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世界宗教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宗教学
【第一作者】问永宁
【中图类号】B96
【年代卷期】2008,(03).-83-93

第21条记录

【来源篇名】市民社会抑或统合主义——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商会研究的论争
【英文篇名】Civil Society or Corporatism:Debate About the Research on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among Western Scholars
【来源作者】陈家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07JC810009）
【期 刊】国外社会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社会学
【第一作者】陈家喜
【中图类号】D66/C912.2
【年代卷期】2008,(02).-104-109

第22条记录

【来源篇名】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四种取向
【英文篇名】Four Orientations of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West
【来源作者】冯建华／周林刚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国外社会科学
【第一机构】中山大学
【机构名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510275／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100／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冯建华
【中图类号】D912
【年代卷期】2008,(4).-48-53

第23条记录

【来源篇名】纠纷解决与社会和谐——人民调解与公力救济的比较分析
【英文篇名】Solution of Dispute and Social Harmony
【来源作者】宋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7年度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人民调解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研究”
【期 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宋明
【中图类号】D915
【年代卷期】2008,(02).-79-84

第24条记录

【来源篇名】《九章算术》中的统计学思想探究



【英文篇名】A Study on Statistical Theory in Arithmetic in Nine Sections
【来源作者】邢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统计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统计学
【第一作者】邢莉
【中图类号】C829.2
【年代卷期】2008,25(03).-102-106

第25条记录

【来源篇名】流动人口管理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综述
【英文篇名】A Summary Remark on the Conference Floating Population Governing & Social Security Since the Reform & Opening up
【来源作者】周林刚
【文章类型】研究综述
【基 金】
【期 刊】中国人口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周林刚
【中图类号】C913.7/C92-05
【年代卷期】2008,(06).-85-92

第26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文明观的历史演进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吕元礼／张春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新视野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吕元礼
【中图类号】D25
【年代卷期】2008,(02).-52-54

第27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Offical Accountability Practice in China
【来源作者】宋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行政管理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宋涛
【中图类号】D035.2
【年代卷期】2008,(01).-12-16

第28条记录

【来源篇名】日本的东西地缘对立意识及城市文化形象刍议



【英文篇名】Japan's Consciousness of the Geographic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Its Cities' Cultural Images
【来源作者】林晓光／葛慧芬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7JA860003）
【期 刊】日本学刊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留学生部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文化学
【第一作者】林晓光
【中图类号】F29/G11
【年代卷期】2008,(03).-114-124

第29条记录

【来源篇名】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伞形条款解释——兼论ICSID近期相关案例
【英文篇名】The Interpretation of Umbrella Clause in BIT——A Perspective from Recent ICSID Cases
【来源作者】王楠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法学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王楠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6).-146-152

第30条记录

【来源篇名】对免检制度的综合分析：坚持、放弃抑或改良?
【英文篇名】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Exemption from Check System
【来源作者】应飞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法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应飞虎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3).-127-140

第31条记录

【来源篇名】个人或社会：民国时期法律本位之争
【英文篇名】A Debate on Individual Orientation or Social Orientation of Law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来源作者】孔庆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外法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孔庆平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20(6).-900-910

第32条记录

【来源篇名】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及其机制分析



【英文篇名】On the Public Service Concerning IP and its Mechanism
【来源作者】朱谢群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FX016)
【期 刊】知识产权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朱谢群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18(3).-26-30

第33条记录

【来源篇名】略论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
【英文篇名】A Brief Overview of Market Economy and Achievements in co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来源作者】叶海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太平洋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经济学
【第一作者】叶海波
【中图类号】D90/F120
【年代卷期】2008,(03).-69-78

第34条记录

【来源篇名】航天商业发射保险法律制度浅析
【英文篇名】A Brief Analysis of Aeronautic commerical Launching Insurance
【来源作者】尹玉海／刘飞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7年度一般项目(07JA820032)
【期 刊】太平洋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尹玉海
【中图类号】F84
【年代卷期】2008,(06).-55-59,66

第35条记录

【来源篇名】附属刑法规范的理念定位与表述路径——以反垄断法为视角
【英文篇名】Rationale and Expressions of Subordinate Criminal Regulations
【来源作者】曾月英／吴昊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刑事法杂志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曾月英
【中图类号】D914
【年代卷期】2008,(03).-10-15

第36条记录

【来源篇名】寿命不确定与流动性约束下的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研究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张继海／臧旭恒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3BJY004）／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03JB790017）／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产业经济理论与
政策研究》
【期 刊】经济学动态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
【地 区】440300／3701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张继海
【中图类号】F83/F126
【年代卷期】2008,(02).-41-46,54

第37条记录

【来源篇名】海外学者关于人民币汇率研究的文献综述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曹龙骐／李永宁
【文章类型】研究综述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9031）
【期 刊】经济学动态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地 区】440300／1100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曹龙骐
【中图类号】F82
【年代卷期】2008,(09).-115-120

第38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消费税的设计形式和调节作用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徐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税务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徐进
【中图类号】F81
【年代卷期】2008,(05).-57-58

第39条记录

【来源篇名】深圳建设亚太地区重要物流枢纽城市问题探讨
【英文篇名】A Probe into the Construction, in Shenzhen, of a Pivotal City of Important Logistic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来源作者】江潭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管理世界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党委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经济学
【第一作者】江潭瑜
【中图类号】F25/F127
【年代卷期】2008,(08).-1-8

第40条记录



【来源篇名】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
【英文篇名】Factors on Intra-regional Trade Expansion in East Asia:Evidence from China
【来源作者】王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经济与管理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王峰
【中图类号】F74
【年代卷期】2008,(12).-33-39

第41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购物代理的电子市场策略性行为分析
【英文篇名】An Analysis of Strategic Behaviors in Shop Bots Electronic Markets
【来源作者】林旭东／何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01016）／深圳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0539）
【期 刊】财贸经济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518055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林旭东
【中图类号】F062.5/F71
【年代卷期】2008,(06).-113-117

第42条记录

【来源篇名】服务业结构升级与就业之间相关关系研究
【英文篇名】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tructure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ies and employment
【来源作者】陈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城市问题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陈凯
【中图类号】F063.1
【年代卷期】2008,(07).-62-66

第43条记录

【来源篇名】日本对华战略文化形成的社会舆论机制——“普通国家”的身份建构与媒体的“共识动员”
【英文篇名】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ublic Opinion Mobilization in Japan
【来源作者】林晓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07JA860003）
【期 刊】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政治学
【第一作者】林晓光
【中图类号】G20/D50
【年代卷期】2008,(02).-17-24

第44条记录



【来源篇名】汉代邸报考
【英文篇名】A Study of Dibao in Han Dynasty
【来源作者】黄春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黄春平
【中图类号】G210.9
【年代卷期】2008,(02).-25-34

第45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
【英文篇名】Studying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oughts:Path and Methodology
【来源作者】吴予敏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01JAZJD860002）
【期 刊】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吴予敏
【中图类号】G20
【年代卷期】2008,(03).-33-39

第46条记录

【来源篇名】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Media Agenda and Public Agenda:an Empirical Study of Media Agenda Setting Theory
【来源作者】王晓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王晓华
【中图类号】G20
【年代卷期】2008,15(05).-32-36

第47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检索实现及其术语学服务研究
【英文篇名】Implementing Retrieval to OntoThesaurus and Research on Its Terminology Service
【来源作者】曾新红／林伟明／明仲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TQ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673122）
【期 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曾新红
【中图类号】G254
【年代卷期】2008,(02).-8-13

第48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文叙词表本体一致性检测机制研究与实现
【英文篇名】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nsistency Checking Mechanism for OntoThesaurus
【来源作者】曾新红／林伟明／明仲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TQ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673122）
【期 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曾新红
【中图类号】G254/TP311
【年代卷期】2008,(05).-1-9

第49条记录

【来源篇名】竞争情报系统监控引擎
【英文篇名】The CI Track Engine
【来源作者】宋振晖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情报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宋振晖
【中图类号】G35
【年代卷期】2008,27(02).-308-314

第50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研究
【英文篇名】Research on OntoThesaurus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ystem(OTCSS)
【来源作者】曾新红／明仲／蒋颖／林伟明／胡振宁／张水英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5CTQ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60673122）
【期 刊】情报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518060／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100732／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110000／4403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曾新红
【中图类号】G35
【年代卷期】2008,27(03).-386-394

第51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品牌”对提升中国电视对外传播效应的意义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王婷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系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王婷
【中图类号】G22
【年代卷期】2008,(04).-154-155

第52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发展30年
【英文篇名】The 30 Yea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al Thoughts in China
【来源作者】潘懋元／肖海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教育研究
【第一机构】厦门大学
【机构名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361005／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地 区】3502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潘懋元
【中图类号】G64
【年代卷期】2008,(10).-3-10

第53条记录

【来源篇名】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媒介环境学派
【英文篇名】The Media Ecology:Another Important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来源作者】李明伟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国际新闻界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李明伟
【中图类号】G206
【年代卷期】2008,(01).-52-56

第54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古代交聘、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
【英文篇名】Ancient Diplomatic Exchanges, Country Im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来源作者】王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外传播思想史》古代部分
【期 刊】国际新闻界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王琛
【中图类号】G206
【年代卷期】2008,(6).-86-90

第55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三十年——历程、经验与瞻望
【英文篇名】Thirty years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xperience & prospects
【来源作者】李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专项规划课题（高学会[2007]5号）
【期 刊】中国高教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教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均
【中图类号】G64
【年代卷期】2008,(05).-4-8

第56条记录



【来源篇名】园长视角中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以深圳、珠海两市幼儿园为例
【英文篇名】The Curriculum Setup of the Special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indergarten Principals——Taking the
Kindergartens of Shenzhen, Zhuhai as An Example
【来源作者】费广洪／郑春娟／张丽娟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人文社科2006年度一般项目（X0624）
【期 刊】课程·教材·教法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系，51806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00875
【地 区】440300／440300／1100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费广洪
【中图类号】G423
【年代卷期】2008,28(3).-9-12,17

第57条记录

【来源篇名】新课程背景下教师教学观冲击与变革的个案研究
【英文篇名】The Case Study of the Attack and Innovation of Teachers’Teaching Outlook in the New Curriculum
【来源作者】李臣之／黄慧丹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课程·教材·教法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臣之
【中图类号】G423.07
【年代卷期】2008,(8).-23-29

第58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动态支撑方式的频幅组合模式看影响速滑成绩的速度因素
【英文篇名】Speed Factor Affecting Speed Skating Performance in the Perpective fo Combination of Frequency and Stride in Dynamic
Support
【来源作者】王玫／陈民盛／邹晓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体育总局奥运攻关项目（04019）
【期 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第一机构】长春税务学院
【机构名称】长春税务学院，130117／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体育系，518060／吉林大学体育学院，130012
【地 区】220100／440300／220100
【学科分类】体育学
【第一作者】王玫
【中图类号】G804
【年代卷期】2008,31(04).-502-503,534

第59条记录

【来源篇名】大学生体质健康主、客观评价的一致性与自我健康行为管理
【英文篇名】Consistenc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and Self Health Behavior
Management
【来源作者】路凤萍
【文章类型】调研报告
【基 金】
【期 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51861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体育学
【第一作者】路凤萍
【中图类号】G804



【年代卷期】2008,31(05).-839-640,643

第60条记录

【来源篇名】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打造与体育休闲政策的导向
【英文篇名】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 and Orientation of Sport Leisure Policy
【来源作者】朱寒笑／苗大培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55SS07012）
【期 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体育学
【第一作者】朱寒笑
【中图类号】G80-50
【年代卷期】2008,(10).-1309-1311

第61条记录

【来源篇名】重新认识教师在外语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兼论其在任务型教学中的体现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欧阳旭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大学教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欧阳旭东
【中图类号】G42/G45
【年代卷期】2008,(02).-86-90

第62条记录

【来源篇名】数字媒体技术教学实验的探索与实践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李文光／董志彪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电化教育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文光
【中图类号】G434
【年代卷期】2008,(09).-104-107

第63条记录

【来源篇名】ACE基因多态与有氧能力训练效果的相关性分析
【英文篇名】Analysis on Correlation between ACE Gene Polymorphisms and Aerobic Training Effect
【来源作者】席翼／武雅琼／张秀丽／胡扬／文立／刘刚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科技部资助课题（2003BA904B04）
【期 刊】中国体育科技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系，518060／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系，300381／南开大学体育部，300371／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
【地 区】440300／120000／120000／110000／120000／110000
【学科分类】体育学
【第一作者】席翼
【中图类号】G804



【年代卷期】2008,44(03).-97-100

第64条记录

【来源篇名】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实施调研报告
【英文篇名】Research Report of Inplimenting the Syllabus for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Genera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of
China
【来源作者】陈小蓉／孙麒麟／张勤／窦秀敏／邵雪云
【文章类型】调研报告
【基 金】
【期 刊】中国体育科技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深圳大学体育
【地 区】440300／440300／4403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体育学／教育学
【第一作者】陈小蓉
【中图类号】G807/G64
【年代卷期】2008,44(5).-138-1443

第65条记录

【来源篇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研究之五——“WebQuest”教学模式
【英文篇名】The Fifth Academic Paper of Teaching Models Research Series about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Curriculum--
"WebQuest" Teaching Model
【来源作者】何克抗／曹晓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教育学重点课题（ACA07004）
【期 刊】现代教育技术
【第一机构】北京师范大学
【机构名称】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100875／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518060
【地 区】1100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何克抗
【中图类号】G40-057
【年代卷期】2008,18(11).-5-12

第66条记录

【来源篇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研究之五——“WebQuest”教学模式
【英文篇名】The Fifth Academic Paper of Teaching Models Research Series about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Curriculum--
"WebQuest" Teaching Model
【来源作者】何克抗／曹晓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教育学重点课题（ACA07004）
【期 刊】现代教育技术
【第一机构】北京师范大学
【机构名称】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100875／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518060
【地 区】1100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何克抗
【中图类号】G40-057
【年代卷期】2008,18(11).-5-12

第67条记录

【来源篇名】历史的逻辑与现实的需要——试论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黄卫平／胡永雄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应急）课题（2008JYJ010）
【期 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黄卫平
【中图类号】D638
【年代卷期】2008,(12).-71-74

第68条记录

【来源篇名】ESIT模式与中国的口译教学
【英文篇名】ESIT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来源作者】张吉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外语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张吉良
【中图类号】H059
【年代卷期】2008,(02).-91-96

第69条记录

【来源篇名】火焰为何微暗？——从文本结构管窥《微暗的火》的意义
【英文篇名】Pale Fire: Textual Structure and Meaning
【来源作者】李小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国外文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外国文学
【第一作者】李小均
【中图类号】I712
【年代卷期】2008,(02).-70-77

第70条记录

【来源篇名】《撒旦诗篇》里的身份错位、“后现代”和双主角
【英文篇名】The Identity Displacement, "Postmodernism" and Double Self in Satanic Verses
【来源作者】阮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5JA750。 47-99012）
【期 刊】国外文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外国文学
【第一作者】阮炜
【中图类号】I561
【年代卷期】2008,(02).-91-97

第71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交流语境的艺术形象论
【英文篇名】On the Literary Image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exchange
【来源作者】吴予敏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文学评论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吴予敏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3).-128-133

第72条记录

【来源篇名】常态人性与梁实秋的文学思想
【英文篇名】Study of Liang Shiqiu’s Literary Mind
【来源作者】庄锡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文学评论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庄锡华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5).-93-97

第73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汉赋与汉画空间方位叙事艺术
【英文篇名】The Narrative Art of Spatial Directions in Han Fu and Paintings of Han Dynasty
【来源作者】李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文艺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艺术学
【第一作者】李立
【中图类号】I206.2/J2
【年代卷期】2008,(02).-50-59

第74条记录

【来源篇名】历代词人追和李清照词刍议
【英文篇名】A Historical Survey of Ci-poets and Negotiation with Li Qingzhao's Ci-poems
【来源作者】刘尊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文艺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刘尊明
【中图类号】I206.2
【年代卷期】2008,(03).-32-39

第75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学批评中的八个关键词
【英文篇名】The Eight Key Words in Literary Criticism
【来源作者】曹征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文艺理论与批评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曹征路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5).-31-38

第76条记录

【来源篇名】“戏”味十足的《京剧瞬间》
【英文篇名】The Moments of Peking Opera, A Music Work Full of Theatrics
【来源作者】张又丹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人民音乐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系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张又丹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4).-38-39

第77条记录

【来源篇名】模糊思维：唱法界定再探讨
【英文篇名】Indefinite Concept:Re-discussion on the Ascertain of Vocal Methology
【来源作者】李广达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音乐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系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李广达
【中图类号】J6
【年代卷期】2008,(01).-103-108

第78条记录

【来源篇名】《深海寻人》：一次“伪大片”的类型探索
【英文篇名】A "False-blockbuster" and its Generic Reform
【来源作者】刘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电影艺术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刘辉
【中图类号】J9-1
【年代卷期】2008,(05).-27-29

第79条记录

【来源篇名】市民趣味与商业精神——香港电视剧集纵横谈
【英文篇名】Talking about the Hong Kong TV Series
【来源作者】刘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当代电影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刘辉
【中图类号】J9-2
【年代卷期】2008,(01).-94-98

第80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公交移动电视现状研究
【英文篇名】The Study of Busborne Television in China
【来源作者】何建平／刘洁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当代电影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新闻学与传播学／艺术学
【第一作者】何建平
【中图类号】G22/J9-2
【年代卷期】2008,(06).-82-85

第81条记录

【来源篇名】日本侵华实施奴化教育的一面镜子——评《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
【英文篇名】The Comment on the Second Colume of the Education History of Japan’s Invading China
【来源作者】熊贤君
【文章类型】图书评论
【基 金】
【期 刊】抗日战争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熊贤君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4).-179-185

第82条记录

【来源篇名】道德及其生活意义
【英文篇名】Morality and Its Life Meaning
【来源作者】刘志山／李卫英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518060／深圳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刘志山
【中图类号】B82-067
【年代卷期】2008,(03).-88-92

第83条记录

【来源篇名】殷商“甲骨诗”商榷
【英文篇名】A Discussion of the Oracle Bone Poems of the Shang Dynasty
【来源作者】潘海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潘海东
【中图类号】I207.22
【年代卷期】2008,(4).-73-82

第84条记录

【来源篇名】金融结构优化的理论解析与实现路径探讨
【英文篇名】On the Implication and Path of Financial Structure Optimazation
【来源作者】蒋敏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蒋敏
【中图类号】F83
【年代卷期】2008,(09).-40-42,83

第85条记录

【来源篇名】《榆树下的欲望》与《悲悼》归属感主题探讨
【英文篇名】On the Protagonists’ Resolution in Desire Under the Elms and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来源作者】李晶晶／江滨／张晓来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天津大学
【机构名称】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300072／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300072／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120000／120000／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李晶晶
【中图类号】Il3
【年代卷期】2008,10(2).-187-192

第86条记录

【来源篇名】华德福幼儿教育课程理念及其启示
【英文篇名】Idea & Revelation of Waldorf's Infant Education
【来源作者】费广洪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F9）
【期 刊】教育理论与实践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费广洪
【中图类号】G61
【年代卷期】2008,28(10).-43-45

第87条记录

【来源篇名】女性诗歌的女性身份、作者身份及互文联系
【英文篇名】The Female Identity,Authorship Interextuality in Female Poetry
【来源作者】张晓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当代作家评论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张晓红
【中图类号】I206.7
【年代卷期】2008,(03).-149-155

第88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概念逻辑到生产逻辑——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与理论
【英文篇名】From the Logic of Concept to Logic of Production
【来源作者】邢立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社会科学战线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邢立军
【中图类号】B811.02
【年代卷期】2008,(03).-32-36

第89条记录

【来源篇名】梁启超的美学贡献
【英文篇名】Liang Qichao’s Contribution on Aesthetics
【来源作者】胡经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社会科学战线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胡经之
【中图类号】I01
【年代卷期】2008,(7).-133-135

第90条记录

【来源篇名】人民调解的现代定位：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第三领域”
【英文篇名】The Orientation of People Mediation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Third Realm of Dispute Resolution
【来源作者】宋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X0716)
【期 刊】法制与社会发展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宋明
【中图类号】D912
【年代卷期】2008,(3).-148-155

第91条记录

【来源篇名】劳动者违约金约定禁止之研究
【英文篇名】Study on the Prohibition of Agreement on the Labor’s Penalty
【来源作者】侯玲玲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项目(07YG02)
【期 刊】当代法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侯玲玲
【中图类号】D912.5
【年代卷期】2008,(4).-114-121

第92条记录

【来源篇名】我国私营资本原始积累“原罪”辨析
【英文篇名】Evaluation of Original Sin i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Private Capital in Our Country
【来源作者】樊秋莹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当代经济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樊秋莹
【中图类号】F121
【年代卷期】2008,(01).-35-37

第93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变化的调节作用
【英文篇名】The Adjustment Effect of Cost Deduction Standard of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来源作者】徐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当代经济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徐进
【中图类号】F81
【年代卷期】2008,(05).-58-61

第94条记录

【来源篇名】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财税政策研究
【英文篇名】Study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y for Starting a New Undertaking in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来源作者】李文群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当代经济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李文群
【中图类号】F81
【年代卷期】2008,(07).-68-71

第95条记录

【来源篇名】青年农民工公共图书馆消费的实证分析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胡杨玲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图书馆学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胡杨玲
【中图类号】G25
【年代卷期】2008,(04).-82-86

第96条记录

【来源篇名】科学合理的学科馆员队伍建设策略分析
【英文篇名】Analysis on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ubject Librarian Team
【来源作者】潘芳莲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情报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潘芳莲
【中图类号】G250
【年代卷期】2008,26(8).-1140-1142,1147

第97条记录

【来源篇名】主体缺位的当代身体叙事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王晓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文艺争鸣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王晓华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9).-6-12

第98条记录

【来源篇名】激进主义思潮与现当代文论的新视域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庄锡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04BZW001)
【期 刊】文艺争鸣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庄锡华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9).-19-23

第99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选举民主：从广度到深度
【英文篇名】An Essay On the Chinese Democracy of Election： From General Participating to Deep Involvement
【来源作者】黄卫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应急项目（2008JWJ010）
【期 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黄卫平
【中图类号】D62
【年代卷期】2008,(03).-29-35

第100条记录

【来源篇名】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关系的异同与融合趋势探析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何发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学术交流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何发平
【中图类号】F240
【年代卷期】2008,(05).-80-84

第101条记录

【来源篇名】“亲流动性要素的服务型政府”：形成机理与矫正策略——一种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民生问题的新视角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汪永成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5-0749）／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项目（06JDXM79004）
【期 刊】学习与探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汪永成
【中图类号】D035
【年代卷期】2008,(03).-46-52

第102条记录

【来源篇名】实践哲学与知识论批判——改革开放以来超越传统教科书哲学的两条路径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张以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CZX003)
【期 刊】学习与探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张以明
【中图类号】B0-0
【年代卷期】2008,(5).-31-34

第103条记录

【来源篇名】高校图书馆应加强本科生毕业论文数据库的建设——以《深圳大学本科优秀毕业生论文全文数据库》为例
【英文篇名】The 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a Database of Bachelor's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Taking Excellent Bachelors'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of Shenzhe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来源作者】左少凝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校级教学科研项目（A20050214）
【期 刊】图书馆建设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左少凝
【中图类号】G250.74
【年代卷期】2008,(05).-49-51

第104条记录

【来源篇名】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实效及解决方案
【英文篇名】Introspection and Solutions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for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来源作者】陈若韵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图书馆建设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陈若韵
【中图类号】G258.2
【年代卷期】2008,(10).-102-105

第105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层党内选举制度改革研究——以成都、雅安乡镇党委直选为例
【英文篇名】On Intra-Party Election System Reform——The Case of Direct Eleection of the Township Committees of CPC in and Chengdu
Ya'an
【来源作者】肖立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肖立辉
【中图类号】D26
【年代卷期】2008,(09).-60-63,69

第106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明对话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英文篇名】Civilization Dialogue and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来源作者】景海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社会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景海峰
【中图类号】B26
【年代卷期】2008,(08).-100-106

第107条记录

【来源篇名】何为左翼，如何传统——“左翼文学”的所指
【英文篇名】What Is the Left-Wing? How to Hand It Down: A Study on the Signified of the Chinese Left-Wing Literature
【来源作者】曹清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学术月刊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曹清华
【中图类号】I206.6
【年代卷期】2008,40(01).-102-109

第108条记录

【来源篇名】维护房屋财产权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权”
【英文篇名】Defending Property Right of House:What Public Rights We Need
【来源作者】马卫红／桂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05CSH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5JA840004）
【期 刊】探索与争鸣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200433
【地 区】440300／3100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马卫红
【中图类号】C912.8
【年代卷期】2008,(01).-45-47

第109条记录

【来源篇名】主体性—权利与生态文化——走出生态文化的误区
【英文篇名】Subjectivity:Right and Ecological Culture——Out of Mistaken Concepts in Ecological Culture
【来源作者】王晓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探索与争鸣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文化学
【第一作者】王晓华
【中图类号】G0
【年代卷期】2008,(06).-12-18

第110条记录

【来源篇名】当代中国宪政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邹平学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法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邹平学
【中图类号】D911
【年代卷期】2008,(04).-13-14

第111条记录

【来源篇名】我国劳动派遣连带责任规定之法理分析——评《劳动合同法》第92条规定
【英文篇名】Legal Analysis on the Regulations of Labour Dispatching Joint Liability in China:Comments on Art.92 of Labour Contract Law
【来源作者】侯玲玲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法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侯玲玲
【中图类号】D912.5
【年代卷期】2008,(05).-54-62

第112条记录

【来源篇名】私营企业主社会属性变化的政治意义
【英文篇名】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Indentity Change for Private Business Owner
【来源作者】陈家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资助课题（07JC810009）
【期 刊】政治与法律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陈家喜
【中图类号】D66
【年代卷期】2008,(3).-59-63

第113条记录

【来源篇名】我国企业重组中的劳动合同继承问题研究
【英文篇名】Succession Problems of Labor Contract in Enterprise Recombination
【来源作者】侯玲玲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侯玲玲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6).-103-109

第114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对冲基金的跨国活动及其国际监管
【英文篇名】On Hedge Fund’s Cross-Border 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来源作者】李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研究项目(05JJD820005)
【期 刊】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李勋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3).-77-85

第115条记录

【来源篇名】西方品牌社群研究述评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周志民／李蜜
【文章类型】研究综述
【基 金】
【期 刊】外国经济与管理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周志民
【中图类号】F270/C93
【年代卷期】2008,30(01).-46-51

第116条记录

【来源篇名】历史需要宽容还是需要真实？——关于范长江“新说法”争论的思考
【英文篇名】What does the history need? Tolerance or fact?——Reflecting on the questioned issue concerning Fan Chang-jiang and the
"new parlance"
【来源作者】黄春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新闻大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27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黄春平
【中图类号】G210.9
【年代卷期】2008,春(01).-29-36,11

第117条记录

【来源篇名】互联网使用对中国记者媒介角色认知的影响
【英文篇名】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Chinese Journalists'Media Role Perceptions
【来源作者】周裕琼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新闻大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周裕琼
【中图类号】G214
【年代卷期】2008,春(01).-90-97

第118条记录

【来源篇名】谈谈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吴予敏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新闻大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吴予敏
【中图类号】G20
【年代卷期】2008,夏(02).-37-39

第119条记录

【来源篇名】内在学习需求：教师继续教育的切入点
【英文篇名】The Breakthough Point of Teacher Continuing Education:Teachers' Internal Demand for Learning
【来源作者】张兆芹／王海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教育发展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张兆芹
【中图类号】G45
【年代卷期】2008,(05).-58-62

第120条记录

【来源篇名】教师组织学习的障碍分析与对策研究
【英文篇名】Obstacle Factors to Teacher Learning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来源作者】张兆芹／徐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教育发展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张兆芹
【中图类号】G45
【年代卷期】2008,(12).-8-12

第121条记录

【来源篇名】浅论都市报对民众话语权的借用——以南方都市报对“钉子户”事件的系列评论为例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尹连根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新闻记者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尹连根
【中图类号】G212
【年代卷期】2008,(08).-85-88

第122条记录

【来源篇名】大学英语直接型口语测试研究
【英文篇名】The Study of a Direct Oral English Test for Non-English Majors
【来源作者】郭丽／黄可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扩展项目“立体化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期 刊】外语电化教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郭丽
【中图类号】H31
【年代卷期】2008,(01).-62-66

第123条记录

【来源篇名】近现代群育观念的复兴及其启示
【英文篇名】A Study of the Revival of Modern Social Education and Its Suggestions
【来源作者】向春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复旦教育论坛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向春
【中图类号】G41/G52
【年代卷期】2008,(01).-30-33,67

第124条记录

【来源篇名】外语教学方法研究新趋势——《理解语言教学：从方法到后方法》述评
【英文篇名】A review of Understanding Language Teaching: From Method to Postmethod
【来源作者】华维芬
【文章类型】图书评论
【基 金】
【期 刊】外语界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华维芬
【中图类号】H319
【年代卷期】2008,(5).-46-51

第125条记录

【来源篇名】让传统走向世界——《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经翻译》评价
【英文篇名】To Open Chinese Tradition to the World: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1: From Earn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来源作者】王辉
【文章类型】图书评论
【基 金】
【期 刊】中国比较文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7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王辉
【中图类号】H059/G236
【年代卷期】2008,(01).-109-114

第126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五四文学的性质及现代叙事精神的确立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汤奇云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文艺理论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汤奇云
【中图类号】I206.7
【年代卷期】2008,(20).-80-84

第127条记录

【来源篇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研究的学科意识——张英进教授访谈录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李凤亮
【文章类型】其他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课题“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相关成果
【期 刊】文艺理论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李凤亮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6).-31-36

第128条记录

【来源篇名】墨学研究之回顾、反省与再诂
【英文篇名】A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Studies on Mo Zi
【来源作者】王兴国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哲学第，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王兴国
【中图类号】B224
【年代卷期】2008,(2).-83-89

第129条记录

【来源篇名】略论党内民主：保障与界限
【英文篇名】On Intra-party Democracy: Its Safeguard and Boundary
【来源作者】叶海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叶海波
【中图类号】D262.11
【年代卷期】2008,(4).-25-32

第130条记录

【来源篇名】网络与公共空间
【英文篇名】Network and Public Space
【来源作者】马云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重点研究课题“网络道德及相关问题研究”
【期 刊】学海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马云驰
【中图类号】C912
【年代卷期】2008,(01).-190-194

第131条记录

【来源篇名】1997年以来英国工党政府社会保障改革述评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徐道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学海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历史学／社会学
【第一作者】徐道稳
【中图类号】K5/C913.7
【年代卷期】2008,(02).-117-121

第132条记录

【来源篇名】平衡计分卡（BSC）：连接绩效管理与企业竞争优势——以深圳高科技ABC公司为例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苏方国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现代管理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苏方国
【中图类号】F27/C93
【年代卷期】2008,(03).-73-75

第133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现代管理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沙利杰／赵国杰／李杨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03021）
【期 刊】现代管理科学
【第一机构】天津大学
【机构名称】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地 区】120000／120000／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沙利杰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11).-39-41

第134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未来
【英文篇名】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Fu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logy Civilization
【来源作者】曾珠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现代经济探讨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曾珠
【中图类号】F120
【年代卷期】2008,(05).-81-84

第135条记录

【来源篇名】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学术性与职业性之争
【英文篇名】The Quality Concept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A Debating betwee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Forces
【来源作者】向春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江苏高教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向春
【中图类号】G640
【年代卷期】2008,(02).-13-15

第136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经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教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析
【英文篇名】China's Experi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来源作者】李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江苏高教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教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均
【中图类号】G640
【年代卷期】2008,(03).-1-4

第137条记录

【来源篇名】消费时代的童话性和互文性：解读拉什迪的《她脚下的土地》
【英文篇名】Fairy Tales and Intertextuality in Salman Rushdies's 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
【来源作者】张晓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当代外国文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外国文学
【第一作者】张晓红
【中图类号】I561
【年代卷期】2008,(2).-80-86

第138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产品意味及其体验
【英文篇名】On product meaning and its experience
【来源作者】王方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王方良
【中图类号】TB472
【年代卷期】2008,10(5).-95-98

第139条记录

【来源篇名】电子市场价格分散、信息价值与效率：多视角的分析框架
【英文篇名】Price Dispersion, Information Value and Market Efficiency in Electronic Markets: A Multi-Perspectives Analytical Framework
【来源作者】林旭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601016）
【期 刊】管理工程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林旭东
【中图类号】F71
【年代卷期】2008,22(04).-121-128

第140条记录

【来源篇名】“实践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英文篇名】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 Education of Practice”
【来源作者】江潭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学术界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江潭瑜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3).-163-167

第141条记录

【来源篇名】黑龙江企业年金问题研究
【英文篇名】Study on the Problem of Heilongjiang Enterprises' Pension
【来源作者】初大智／齐中英／吴正刚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预测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150001／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150001
【地 区】440300／230100／2301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初大智
【中图类号】F840.67
【年代卷期】2008,(02).-77-80

第142条记录

【来源篇名】消费文化时代的媒体伦理精神
【英文篇名】Ethical Spirit of Media in the Era of Consumption Culture
【来源作者】王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2007年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115A075)
【期 刊】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党委宣传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文化学／文化学
【第一作者】王红
【中图类号】G02/G05
【年代卷期】2008,32(6).-148-151

第143条记录

【来源篇名】爱因斯坦和谐思想之启示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汪天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7CZX003）
【期 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汪天文
【中图类号】B712.59
【年代卷期】2008,(03).-53-57

第144条记录

【来源篇名】城市运动中的地方政府与社会——基于N区业主维权案例的分析
【英文篇名】Local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Urban Movement —— Caes Analysis of Protection of Property Owners’Rights in N
Residential Quarter
【来源作者】黄卫平／陈家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ZZ003)
【期 刊】东南学术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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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黄卫平
【中图类号】D035.5
【年代卷期】2008,(6).-59-66

第145条记录

【来源篇名】异议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
【英文篇名】My view on the Nature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ies in the Countryside
【来源作者】罗海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07BJY09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A790026）
【期 刊】中国经济问题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罗海平
【中图类号】F121
【年代卷期】2008,(03).-16-22

第146条记录

【来源篇名】关于毛泽东实践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追问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赵小鸣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江西社会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
【第一作者】赵小鸣
【中图类号】A84
【年代卷期】2008,(04).-57-60

第147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30年改革开放中的“解放思想”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黄卫平／陈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江西社会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黄卫平
【中图类号】D616
【年代卷期】2008,(10).-27-31

第148条记录

【来源篇名】进口贸易的供给效应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分析
【英文篇名】Supply Effect of Imports in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China
【来源作者】赵登峰／唐玲玲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05JJD790031）／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115A029）
【期 刊】当代财经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赵登峰
【中图类号】F74
【年代卷期】2008,(01).-96-101

第149条记录

【来源篇名】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
【英文篇名】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of Golden Mean and missionary orientalism
【来源作者】王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孔子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王辉
【中图类号】B222.1
【年代卷期】2008,(05).-103-114

第150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
【英文篇名】The Creation of the Royal C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oyal Culture in Song Dynasty
【来源作者】甘松／刘尊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2BZW030)
【期 刊】齐鲁学刊
【第一机构】合肥师范学院
【机构名称】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230061／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340100／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甘松
【中图类号】I207.23
【年代卷期】2008,(5).-116-121

第151条记录

【来源篇名】西方劳动关系研究的衰落与复兴探析
【英文篇名】On the Decline and Regener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Labor Relation in the West
【来源作者】何发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山东社会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何发平
【中图类号】F240
【年代卷期】2008,(04).-67-69

第152条记录

【来源篇名】开放的文体观——刘勰文体观念探微
【英文篇名】An open view on the literary styles: A research into Liu Xie’s view on literary style
【来源作者】杨东林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文史哲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0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杨东林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4).-122-129

第153条记录

【来源篇名】人民调解的正当性论证——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研究
【英文篇名】Justification of the People's Mediation: A Study of Civil Dispute Res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Law
【来源作者】宋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宋明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3).-45-52

第154条记录

【来源篇名】社会保障养老金财富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Effects of Social Security Wealth on the Consumption of Chinese Urban Households
【来源作者】张继海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张继海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3).-105-112

第155条记录

【来源篇名】我国离岸金融的监管与立法研究
【英文篇名】Research on the Supervision and Legislation of Offshore Finance of Our Country
【来源作者】鲁国强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经济经纬：河南财经学院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鲁国强
【中图类号】F83
【年代卷期】2008,(01).-161-164

第156条记录

【来源篇名】信息不对称下的几个经济学实验
【英文篇名】Several Economic Experiment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来源作者】杨光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经济经纬：河南财经学院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杨光辉
【中图类号】F069
【年代卷期】2008,(06).-1-4

第157条记录

【来源篇名】国外口译专业概况及其对我国口译办学的启示
【英文篇名】An Overview of Interpreter Training Programs Oversea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a
【来源作者】张吉良／柴明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518060／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200083
【地 区】440300／3100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张吉良
【中图类号】H09
【年代卷期】2008,31(6).-59-64

第158条记录

【来源篇名】人才、文化、制度：新加坡经验与中国之思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吕元礼／梅黎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吕元礼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35(6).-143-145

第159条记录

【来源篇名】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李杰



【文章类型】研究综述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CJL020）
【期 刊】江汉论坛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李杰
【中图类号】F271
【年代卷期】2008,(8).-40-43

第160条记录

【来源篇名】老子宇宙观的现代诠释——用现代宇宙学理论与量子理论看老子思想
【英文篇名】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Laozi‘s View of Universe
【来源作者】汪天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7CZX003)
【期 刊】江汉论坛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汪天文
【中图类号】B223.1
【年代卷期】2008,(8).-67-71

第161条记录

【来源篇名】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的均衡关系研究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李松臣／陈海燕／张世英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471050）
【期 刊】统计与决策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天津大学管理学院，300072／天津大学管理学院，300072
【地 区】440300／120000／1200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李松臣
【中图类号】F061.2
【年代卷期】2008,(02).-73-75

第162条记录

【来源篇名】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统计界定的思考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孙静娟／戴忻／杨际昌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统计与决策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统计监测处，510031
【地 区】440300／810000／4401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孙静娟
【中图类号】F222.3
【年代卷期】2008,(04).-4-6

第163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逐步回归法的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分析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李松臣／张世英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471050）
【期 刊】统计与决策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天津大学管理学院，300072
【地 区】440300／120000
【学科分类】社会学／统计学
【第一作者】李松臣
【中图类号】C924.24/C81
【年代卷期】2008,(04).-7-9

第164条记录

【来源篇名】偏尾Laplace分布下的条件风险价值探讨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蒋春福／尤川川／彭红毅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626021）／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300957）／深圳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200738）
【期 刊】统计与决策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湖北经济学院，430205／华南农业大学理学院，510642
【地 区】440300／420100／4401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蒋春福
【中图类号】F830/F222
【年代卷期】2008,(05).-27-29

第165条记录

【来源篇名】深圳地区研究生择业观的调查分析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张革华／吕海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统计与决策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管理学
【第一作者】张革华
【中图类号】F643/F241.4
【年代卷期】2008,(07).-106-108

第166条记录

【来源篇名】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香港为例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钟若愚／陶青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统计与决策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钟若愚
【中图类号】C924.2
【年代卷期】2008,(13).-89-90

第167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AHM-GRAM的社会和谐度综合评价与实证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郑晓静／甘小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统计与决策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郑晓静
【中图类号】F224.9
【年代卷期】2008,(17).-23-25

第168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看“管理学在中国”
【英文篇名】A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Thinking on "Management in China"
【来源作者】韩巍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管理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韩巍
【中图类号】C93
【年代卷期】2008,5(02).-161-168,176

第169条记录

【来源篇名】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就分析
【英文篇名】An Analysis on Achievements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During 30 Year'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来源作者】张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8年度教育部理论研究（应急）课题（2008JWJ010）
【期 刊】社会主义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张涛
【中图类号】D61
【年代卷期】2008,(04).-16-20

第170条记录

【来源篇名】法律保留功能的时代变迁——兼论中国法律保留制度的功能
【英文篇名】Time Changes of the Function of Law Reservation
【来源作者】叶海波／秦前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法学评论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
【地 区】440300／4201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叶海波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4).-3-8

第171条记录

【来源篇名】金融体系与FDI的溢出效应
【英文篇名】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FDI Spillover Effects



【来源作者】张建斌／张卫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第一机构】重庆大学
【机构名称】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40003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5500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张建斌
【中图类号】F83
【年代卷期】2008,(03).-94-97

第172条记录

【来源篇名】建筑工程质量生态管理研究
【英文篇名】Discussion on Ecological Quality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来源作者】石永威／姜连馥／刘建西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标准化公益专项项目（10-165）
【期 刊】科技进步与对策
【第一机构】新加坡晋合投资有限公司
【机构名称】新加坡晋合投资有限公司酒店项目部，215021／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518060／新加坡晋合投资有限公司酒店项目部
【地 区】320500／440300／320500
【学科分类】经济学／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石永威
【中图类号】F288/TU
【年代卷期】2008,25(10).-48-52

第173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筑废料分类分拣管理模型
【英文篇名】On-site Construction Waste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来源作者】王家远／袁红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建设部科技计划项目（06-k7-36）
【期 刊】科技进步与对策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518060／香港理工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系，999077
【地 区】440300／810000
【学科分类】环境科学
【第一作者】王家远
【中图类号】X799.1
【年代卷期】2008,25(10).-74-78

第174条记录

【来源篇名】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
【英文篇名】Thransi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s during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来源作者】潘懋元／肖海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高等教育研究
【第一机构】厦门大学
【机构名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361005／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地 区】3502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潘懋元
【中图类号】G640
【年代卷期】2008,(10).-1-5

第175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人类教育价值追求的三次转换
【英文篇名】On Three Shifts of Human Educational Value Pursuit



【来源作者】夏晋祥／赵卫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教育研究与实验
【第一机构】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构名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518029／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518029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夏晋祥
【中图类号】G40-01
【年代卷期】2008,(04).-33-36

第176条记录

【来源篇名】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
【英文篇名】Yu Dafu and Haruo Sato in 1921
【来源作者】童晓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6年深圳大学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4TXW)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外国文学
【第一作者】童晓薇
【中图类号】I106.4
【年代卷期】2008,61(2).-198-203

第177条记录

【来源篇名】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经济政策探析
【英文篇名】US-Japanese Economic Policy during Eisenhower Era
【来源作者】徐建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徐建华
【中图类号】D801
【年代卷期】2008,61(6).-747-751

第178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控制到治理——社会转型与城市基层组织框架的变迁
【英文篇名】From Control to Govern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Urba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来源作者】马卫红／桂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CSH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5JA840004）
【期 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复旦大学社会学系，200433
【地 区】440300／3100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马卫红
【中图类号】C912.8
【年代卷期】2008,22(5).-78-84

第179条记录

【来源篇名】近代我国大学精神透视
【英文篇名】Perspective of Modern China's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



【来源作者】高天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高天明
【中图类号】G64
【年代卷期】2008,(03).-66-70

第180条记录

【来源篇名】抗震救灾资金审计探析
【英文篇名】A Tentative Discussion about Earthquake Relief Funds Auditing
【来源作者】华金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人文社科项目（X0613）
【期 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华金秋
【中图类号】F239
【年代卷期】2008,(04).-102-106

第181条记录

【来源篇名】美国环境规制中的风险衡量
【英文篇名】Risk Balancing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来源作者】周卫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周卫
【中图类号】D971.226
【年代卷期】2008,8(5).-44-47

第182条记录

【来源篇名】Aitken拖延问卷在大学生中的应用研究
【英文篇名】A Research of Aitken Procrastination Inventory Applied to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来源作者】陈小莉／戴晓阳／董琴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陈小莉
【中图类号】G449.7
【年代卷期】2008,16(01).-22-23,76

第183条记录

【来源篇名】大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编制
【英文篇名】Development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来源作者】叶悦妹／戴晓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心理学／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叶悦妹
【中图类号】B849/R395.1
【年代卷期】2008,16(05).-456-458

第184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文人生意义问卷（C-MLQ）在大学生中的适用性
【英文篇名】Chines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Revised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来源作者】王孟成／戴晓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王孟成
【中图类号】F849/R395.1
【年代卷期】2008,16(05).-459-461

第185条记录

【来源篇名】自然资源价值及其效率问题研究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钟若愚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06JD790005)／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生产率研究的阶段成果
【期 刊】求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钟若愚
【中图类号】F062.1
【年代卷期】2008,050(05).-24-26

第186条记录

【来源篇名】艺术“自然说”的哲学渊源与现实批判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田正铁／范小燕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求索
【第一机构】湖南文理学院
【机构名称】湖南文理学院，415000／深圳大学，518000
【地 区】430700／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田正铁
【中图类号】J0
【年代卷期】2008,(06).-124-126

第187条记录

【来源篇名】老子生存理性的现代诠释
【英文篇名】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Lao Zi's Survival Rationale



【来源作者】汪天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7CZX003）
【期 刊】求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汪天文
【中图类号】B223.1
【年代卷期】2008,(07).-91-93

第188条记录

【来源篇名】公司治理会计学模式与实证意义上的分析范式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喻丽心／阳秋林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求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财务处，518060／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421001
【地 区】440300／4304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喻丽心
【中图类号】F230
【年代卷期】2008,(8).-44-45,13

第189条记录

【来源篇名】关于南京政府初期“党治”体制的几个问题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关志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求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历史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历史学
【第一作者】关志钢
【中图类号】K262
【年代卷期】2008,(11).-205-208

第190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国际消费维权角度分析中国消费维权
【英文篇名】Analyzing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来源作者】国世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消费经济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金融学院，51800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国世平
【中图类号】F063.2
【年代卷期】2008,(01).-3-6,10

第191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高校图书馆文献的政府采购
【英文篇名】A Discussion on Government Acquisition of Documents in Academic Libraries



【来源作者】吴锦荣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7年深圳大学实验室与资产设备管理研究基金项目（2007034）
【期 刊】图书馆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吴锦荣
【中图类号】G253
【年代卷期】2008,(04).-90-92

第192条记录

【来源篇名】深港生产性服务业合作发展
【英文篇名】The Co-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by Shenzhen & Hong Kong
【来源作者】唐国兴／段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哲学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115A038)／深圳大学校级项目(4DJ)
【期 刊】经济地理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唐国兴
【中图类号】F127
【年代卷期】2008,28(4).-592-597,602

第193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择偶坡度分析城市女性的婚姻挤压——以深圳市为例
【英文篇名】Analysis on the Marriage Squeeze of Urban Women from Slopes of Mate Selection
【来源作者】易松国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易松国
【中图类号】C913
【年代卷期】2008,37(03).-77-81

第194条记录

【来源篇名】传统、宗教与道德——论哈耶克的宗教观
【英文篇名】Tradition、Religion and Morality
【来源作者】马云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现代哲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宗教学
【第一作者】马云驰
【中图类号】B920
【年代卷期】2008,(01).-P104-108

第195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明变局下的文化变迁——改革开放30年巡礼与沉思
【英文篇名】The Cultural Vicissitude in the Civilization Transition



【来源作者】汪天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7CZX003）
【期 刊】广东社会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文化学
【第一作者】汪天文
【中图类号】G09
【年代卷期】2008,(04).-75-79

第196条记录

【来源篇名】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
【英文篇名】On the Three Turns of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来源作者】景海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学术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景海峰
【中图类号】B261
【年代卷期】2008,(03).-46-52

第197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英文篇名】Conflict between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emporal Concept
【来源作者】汪天文／王仕民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7CZX003)
【期 刊】学术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中山大学教育学院，510275
【地 区】440300／440100
【学科分类】哲学／文化学
【第一作者】汪天文
【中图类号】B016.9/G02
【年代卷期】2008,(7).-36-40

第198条记录

【来源篇名】“戴目”释义辩正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卞仁海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学术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对外汉语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卞仁海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7).-158

第199条记录

【来源篇名】期货套期保值理论发展的纬度、内核与困境——从线性策略到非线性策略的拓展
【英文篇名】The Latitudes,Core and Dilemma of Futures Hedging Theory



【来源作者】郑尊信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科研启动项目（7301669）
【期 刊】证券市场导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郑尊信
【中图类号】F83
【年代卷期】2008,(04).-14-22

第200条记录

【来源篇名】公共图书馆利用状况及制约因素分析——基于深圳特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英文篇名】An Analysis of the Utilization Situation of Publc Libraries and the Its Restrctive Factors
【来源作者】胡杨玲／周林刚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图书馆论坛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胡杨玲
【中图类号】G258.2
【年代卷期】2008,28(03).-25-27

第201条记录

【来源篇名】高校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研究
【英文篇名】University Inform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Research
【来源作者】金业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7深圳大学社科课题“高校文献资源共享体制研究
【期 刊】图书馆论坛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金业阳
【中图类号】G253
【年代卷期】2008,28(03).-88-90,100

第202条记录

【来源篇名】高校校内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体制研究
【英文篇名】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Sharing inside the University
【来源作者】王小云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图书馆论坛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王小云
【中图类号】G253
【年代卷期】2008,(05).-90-92

第203条记录

【来源篇名】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
【英文篇名】On evaluation for humanity & social science reasearch outcomes at Universities in China



【来源作者】王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科学研究处，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王瑜
【中图类号】G311
【年代卷期】2008,(4).-82-83

第204条记录

【来源篇名】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竞争战略研究——以上海某新材料公司为例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郑尊信／陈洁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软科学研究课题(2003DGQ1B163)／上海市软科学重点项目(036921009)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200052
【地 区】440300／3100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郑尊信
【中图类号】F276.44
【年代卷期】2008,(5).-189-191,201

第205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外部环境及对策
【英文篇名】Upgrading of structure of service sector in China:background and strategy
【来源作者】陈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陈凯
【中图类号】F063.1
【年代卷期】2008,28(08).-31-33,39

第206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女子网球队备战2006年“澳网”集训计划与训练控制
【英文篇名】Study of the collective training plan and training control used by Chinese women tennis team in preparing for Australia Tennis
Open in 2006
【来源作者】刘世军／蒋婷／刘家纶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体育学刊
【第一机构】天津体育学院
【机构名称】天津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科学系，300381／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100084
【地 区】120000／440300／110000
【学科分类】体育学
【第一作者】刘世军
【中图类号】G808/G845
【年代卷期】2008,15(05).-85-89

第207条记录

【来源篇名】多元智能训练对大学生武术技能和多元智能的影响



【英文篇名】Effects of multi-element intelligence training on Wushu skills and multi-element intellig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来源作者】邱服冰／高颖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体育学刊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体育学／教育学
【第一作者】邱服冰
【中图类号】G85/G45
【年代卷期】2008,15(07).-97-101

第208条记录

【来源篇名】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时代背景和体系建构
【英文篇名】The Era Background &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ivic Education in China
【来源作者】刘志山／李卫英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518060／深圳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刘志山
【中图类号】G41
【年代卷期】2008,(1).-100-105

第209条记录

【来源篇名】深圳文化发展理念的历史沿革
【英文篇名】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Ideas of Shenzhen's Cultural Development
【来源作者】吴俊忠／常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文化学
【第一作者】吴俊忠
【中图类号】G127.65
【年代卷期】2008,(01).-19-24

第210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西马哲学专家对话凸现十大哲学问题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董世峰
【文章类型】会议综述与纪要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哲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董世峰
【中图类号】B262
【年代卷期】2008,(01).-25-31

第211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西哲学对话的一个尝试性设想——从茶道建立世界性的中国哲学的“一期一会”



【英文篇名】A Trial-type Hypothesis on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A Valuable Union"of Internationalized
Chinese Philosophy Founded on Tea Ceremonies
【来源作者】王兴国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哲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王兴国
【中图类号】B262
【年代卷期】2008,(01).-39-47

第212条记录

【来源篇名】适应社会转型的德育转型是否可能
【英文篇名】Is It Possible to Realize a Transi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daptable to the Societal Transition?
【来源作者】罗石／宋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罗石
【中图类号】G41
【年代卷期】2008,(01).-48-53

第213条记录

【来源篇名】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新货币现象”剖析
【英文篇名】An Analysis of the "New Monetary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RMB Appreciation
【来源作者】曹龙骐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曹龙骐
【中图类号】F820
【年代卷期】2008,(01).-73-77

第214条记录

【来源篇名】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构建发展型福利社会
【英文篇名】Building a Development-type Welfare Society through Development-type Social Policies
【来源作者】徐道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徐道稳
【中图类号】C916
【年代卷期】2008,(01).-90-94

第215条记录



【来源篇名】司法竞技与诉辩规则——英美法系的“不应诉判决”及其理论基础
【英文篇名】On the Sporting Theory of Justice and the Rules of Pleading--Default Judgment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in Common Law
【来源作者】杨剑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杨剑
【中图类号】D925.1
【年代卷期】2008,(01).-95-99

第216条记录

【来源篇名】“应会感神”：宗炳的感物美学
【英文篇名】Zong Bing's Aesthetics of Responding to Things: Thoughts in Fancy upon Appreciation
【来源作者】李健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李健
【中图类号】B83
【年代卷期】2008,(01).-120-126

第217条记录

【来源篇名】概念整合理论对《围城》比喻的解释能力
【英文篇名】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Its Explanatory Power for Some Metaphors in Fortress Besieged
【来源作者】刘英凯／廖艳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刘英凯
【中图类号】H05
【年代卷期】2008,(01).-144-147

第218条记录

【来源篇名】我国教师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现象考察——兼论当前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制度选择
【英文篇名】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China's Distribution of Teacher Resources
【来源作者】李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AA050045）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均
【中图类号】G451
【年代卷期】2008,(01).-148-153

第219条记录



【来源篇名】《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广东省《资本论》研究会2007年年会会议综述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罗海平
【文章类型】会议综述与纪要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罗海平
【中图类号】F0-0
【年代卷期】2008,(01).-154-157

第220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深圳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英文篇名】On Shenzhen's Demographic Bonu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来源作者】杨光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杨光辉
【中图类号】F061.5
【年代卷期】2008,(02).-20-25

第221条记录

【来源篇名】建构中国“大众文化”的逻辑前提
【英文篇名】My Reflections on the Logical Premise for Building China's"Culture for the Masses"
【来源作者】徐海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5规划基金项目（05JA710014)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文化学
【第一作者】徐海波
【中图类号】G122
【年代卷期】2008,(02).-40-43

第222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萨特哲学虚无与自由的关系
【英文篇名】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Nihility of Satre's Philosophy
【来源作者】李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李克
【中图类号】B565.53
【年代卷期】2008,(02).-44-48

第223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正义性原则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追求
【英文篇名】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s the Basic Value Pursuance for formulating Public Policies
【来源作者】赵宇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赵宇峰
【中图类号】D601
【年代卷期】2008,(02).-49-53

第224条记录

【来源篇名】形成中的市民社会：民间商会发展的空间与限度
【英文篇名】The Form-taking Society of Urban Residents: the Space and Limit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official Chambers of Commerce
【来源作者】陈家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07JC810009）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陈家喜
【中图类号】D601
【年代卷期】2008,(02).-54-59

第225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私法理念对国际法的影响
【英文篇名】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a of Private Law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来源作者】刘美希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刘美希
【中图类号】D99
【年代卷期】2008,(02).-60-64

第226条记录

【来源篇名】消费价值、品牌关系型态与品牌忠诚的关系研究
【英文篇名】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among Consumption Value,Brand Relationship Form and Brand Loyalty
【来源作者】周志民／张晓生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0530101087)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周志民
【中图类号】F274
【年代卷期】2008,(02).-79-85

第227条记录



【来源篇名】企业模式的发展及创新型企业模式述评
【英文篇名】Critical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Patterns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 Patterns
【来源作者】刘耀／金恩焘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软科学项目（2006B70105022）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南昌大学
【机构名称】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330047／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360100／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刘耀
【中图类号】F27
【年代卷期】2008,(02).-86-91

第228条记录

【来源篇名】企业动态能力研究综述
【英文篇名】A Criti cal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Enterpriss'Dynamic Capability
【来源作者】崔世娟／王志球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EIA07024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4JZD00018）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510640
【地 区】440300／4401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崔世娟
【中图类号】F270
【年代卷期】2008,(02).-92-96

第229条记录

【来源篇名】和谐管理中的员工关系研究
【英文篇名】Staff Relations Research in Harmonious Management
【来源作者】陈淑妮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陈淑妮
【中图类号】G93-06
【年代卷期】2008,(02).-97-101

第230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史诗资源大国到研究强国——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之路
【英文篇名】Proceeding from a Power of Epic Resources to a Power of Epic Researches: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pic
Researches
【来源作者】郁龙余／李朗宁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郁龙余
【中图类号】I226.3
【年代卷期】2008,(02).-102-106



第231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化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发展策略
【英文篇名】The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ities of Crea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Economy
【来源作者】李蕾蕾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201013）／广东省创新研究项目：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理论与战略研究”（2007）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文化学
【第一作者】李蕾蕾
【中图类号】G124
【年代卷期】2008,(02).-120-125

第232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目的论看商标名的翻译
【英文篇名】Skopos Theory and Brand Name Translation
【来源作者】陈东成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陈东成
【中图类号】H315.9
【年代卷期】2008,(02).-126-130

第233条记录

【来源篇名】“鸠杖”考辨
【英文篇名】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Turtle-dove-ended Stick
【来源作者】李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李立
【中图类号】I04
【年代卷期】2008,(02).-131-133

第234条记录

【来源篇名】台湾群育的理论与实践
【英文篇名】Education for Developing Socialbility in Taiwan: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来源作者】向春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向春
【中图类号】G40-02
【年代卷期】2008,(02).-134-138



第235条记录

【来源篇名】调性模糊材料与调性展开
【英文篇名】The Tonality-vague Materials and the Unfolding of Tonality in the Music
【来源作者】康和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康和
【中图类号】J60
【年代卷期】2008,(02).-157-160

第236条记录

【来源篇名】跨文明语境中的文学交流——一种超越人权争论的新视角
【英文篇名】The Literary Exchanges in the Cross-civilization Context:A New Field of Vision Going beyond the Human-rights Debate
【来源作者】张晓红／梁建东／莫梦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地 区】440300／440300／AU0000
【学科分类】文化学
【第一作者】张晓红
【中图类号】G04
【年代卷期】2008,(03).-5-10

第237条记录

【来源篇名】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圳经济再次腾飞的引擎
【英文篇名】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the Engine for the Second Take-off of Shenzhen's Economy
【来源作者】郭茂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郭茂佳
【中图类号】F127/F83
【年代卷期】2008,(03).-16-21

第238条记录

【来源篇名】深圳企业外迁现象透视
【英文篇名】An Analysis of Shenzhen Enterprises's Relocation
【来源作者】华金秋／王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民族学
【第一作者】华金秋
【中图类号】F127.9
【年代卷期】2008,(03).-22-27



第239条记录

【来源篇名】我国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政府范式的创新
【英文篇名】The basic Experience of China's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Governmental Paradigm
【来源作者】张西山／王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湖南师范大学
【机构名称】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410081／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30100／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张西山
【中图类号】D619
【年代卷期】2008,(03).-50-56

第240条记录

【来源篇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广东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英文篇名】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s Productive Service Trade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来源作者】段杰／张燕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哲学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115A038）／深圳大学校级项目（4DJ）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段杰
【中图类号】F127
【年代卷期】2008,(03).-57-61

第241条记录

【来源篇名】权利倾斜性配置的度——关于《劳动合同法》的思考
【英文篇名】The Degree of the Favorable Allocation of Legal Rights:An Evaluation of Certain Clauses in PRC Labor Contract Law
【来源作者】应飞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FX035）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应飞虎
【中图类号】D912.5
【年代卷期】2008,(03).-78-82

第242条记录

【来源篇名】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非洲文化元素
【英文篇名】The African Cultural Elements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来源作者】孙静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外国文学
【第一作者】孙静波
【中图类号】I106.4
【年代卷期】2008,(03).-115-121



第243条记录

【来源篇名】孔子“安贫乐道”的意义诠释——兼论“安贫乐道不是先进文化”
【英文篇名】My Explanatory Notes on Confucius's Concept "One Should Find Contentment in Poverty and Joy in One's Principle"
【来源作者】田立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田立立
【中图类号】B222.2
【年代卷期】2008,(03).-134-140

第244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共思想史学科建设初探
【英文篇名】An Initial Probe into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Ideolog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来源作者】关志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教育学
【第一作者】关志钢
【中图类号】D23/G41
【年代卷期】2008,(03).-150-156

第245条记录

【来源篇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美国犹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
【英文篇名】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Jewish People in America in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e
【来源作者】唐立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唐立新
【中图类号】G 03
【年代卷期】2008,25(4).-11-16

第246条记录

【来源篇名】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
【英文篇名】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Its Enlightenment of Experiences
【来源作者】钟坚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7P01)／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115D006)／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项
目(ND2007-1203)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钟坚
【中图类号】F 127.9



【年代卷期】2008,25(4).-17-23

第247条记录

【来源篇名】科学发展观：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英文篇名】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a Harmonious Unity of Humans, Nature and Society
【来源作者】周泽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第一作者】周泽之
【中图类号】A81/K02
【年代卷期】2008,25(4).-24-27

第248条记录

【来源篇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品质
【英文篇名】The Variety of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Marxism’s Nature of Development
【来源作者】谢海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党委办公室，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
【第一作者】谢海均
【中图类号】A 8
【年代卷期】2008,25(4).-28-31

第249条记录

【来源篇名】资本、空间与激进政治——论詹姆逊的“认知测绘”概念
【英文篇名】Capital，Space and Radical Politics—On Jamason’ s Notion of Cognitive Mapping
【来源作者】邢立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邢立军
【中图类号】B 712.44
【年代卷期】2008,25(4).-36-40

第250条记录

【来源篇名】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认知与视角
【英文篇名】The Maintenance of Common Human Interests：Its Cognition and Perspective
【来源作者】章一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章一平
【中图类号】D 80



【年代卷期】2008,25(4).-52-56

第251条记录

【来源篇名】寿命不确定性与居民预防性储蓄——兼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不足
【英文篇名】The Uncertain Longevity and The Precautionary Saving—Remarks on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来源作者】张继海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经济学
【第一作者】张继海
【中图类号】C 92/F832.22
【年代卷期】2008,25(4).-69-74

第252条记录

【来源篇名】《政府采购协议》框架下我国政府采购立法之考量
【英文篇名】Considerations for Our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islation within the GPA Structure
【来源作者】田晓萍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田晓萍
【中图类号】D 922.298
【年代卷期】2008,25(4).-98-101

第253条记录

【来源篇名】异域之眼看杜诗——李植《杜诗批解》评语析论
【英文篇名】Du Fu’s Poetry Seen in a Foreign Eye—An Analysis of Li Zhi’s A Critique and Decipherment of Du Fu’s Poetry
【来源作者】左江
【文章类型】图书评论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左江
【中图类号】I 207.22
【年代卷期】2008,25(4).-102-105

第254条记录

【来源篇名】90年代小说的自觉及其对历史的另类书写
【英文篇名】The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Fiction of 1990s and the Divergent Narration about History
【来源作者】汤奇云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汤奇云
【中图类号】I 0-03



【年代卷期】2008,25(4).-111-115

第255条记录

【来源篇名】动词作为评价性手段的理据
【英文篇名】Verbs’ Evaluative Motivations
【来源作者】金娜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金娜娜
【中图类号】H 313.2
【年代卷期】2008,25(4).-116-119

第256条记录

【来源篇名】齐家文化玉器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
【英文篇名】The Jade Ware of Qi Family Cult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anxingdui Culture
【来源作者】彭燕凝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彭燕凝
【中图类号】J 18
【年代卷期】2008,25(4).-136-139

第257条记录

【来源篇名】消费社会的广告符号解读
【英文篇名】The Consuming Society: Its Interpretation in Terms of Advertising Signs
【来源作者】陈振旺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传媒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陈振旺
【中图类号】G 206.3
【年代卷期】2008,25(4).-140-144

第258条记录

【来源篇名】面向道德需要的德育接受性探讨
【英文篇名】A Study of the Acceptability of Moral Education Catering to the Moral Needs
【来源作者】李卫英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李卫英
【中图类号】G 410



【年代卷期】2008,25(4).-145-147

第259条记录

【来源篇名】移动学习在成人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英文篇名】A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to Adult Education
【来源作者】李兴敏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项目(07JT031)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成人教育学院，518008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李兴敏
【中图类号】G 434
【年代卷期】2008,25(4).-148-151

第260条记录

【来源篇名】试论IS09000标准与高校教学评估指标体系相结合
【英文篇名】The ISO 9000 Series Standards Integrated into the Index System of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ssessment
【来源作者】黄秋梅／张祥云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518060／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黄秋梅
【中图类号】G 712.3
【年代卷期】2008,25(4).-152-154

第261条记录

【来源篇名】高校职业指导课程体系的设置及优化
【英文篇名】The Vocational Guidance Course System: Its Arrangement and Optimization
【来源作者】王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项目(A20050319)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王军
【中图类号】G 71
【年代卷期】2008,25(4).-154-157

第262条记录

【来源篇名】高校运动训练现状与发展方向
【英文篇名】The Athletic Training in Terti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ts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来源作者】欧阳萍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欧阳萍
【中图类号】G 80



【年代卷期】2008,25(4).-158-160,125

第263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印度关系展望——在深圳大学的演讲
【英文篇名】Prospects fo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 Speech Delivered at Shenzhen University
【来源作者】拉奥琦／郁龙余／曾飒
【文章类型】译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拉奥琦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25(5).-5-7

第264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新党章比较
【英文篇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ew Party Constitution of the CPC and the CPJ
【来源作者】曹天禄／张旭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KS04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7A01)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成都大学，610081
【地 区】440300／5101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曹天禄
【中图类号】D27
【年代卷期】2008,25(5).-56-60

第265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诗词格律的自然属性
【英文篇名】On Natural Attributes of Lyric Forms and Rules
【来源作者】潘海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潘海东
【中图类号】I207.21
【年代卷期】2008,25(5).-118-122

第266条记录

【来源篇名】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新安县志》景印本序
【英文篇名】Preface to the County Annals of Xin’an
【来源作者】章必功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章必功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25(5).-141

第267条记录

【来源篇名】再造古籍，还原历史——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新安县志》景印本后记
【英文篇名】Remake Ancient Books and Reconstruct History: Epilogue to the County Annals of Xin’an Dated the Twenty-Fourth Year of
the Qing Emperor, Jiaqing
【来源作者】孙立川／郭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香港天地出版社
【机构名称】香港天地出版社／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810000／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孙立川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25(5).-142-144

第268条记录

【来源篇名】毛利人口及其祖先探源
【英文篇名】The Quest for the Ancestral Root of the Maori Population
【来源作者】杨中新／钟若愚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人口所，518060／深圳大学人口所，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杨中新
【中图类号】C922
【年代卷期】2008,25(5).-145-151

第269条记录

【来源篇名】编辑方针的类型及其制订
【英文篇名】Modes and Formulation of Editorial Guidelines
【来源作者】何先义／陈红／谭多幸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高等学校学报学会一级科研项目(2007)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东莞理工学院
【机构名称】东莞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523808／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518060／东莞理工学院文学院，523808
【地 区】441900／440300／441900
【学科分类】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何先义
【中图类号】G237.5
【年代卷期】2008,25(5).-152-156

第270条记录

【来源篇名】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工作模式研究
【英文篇名】On Working Patterns of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Librarians
【来源作者】李洪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5-2006年度深圳市图书情报研究课题“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工作模式研究”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李洪



【中图类号】G251.6
【年代卷期】2008,25(5).-157-160

第271条记录

【来源篇名】深圳特区市场经济伦理的原则和特点
【英文篇名】Princip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rket Economy Ethics in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来源作者】刘志山／党益群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CEA030050）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地 区】440300／440100
【学科分类】民族学
【第一作者】刘志山
【中图类号】C955
【年代卷期】2008,(06).-16-20

第272条记录

【来源篇名】新时期经济特区还要特下去
【英文篇名】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hould Remain "Special" in the New Era
【来源作者】罗清和／蔡腾飞／李佩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115A032）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民族学
【第一作者】罗清和
【中图类号】F127.9
【年代卷期】2008,(06).-21-26

第273条记录

【来源篇名】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城市公共产品供求问题分析——基于深圳市的问卷调查
【英文篇名】A Study of Urban Public Goods Supply & Demand in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Construction-Based on Questionnaives
Collected in Shenzhen
【来源作者】周林刚／朱昌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市水务局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周林刚
【中图类号】D523
【年代卷期】2008,(06).-74-78

第274条记录

【来源篇名】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公平感调查
【英文篇名】An Investigation on Citizens' Sense of Fairnes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来源作者】王晓钧／王迪／廖敏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院，100872／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110000／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王晓钧
【中图类号】D668
【年代卷期】2008,(06).-98-103

第275条记录

【来源篇名】毛泽东与《诗经》
【英文篇名】MAO Ze-dong and the Book of Songs
【来源作者】牟玉亭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牟玉亭
【中图类号】I207
【年代卷期】2008,(06).-114-117

第276条记录

【来源篇名】消费文化的整合与导向功能研究
【英文篇名】A Functional Study of Integration and Orientation in Consumer Culture
【来源作者】王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115A075）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党委宣传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文化学
【第一作者】王红
【中图类号】G0
【年代卷期】2008,(06).-128-131

第277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艺术语言声音色彩的判断与应用
【英文篇名】On Judgements and Applications of Aural Flavor in Artistic Language
【来源作者】温鉴非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温鉴非
【中图类号】J0-03
【年代卷期】2008,(06).-132-135

第278条记录

【来源篇名】谈乐感在朗诵艺术中运用
【英文篇名】On Musicality Applied in Recital Art
【来源作者】张庆红／张春丽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张庆红
【中图类号】J0-03
【年代卷期】2008,(06).-136-139

第279条记录

【来源篇名】“上梁盖顶”——宋美龄调解西安事变评析
【英文篇名】"Beam up and Roof on"-A Review of Song May-ling's Mediation in the Xi'an Incident
【来源作者】莫世祥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历史学
【第一作者】莫世祥
【中图类号】K82
【年代卷期】2008,(06).-140-146

第280条记录

【来源篇名】关于深圳市代课教师制度的思考
【英文篇名】Reflections on the System of Shenzhen-based Substitute Teachers
【来源作者】张兆芹／徐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张兆芹
【中图类号】G451
【年代卷期】2008,(06).-147-152

第281条记录

【来源篇名】试析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与循环经济的发展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赵宇峰／郭秋霞／易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社会科学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赵宇峰
【中图类号】F294.9
【年代卷期】2008,(04).-52-55

第282条记录

【来源篇名】社会时空的定位与转换——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与战略前景探讨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汪天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CZX003）
【期 刊】学术论坛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汪天文
【中图类号】F127
【年代卷期】2008,31(03).-135-138,152

第283条记录

【来源篇名】新加坡精英主义取向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英文篇名】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Singaporean Public Sector from a Perspective of Elitism
【来源作者】黄冠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东南亚纵横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政治学
【第一作者】黄冠军
【中图类号】F240/D50
【年代卷期】2008,(04).-60-62

第284条记录

【来源篇名】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改革分析
【英文篇名】An Analysis on the Reform for Singapor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来源作者】杨伟／吕元礼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东南亚纵横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杨伟
【中图类号】C913.7
【年代卷期】2008,(08).-17-20

第285条记录

【来源篇名】破解史诗和口头传统之谜——《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评析
【英文篇名】Solving the Riddle of Epic and Oral Tradition
【来源作者】何道宽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南方文坛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外国文学
【第一作者】何道宽
【中图类号】I0-1
【年代卷期】2008,(02).-26-29

第286条记录

【来源篇名】印度教生命论
【英文篇名】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Life in Hinduism
【来源作者】蔡枫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宗教学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宗教学



【第一作者】蔡枫
【中图类号】B928
【年代卷期】2008,(3).-164-168

第287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及其成因浅析
【英文篇名】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auses of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来源作者】黄卫平／陈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社会科学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黄卫平
【中图类号】D033
【年代卷期】2008,(02).-1-8

第288条记录

【来源篇名】学习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主流政党执政方式的思考
【英文篇名】Thoughts on Learning Running Ways from Governing Parties in Those Countries with Developed Market Economy
【来源作者】汪永成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课题“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5-0749)／教育部2008年应急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成就和
基本经验研究”
【期 刊】社会科学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汪永成
【中图类号】D05
【年代卷期】2008,(03).-72-75

第289条记录

【来源篇名】欠缺性市场：私营经济发展的政府约束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陈家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07JC810009）
【期 刊】理论与改革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陈家喜
【中图类号】F121.23
【年代卷期】2008,(02).-81-83

第290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黄卫平／陈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应急）课题 （2008JWJ010）
【期 刊】理论与改革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黄卫平
【中图类号】D61
【年代卷期】2008,(06).-5-8

第291条记录

【来源篇名】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新探——“农联模式”及其运行机制
【英文篇名】New exploration of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form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pattern"and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来源作者】叶祥松／罗海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7年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07BJY095）／教育部2006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A790026）
【期 刊】经济学家
【第一机构】广东商学院
【机构名称】广东商学院民营经济研究所，510320／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1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叶祥松
【中图类号】F32
【年代卷期】2008,(01).-48-54

第292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问题及对策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陈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经济学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陈凯
【中图类号】F063.1
【年代卷期】2008,(01).-126-128

第293条记录

【来源篇名】人民币汇率制度目标模式选择的思考
【英文篇名】The Thinking of Selections in Objective Models in Renmingbi Exchange Rate System
【来源作者】李杰／沈鲁青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昆山市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科，215300
【地 区】440300／3205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李杰
【中图类号】F832.1
【年代卷期】2008,(04).-18-22

第294条记录

【来源篇名】美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英文篇名】Analysis on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Structure of Servcie Sector in USA
【来源作者】陈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软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陈凯
【中图类号】F063.1
【年代卷期】2008,22(03).-52-56

第295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铁姑娘”到“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迁
【英文篇名】From "Iron Girl" to "New Model":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Female Gender Roles of Chinese Women
【来源作者】张晓红／梁建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思想战线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张晓红
【中图类号】C912.1
【年代卷期】2008,34(01).-88-91

第296条记录

【来源篇名】服务业结构升级与就业之间相关关系研究
【英文篇名】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Upgrade of Servicing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Employment
【来源作者】陈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经济问题探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陈凯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5).-69-72

第297条记录

【来源篇名】外资银行进入及应对策略选择
【英文篇名】Foreign Capital Bank’s Entrance and Our Countermeasure Stategy Choice
【来源作者】李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经济问题探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李杰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8,(6).-144-146,158

第298条记录

【来源篇名】对我国服务业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英文篇名】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that have Effects on the FDI in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来源作者】陈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8年度深圳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服务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研究”
【期 刊】经济问题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陈凯
【中图类号】F71
【年代卷期】2008,(05).-29-31

第299条记录

【来源篇名】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与内涵研究
【英文篇名】On Natur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来源作者】罗海平／叶祥松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07BJY09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A790026）
【期 刊】经济问题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广东商学院民营经济研究所，510320
【地 区】440300／4401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罗海平
【中图类号】F121
【年代卷期】2008,(07).-82-86

第300条记录

【来源篇名】信息化水平有界性问题研究
【英文篇名】Study on the Boundary of Informatization Level
【来源作者】沙利杰／赵国杰／李杨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经济问题
【第一机构】天津大学
【机构名称】天津大学管理学院，300072／天津大学管理学院，300072／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地 区】120000／1200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沙利杰
【中图类号】F062.5
【年代卷期】2008,(12).-37-39,92

第301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化与创意产业集群的研究谱系和前沿：走向文化生态隐喻？
【英文篇名】RESEARCH GENEALOGY AND PROSPECT ON CREATIVE CLUSTERS: THE METAPHOR OF CULTURE ECOLOGY
【来源作者】李蕾蕾／彭素英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后续研究成果（40201013）／2007年广东省创新研究项目“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理论与战略研究”
【期 刊】人文地理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人文、经济地理
【第一作者】李蕾蕾
【中图类号】K901.6
【年代卷期】2008,23(02).-33-38

第302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可雇佣性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何发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甘肃社会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4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何发平
【中图类号】F272.92
【年代卷期】2008,(04).-169-172

第303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语义网络的e-Learning系统
【英文篇名】The e-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Semantic Web
【来源作者】李兴敏／叶成林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兴敏
【中图类号】G434
【年代卷期】2008,(05).-38-39

第304条记录

【来源篇名】结合层次分析法对网络课程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英文篇名】A Fuzzy Overall Appraisal of Web-Courses by a Hierarchical Analysis
【来源作者】李兴敏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2SJD63004）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08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兴敏
【中图类号】G43/G42
【年代卷期】2008,(08).-47-51

第305条记录

【来源篇名】虚拟世界及其教育应用
【英文篇名】Virtual Worl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来源作者】李文光／董志彪／张亚娟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1LWG)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518060／国际商业机器科技（深圳）
【地 区】4403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文光
【中图类号】G434
【年代卷期】2008,(11).-16-20

第306条记录

【来源篇名】试论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传播
【英文篇名】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Informatized Environment
【来源作者】欧阳康／汪瑜敏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信息中心，518060／深圳大学信息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欧阳康
【中图类号】G434
【年代卷期】2008,(12).-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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