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2009年）

共 254 条记录

作者机构 = 深圳大学
所选数据库 = 2009年来源文献数据库

第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A0012009010010
【来源篇名】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三个层次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田启波／陶日贵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3104B01）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
【地 区】440300／4401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田启波
【中图类号】B0
【年代卷期】2009,(1).-60-63

第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A0012009030007
【来源篇名】马克思社会批判范式的当代价值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王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2007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115A075）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党委宣传部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王红
【中图类号】B0-0
【年代卷期】2009,(3).-44-47

第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A0012009060024
【来源篇名】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与意识形态性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徐海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8年度专项任务项目（08JD710004）／深圳市2007年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115A075）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
【第一作者】徐海波
【中图类号】A81-01
【年代卷期】2009,(6).-136-139

第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B0022009080005
【来源篇名】湛若水对陈白沙静坐学说的阐释——以《白沙子古诗教解》为中心
【英文篇名】Interpretation of Chen Baisha's Thoughts of Meditation by Sitting Quietly
【来源作者】黎业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哲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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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业明
【中图类号】B248
【年代卷期】2009,(8).-29-33

第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B0042009090019
【来源篇名】女性与自然关系的多维理论进路——基于批判性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
【英文篇名】The Multi-dimensional Theoretical Approaches of the Women-Nature Relation -- Critical Eco-feminism-Based Visual Angle
【来源作者】郑湘萍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自然辩证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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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第一作者】郑湘萍
【中图类号】N031
【年代卷期】2009,25(9).-101-105

第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B0072009040025
【来源篇名】目标取向与社会认知冲突调节的关系
【英文篇名】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al Orientation and Socio-cognitive Conflict Regulation
【来源作者】李晓东／高秋凤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全国教育规划“十一五”重点课题（DBA06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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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心理学
【第一作者】李晓东
【中图类号】B840
【年代卷期】2009,32(4).-865-868

第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0552009040016
【来源篇名】汉代邸报问题辨析——兼论戈公振的“邸报说”
【英文篇名】On the Issues of Dibao in Han Dynasty -- Concurrently on Ge Gongzhen's View of "Dibao in Han Dynasty"
【来源作者】黄春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8044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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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12
【年代卷期】2009,(4).-112-119

第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0732009010011
【来源篇名】农民工工伤状况及其参保意愿调查
【英文篇名】Empirical Study on Migrant Workers' Industrial Injury and Desire for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Seven Cities
【来源作者】徐道稳
【文章类型】调研报告
【基 金】
【期 刊】中国人口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徐道稳
【中图类号】C913.7
【年代卷期】2009,(1).-97-103

第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C1152009040009
【来源篇名】立足可雇佣性培育员工忠诚度——一个心理契约的视角
【英文篇名】Cultivating Employee's Loyalty Based on Employability
【来源作者】何发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何发平
【中图类号】C96
【年代卷期】2009,(4).-30-32
【标引词 】忠诚度／可雇佣性／心理契约
【标 志】1
【学位分类】1201

第1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402009020028
【来源篇名】公务员职业化：起源、内涵及模式比较
【英文篇名】Professionalism of Civil Service: Origin, Connotation and Modes Comparison
【来源作者】谭功荣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ZZ022)／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6JDXM63004)
【期 刊】中国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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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功荣
【中图类号】D035
【年代卷期】2009,(2).-106-110

第1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652009010014
【来源篇名】平等原则在反歧视法中的适用和发展——兼谈我国的反歧视立法
【英文篇名】On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quality Principle in Anti-Discrimination Law
【来源作者】李薇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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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薇薇
【中图类号】D911
【年代卷期】2009,27(1).-126-134

第1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742009030013
【来源篇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鉴定的思考——以“富比”案中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为视角
【英文篇名】Thought on Judicial Expertise of IP
【来源作者】江波／张金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知识产权
【第一机构】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机构名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深圳大学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江波
【中图类号】D913
【年代卷期】2009,(3).-75-78

第1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772009030027
【来源篇名】新加坡社会保障体系的三重基石
【英文篇名】The Three Cornerstones of Singaporea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来源作者】魏新文／吕元礼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第一机构】广东警官学院
【机构名称】广东警官学院理论部，510230／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100／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魏新文
【中图类号】C913.7
【年代卷期】2009,13(3).-105-108

第1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822009010002
【来源篇名】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的宪制基础
【英文篇名】On the Constitutional Basis of the Legal 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SAR
【来源作者】姚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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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JJD820179）
【期 刊】太平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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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姚秀兰
【中图类号】D67
【年代卷期】2009,(1).-8-12

第1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822009050006



【来源篇名】论私法理念的经济基础
【英文篇名】On the Economic Basis of Private Law
【来源作者】刘美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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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作者】刘美希
【中图类号】D9
【年代卷期】2009,(5).-39-44

第1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D0822009080002
【来源篇名】欧洲空间局技术合同中的知识产权制度浅析
【英文篇名】A Brief Look 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Technology Contracts of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EAS)
【来源作者】尹玉海／刘飞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08BFX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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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空间政策与法律研究所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尹玉海
【中图类号】D913
【年代卷期】2009,(8).-12-16

第1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492009030021
【来源篇名】关于深圳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几点思考
【英文篇名】Some Thoughts on the Quickening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 Creative City in Shenzhen
【来源作者】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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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钟坚
【中图类号】F127
【年代卷期】2009,(3).-172-173

第1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522009010024
【来源篇名】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到知识优势——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英文篇名】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Knowledge Advantage -- Japa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来源作者】曾珠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JL045）／西南财经大学国家“211”工程3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期 刊】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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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10
【年代卷期】2009,31(1).-146-151

第1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522009030029
【来源篇名】消费决策与行为调整研究模型点评
【英文篇名】Review on Frontiers of Consumer Decision and Behavior Adjusting Research
【来源作者】蔡祥军／章平／张漪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20060288016）
【期 刊】经济管理
【第一机构】南京理工大学
【机构名称】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10094／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江南大学商学院，214122
【地 区】320100／440300／3202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蔡祥军
【中图类号】F016
【年代卷期】2009,31(3).-163-166

第2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562009020014
【来源篇名】哪些因素决定了会计职业道德守则的变迁——以AICPA职业行为守则502规则为例
【英文篇名】Factors Drive the Evolution of Code of Ethics for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 Using AICPA's professional code of conduct rule
502 as an example
【来源作者】柳木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审计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财会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柳木华
【中图类号】F233
【年代卷期】2009,(2).-84-90

第2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572009030008
【来源篇名】基差、随机冲击与不对称相关结构下的期货套期保值——来自亚洲股指期货市场的证据
【英文篇名】Basis, Stochastic Impulse and Futures Hedging with Asymmetric Correlation
【来源作者】郑尊信／徐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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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郑尊信
【中图类号】F830.91
【年代卷期】2009,26(3).-91-105

第2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572009040004
【来源篇名】不同汇率机制下石油价格波动的金融CGE模型分析
【英文篇名】A CGE Analysis of Oil Price Change
【来源作者】李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04GH79012）
【期 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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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第一作者】李猛
【中图类号】F123.16
【年代卷期】2009,26(4).-45-56,69

第2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572009080006
【来源篇名】我国知识水平测度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英文篇名】Measuring China's Knowledge Level and Analyzing of 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来源作者】孙静娟／陈笑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孙静娟
【中图类号】F062.3
【年代卷期】2009,26(8).-71-82,134

第2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F0962009090016
【来源篇名】美国对中国服务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英文篇名】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that have Effect on USA's FDI in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来源作者】陈凯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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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
【中图类号】F719
【年代卷期】2009,(9).-81-86

第2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052009010014
【来源篇名】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
【英文篇名】The Mobile Home: A Case Study of New Media Usage and Migrant Workers' Social Relationship
【来源作者】丁未／田阡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规则项目（6JA860006）／广东省人文社科重大基地项目（06JDXM8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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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地 区】440300／550000
【学科分类】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丁未
【中图类号】G21
【年代卷期】2009,26(1).-61-70

第2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052009020001
【来源篇名】汉代言禁研究
【英文篇名】Speech Forbidden in Han Dynasty: A Study



【来源作者】黄春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8044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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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6(2).-1-12

第2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052009030007
【来源篇名】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及直接经验的议程设置与涵化效果——以深圳的社会治安议题为例
【英文篇名】The Agenda-setting and Cultivating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Direct Experience: A Case
Study of Social Security Agenda-setting in Shenzhen
【来源作者】王晓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现代传媒与社会风险控制”课题（07JJD8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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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王晓华
【中图类号】G210
【年代卷期】2009,16(3).-50-59

第2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052009060015
【来源篇名】论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的广告属性及其法律规范
【英文篇名】The Advertising Features of Paid-Ranking of Search Engine and Legal Regulation
【来源作者】李明伟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07JDTDXM86002）／香港城市大学“2009年内地青年传播学者访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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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伟
【中图类号】G20
【年代卷期】2009,16(6).-95-100
【标引词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法律规范
【标 志】1
【学位分类】050302

第2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082009100010
【来源篇名】2007年女子足球世界杯赛运动员跑动能力研究
【英文篇名】Study on Running Ability of Women Excellent Football Players during 2007 World Cup
【来源作者】刘丹／曹晓东／赵刚／李强／刘卫民／陈超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体育总局奥运科技攻关与服务项目（2005BA904B02）
【期 刊】体育科学
【第一机构】国家体育总局
【机构名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100061／武汉体育学院，430063／深圳大学，518060／天津体育学院，300381／湖北师范学
【地 区】110000／420100／440300／120000／420100／220300
【学科分类】体育学



【第一作者】刘丹
【中图类号】G843
【年代卷期】2009,29(10).-51-60

第3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202009070027
【来源篇名】编目系统的比较研究——以ALEPH 500和SULCMIS Ⅲ为例
【英文篇名】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omputer Cataloging System -- A Case Study Between ALEPH 500 and SULCMIS Ⅲ
【来源作者】胡振宁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图书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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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振宁
【中图类号】G250.1
【年代卷期】2009,53(7).-109-112

第3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302009010007
【来源篇名】中文叙词表本体——叙词表与本体的融合
【英文篇名】Onto Thesaurus (Chinese-Thesaurus-Ontology) -- An Integration of Thesaurus and Ontology
【来源作者】曾新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CTQ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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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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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18
【年代卷期】2009,(1).-34-43

第3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422009030003
【来源篇名】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的成因、性质与对策研究——基于农民组织化的重新审视
【英文篇名】On Causes, Nature and Solution of Problems in Countryside, Agriculture & Farmers in China -- Based on Farmers
Organization
【来源作者】吴靖／罗海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7年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07BJY095）
【期 刊】中国软科学
【第一机构】华南师范大学
【机构名称】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510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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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靖
【中图类号】F321
【年代卷期】2009,(3).-17-22

第3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592009050022
【来源篇名】“更正广告”的法理研究
【英文篇名】The legal analysis of Corrective Advertising
【来源作者】李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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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YL01）



【期 刊】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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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伟
【中图类号】G206
【年代卷期】2009,(5).-111-114

第3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592009060010
【来源篇名】试论我国传统民间社会的“差序”沟通观
【英文篇名】On the Concept of Differentiated Communication among Chinese Populace
【来源作者】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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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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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琛
【中图类号】G206
【年代卷期】2009,(6).-45-49

第3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592009080010
【来源篇名】谣言一定是洪水猛兽吗？——基于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反思
【英文篇名】Rethinking the Social Functions and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of Rumor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Empirical Studies
【来源作者】周裕琼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7CXW012）／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项目“深圳城市网络社会管理与引导的政策与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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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裕琼
【中图类号】G206
【年代卷期】2009,(8).-51-54

第3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592009100015
【来源篇名】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
【英文篇名】New Media and Empowerment: a Practical Social Research
【来源作者】丁未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9年深圳大学“创新团队”项目（09TDCX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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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
【中图类号】G206.2
【年代卷期】2009,(10).-76-81

第3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752009080003
【来源篇名】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



【英文篇名】Nationalism and Olympic Movement in Globalization
【来源作者】王润斌／陈民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体育总局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175SS07132）／南昌航空大学博士点基金项目（EA200810210）
【期 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第一机构】南昌航空大学
【机构名称】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330063／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体育系，518060
【地 区】360100／440300
【学科分类】体育学
【第一作者】王润斌
【中图类号】G80
【年代卷期】2009,32(8).-11-13,17

第3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862009020027
【来源篇名】RICH教育视角与“英美报刊选读”课程的改革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贾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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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陆依
【中图类号】G42
【年代卷期】2009,(2).-83-87

第3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862009080027
【来源篇名】大学英语课实现任务型小班教学的可行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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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卷期】2009,(8).-80-85

第4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872009180004
【来源篇名】高等教育研究60年：后来居上，异军突起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潘懋元／李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高等教育
【第一机构】厦门大学
【机构名称】厦门大学／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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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8).-15-19,41



第4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902009030005
【来源篇名】可视化教学过程设计研究
【英文篇名】Research on the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来源作者】曹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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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曹晓明
【中图类号】G40-057
【年代卷期】2009,(3).-16-19

第4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902009050015
【来源篇名】网络课程评价工具设计
【英文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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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化教育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兴敏
【中图类号】G434
【年代卷期】2009,(5).-72-75

第4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902009070024
【来源篇名】基于“学习流”的学习过程分析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英文篇名】Learning Process Analysis Based on Learning Flow and its Application
【来源作者】曹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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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曹晓明
【中图类号】G434
【年代卷期】2009,(7).-106-109

第4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0902009070027
【来源篇名】国内网络课程评价实践问题的研究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李兴敏／李亚秋／许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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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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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敏
【中图类号】G434
【年代卷期】2009,(7).-119-122

第4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1072009070018
【来源篇名】三维情境式教育游戏软件的设计与案例研究
【英文篇名】The Research of Situated Instructional 3D Games Softw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来源作者】曹晓明／朱春莺／李晓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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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晓明
【中图类号】G420
【年代卷期】2009,19(7).-78-81

第4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108200905a011
【来源篇名】深圳市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效果的调查研究
【英文篇名】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iteracy Training: A Case Stud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Shenzhen
【来源作者】李文光／余明媚
【文章类型】调研报告
【基 金】
【期 刊】中国远程教育（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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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51.2
【年代卷期】2009,(5a).-61-63

第4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108200912a013
【来源篇名】基于“学习流”的教学支持系统设计研究
【英文篇名】Design of Teaching Support System Based on Learning Flow
【来源作者】曹晓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远程教育（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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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晓明
【中图类号】G40-057
【年代卷期】2009,(12a).-62-65

第4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G1222009080009
【来源篇名】教学交往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英文篇名】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n 30-year-lo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来源作者】帅飞飞／李臣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教育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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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飞飞
【中图类号】G420
【年代卷期】2009,(8).-28-32

第4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H0122009020004
【来源篇名】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语法化——以“S是AV的O”句式为例
【英文篇名】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Achieved "(Shi(是))...De(的)" in Mandarin Chinese
【来源作者】龙海平／肖小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一机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机构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510420／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518060
【地 区】440100／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龙海平
【中图类号】H14
【年代卷期】2009,(2).-23-30

第5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H0122009050007
【来源篇名】汉语附加问句的互动功能研究
【英文篇名】The Functions of Tag Questions in Chinese: An Interactional Analysis
【来源作者】高华／张惟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4GHAA）
【期 刊】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地 区】440300／8100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高华
【中图类号】H14
【年代卷期】2009,(5).-45-52

第51条记录

【文件序号】11H0232009010003
【来源篇名】天朝话语与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书的清宫译文
【英文篇名】The Discourse of Celestial Empire and the Translation of King George Ⅲ's Letter to Emperor Qiaulong
【来源作者】王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翻译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王辉
【中图类号】H059
【年代卷期】2009,30(1).-27-32

第52条记录

【文件序号】11I0172009040020
【来源篇名】“内视”和“外视”中的“身体写作”



【英文篇名】The "Body Writing" i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Perspectivity
【来源作者】张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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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3
【年代卷期】2009,(4).-116-119

第53条记录

【文件序号】11J0072009020027
【来源篇名】声乐教学中的模糊用语探析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李广达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国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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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
【第一作者】李广达
【中图类号】J616
【年代卷期】2009,(2).-149-152

第54条记录

【文件序号】11J0142009050011
【来源篇名】《窃听风云》：港片新模式？
【英文篇名】Overheard: A New Mode of HK Movie?
【来源作者】刘辉
【文章类型】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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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66-68

第55条记录

【文件序号】11J0172009070016
【来源篇名】日本动漫产业运作模式研究——兼论对中国动漫产业的启示
【英文篇名】On Japanese Industry of Animation
【来源作者】何建平／刘洁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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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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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何建平
【中图类号】F062.9
【年代卷期】2009,(7).-72-77



第56条记录

【文件序号】11J0192009010014
【来源篇名】关于声乐阶段性教学理念的思考
【英文篇名】Some Thoughts on the Concept of Staged Teaching Vocal Training
【来源作者】李广达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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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广达
【中图类号】J616.2/G42
【年代卷期】2009,(1).-101-105

第57条记录

【文件序号】11K0292009020014
【来源篇名】深圳融入法定图则的城市设计运作探索及启示
【英文篇名】OPERATION OF SHENZHEN URBAN DESIGN INTEGRATED WITH STATUTORY DETAILED PLAN
【来源作者】叶伟华／赵勇伟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城市规划
【第一机构】华南理工大学
【机构名称】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地 区】440100／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经济学
【第一作者】叶伟华
【中图类号】TU984/F29
【年代卷期】2009,(2).-84-88

第58条记录

【文件序号】11K0292009100012
【来源篇名】街区城市设计实施成效的评价与分析——以深圳市中心区22、23-1街坊为例
【英文篇名】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BLOCK URBAN DESIGN: A CASE STUDY OF BLOCK NO.22, 23-1
OF CENTRAL AREA OF SHENZHEN
【来源作者】黄大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城市规划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黄大田
【中图类号】F29/TU984
【年代卷期】2009,(10).-87-92

第59条记录

【文件序号】11X002200908b016
【来源篇名】农村专业合作社：解决农村内源性污染的潜在“生力军”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乐小芳／栾胜基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课题实施方案《新农村建设环境污染控制与管理配套技术研究》
【期 刊】环境保护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环境科学
【第一作者】乐小芳
【中图类号】X5
【年代卷期】2009,(8b).-40-42

第60条记录

【文件序号】11Z0022009040004
【来源篇名】《张公神碑歌》考论——兼论汉代图像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英文篇名】A Study of Praises to Sir Zhang on His Divine Stele -- Also on the Value of the Pictorial Literature Study in Han Dynasty
【来源作者】李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06JA750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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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2
【年代卷期】2009,(4).-36-44

第61条记录

【文件序号】12C0422009010009
【来源篇名】改革先行地区的公民自主政治参与——基于深圳经济特区若干案例的分析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陈文／黄卫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重点课题（115A064）
【期 刊】天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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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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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
【中图类号】D62
【年代卷期】2009,(1).-52-55

第62条记录

【文件序号】12F0102009030006
【来源篇名】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
【英文篇名】An Analysis on the Gap in Economic Growth among Region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patial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来源作者】李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度青年项目（08CJL020）
【期 刊】南开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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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
【中图类号】F061.5
【年代卷期】2009,(3).-87-107

第63条记录

【文件序号】12G0232009040026
【来源篇名】信息启蒙教育——高校本科生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
【英文篇名】Information Initiation Education -- The Important Link of the Information Quality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s
【来源作者】赵奕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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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奕
【中图类号】G258
【年代卷期】2009,(4).-84-86

第64条记录

【文件序号】12G0232009070002
【来源篇名】目录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25年来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的主题分析
【英文篇名】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y Science -- Comments on the National Symposiums of Bibliography Science in
Last 25 Years
【来源作者】潘芳莲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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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57
【年代卷期】2009,(7).-8-12

第65条记录

【文件序号】12G0372009070030
【来源篇名】中国企业归核化战略绩效研究
【英文篇名】The Impact of Refocusing 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来源作者】崔世娟／孙利／蓝海林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4JZD00018）／教育部青年基金专项（EIA070246）
【期 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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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510640
【地 区】440300／440300／440100
【学科分类】管理学／管理学
【第一作者】崔世娟
【中图类号】C939/F27
【年代卷期】2009,30(7).-164-172

第66条记录

【文件序号】12Z0722009050004
【来源篇名】我国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和协整分析
【英文篇名】On the Impact Factors for Chinese Grain Production --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Co-integration Analysis
【来源作者】王赞／李松臣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07JC79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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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管理学院，300072／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
【地 区】1200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王赞
【中图类号】F302.5
【年代卷期】2009,11(5).-398-402

第67条记录

【文件序号】13C0132009030010



【来源篇名】身体主体性的起源与审美发生论——主体论身体美学论纲之一
【英文篇名】The Originality of Body Subjectivity and Aesthetical Occurrence -- One of Subjectivity Body Aesthetics Outline
【来源作者】王晓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主体性理论视野中的身体美学建构：主体论身体美学研究》
【期 刊】河北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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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第一作者】王晓华
【中图类号】B83
【年代卷期】2009,29(3).-59-63

第68条记录

【文件序号】21C0382009060002
【来源篇名】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嫁接何以可能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田启波／郑湘萍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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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10／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1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田启波
【中图类号】B262
【年代卷期】2009,(6).-9-11

第69条记录

【文件序号】21F0802009010003
【来源篇名】自然人暂时流动与服务贸易自由化
【英文篇名】The Temporary Movements of Natural Persons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来源作者】刘伟丽／蒙英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财经问题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开放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201620
【地 区】440300／3100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刘伟丽
【中图类号】F741.2
【年代卷期】2009,(1).-17-21

第70条记录

【文件序号】21H0192009080006
【来源篇名】时态的评价功能研究
【英文篇名】The Evaluative Function of Tense
【来源作者】金娜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教务处资助项目（JYA20080221）
【期 刊】外语与外语教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0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金娜娜
【中图类号】H0



【年代卷期】2009,(8).-23-26

第71条记录

【文件序号】22C0402009020023
【来源篇名】文论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
【英文篇名】Tradition of the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来源作者】庄锡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ZW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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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锡华
【中图类号】I0
【年代卷期】2009,(2).-160-165

第72条记录

【文件序号】22C0402009100008
【来源篇名】中国现代佛学发展的四个路向
【英文篇名】Four Direction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Buddhism
【来源作者】景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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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哲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宗教学
【第一作者】景海峰
【中图类号】B948
【年代卷期】2009,(10).-51-57

第73条记录

【文件序号】22C0402009110026
【来源篇名】论法律判断的不确定性
【英文篇名】On the Uncertainty of Legal Judgment
【来源作者】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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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丁南
【中图类号】D91
【年代卷期】2009,(11).-200-204

第74条记录

【文件序号】22D0052009050014
【来源篇名】论经济分析在法律判断上的局限性——以康德法哲学为视角的批判
【英文篇名】The Limits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Legal Judgements
【来源作者】丁南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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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南
【中图类号】D90
【年代卷期】2009,15(5).-143-153

第75条记录

【文件序号】22F0362009010005
【来源篇名】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研究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罗海平／钟坚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一般项目（07P01）／深圳市“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7年委托课题（115D006）
【期 刊】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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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
【第一作者】罗海平
【中图类号】F127.9
【年代卷期】2009,(1).-21-25

第76条记录

【文件序号】22F0362009090021
【来源篇名】如何协调政府审计与媒体监督的关系——以救灾资金管理为例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华金秋／刘传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人文社科项目（X0613）
【期 刊】经济纵横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产业经济研究所，430074
【地 区】440300／4201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华金秋
【中图类号】F239.22
【年代卷期】2009,(9).-73-75

第77条记录

【文件序号】22I0192009030028
【来源篇名】浏览《剑桥美国文学史》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曹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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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曹征路
【中图类号】I206
【年代卷期】2009,(3).-149-151

第78条记录

【文件序号】22I0192009040008
【来源篇名】沧桑阅尽意气平——《问苍茫》创作谈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曹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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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曹征路
【中图类号】I206
【年代卷期】2009,(4).-37-40

第79条记录

【文件序号】22I0192009050003
【来源篇名】走向实质多元主义的理论建构——我看本质论与建构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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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王晓华
【中图类号】I0-2
【年代卷期】2009,(5).-12-17

第80条记录

【文件序号】22Z0202009040027
【来源篇名】论现代主义诗歌中节奏和意象的关系——以郑敏的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为例
【英文篇名】On the Modernist Poetr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ythm and Imagery -- as an example of modern poetry of Zheng Min
【来源作者】周礼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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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周礼红
【中图类号】I206.6
【年代卷期】2009,(4).-147-150

第81条记录

【文件序号】23C0332009040020
【来源篇名】美国华裔小说的男性视野及父子关系
【英文篇名】The Male Perspectives and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s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Works
【来源作者】孙静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求是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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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卷期】2009,36(4).-118-122

第82条记录

【文件序号】31C0482009010019



【来源篇名】表达与鲁迅的“思想”——一个世纪难题
【英文篇名】Representation and Lu Xun's Thoughts -- A Difficult Question with One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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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1(1).-102-109

第83条记录

【文件序号】31C0482009070014
【来源篇名】雅典公民政治语境与古希腊悲剧的生成
【英文篇名】The Athenian Democracy Political Context and the Generation of Greek Tragedy
【来源作者】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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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
【第一作者】王晓华
【中图类号】J110
【年代卷期】2009,41(7).-112-119

第84条记录

【文件序号】31C1032009070011
【来源篇名】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
【英文篇名】Political Aspirations of Intellectuals from New Social Str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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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第一作者】王晓华
【中图类号】D43
【年代卷期】2009,(7).-32-36

第85条记录

【文件序号】31D0562009010011
【来源篇名】司法审查与行政性垄断规制
【英文篇名】Judicial Review and the Reg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来源作者】叶卫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项目（08YG-04）／深圳大学2008年度青年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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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叶卫平
【中图类号】



【年代卷期】2009,(1).-113-121

第86条记录

【文件序号】31D0562009050016
【来源篇名】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基本特征刍议
【英文篇名】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pretation Mechanism of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来源作者】邹平学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大港澳珠中心2007年度重大项目《香港基本法实践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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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119-123

第87条记录

【文件序号】31F0192009100014
【来源篇名】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东盟五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英文篇名】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ASEAN-5 Countries
【来源作者】唐颖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QNCG11）
【期 刊】世界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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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颖
【中图类号】F124
【年代卷期】2009,(10).-80-86

第88条记录

【文件序号】31F0812009100013
【来源篇名】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系统的内外部冲击影响——基于虚实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及模拟测算
【英文篇名】The Eff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hocks on China's Economic System through the Financial Crisis: Study 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Financial Sector and Real Sector
【来源作者】李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801000097）
【期 刊】财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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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第一作者】李猛
【中图类号】F123.16
【年代卷期】2009,35(10).-134-143

第89条记录

【文件序号】31G0042009030008
【来源篇名】客观冷静地分析范长江的西北采访——兼复蓝鸿文先生的《我的声明》
【英文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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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60
【地 区】440100
【学科分类】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黄春平
【中图类号】G219
【年代卷期】2009,(3).-51-56

第90条记录

【文件序号】31G0632009100014
【来源篇名】教师学习迁移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英文篇名】Study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eacher's Learning Transfer
【来源作者】张兆芹／李艳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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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7
【年代卷期】2009,(10).-62-65

第91条记录

【文件序号】31G1002009050002
【来源篇名】中学教师对新课改认同感的调查研究
【英文篇名】A Study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Receptivity of New Curriculum Reform
【来源作者】帅飞飞／李臣之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全球教育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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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飞飞
【中图类号】G42
【年代卷期】2009,(5).-8-14

第92条记录

【文件序号】31G1032009030017
【来源篇名】从“工作流”到“学习流”：E-learning系统设计的新视角
【英文篇名】From Workflow to Learning Flow: A New Framework to Design and Develop E-learning System
【来源作者】曹晓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开放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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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晓明
【中图类号】G442
【年代卷期】2009,15(3).-94-98

第93条记录

【文件序号】31G1042009040004
【来源篇名】英语教学实证性研究步骤及COLT观察工具的应用
【英文篇名】An Introduction to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s in Empirical Studies and COLT Observation Scheme
【来源作者】陈锫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中国教育部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08JC74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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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陈锫
【中图类号】H319.3
【年代卷期】2009,(4).-22-26

第94条记录

【文件序号】31I0072009010013
【来源篇名】从比较文学到电影研究——鲁晓鹏教授访谈录
【英文篇名】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Movie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u Xiao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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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刊】中国比较文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外国文学
【第一作者】李凤亮
【中图类号】I106
【年代卷期】2009,(1).-53-65

第95条记录

【文件序号】31I0222009030004
【来源篇名】海德格尔后期艺术思想的形而上学遗痕——一个批判性的反思
【英文篇名】Metaphysical Traits in Heidegger's Late Thoughts: A Critical Reflection
【来源作者】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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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
【第一作者】王晓华
【中图类号】J0
【年代卷期】2009,(3).-25-30

第96条记录

【文件序号】31K0382009040011
【来源篇名】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住宅价格的影响——以深圳福田区为例
【英文篇名】The Impact of Subway on Real Estate Price in Futian District of Shenzhen
【来源作者】李君兰／白鹏／宋彦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城市规划学刊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城市规划系
【地 区】440300／440300／US00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李君兰
【中图类号】F29
【年代卷期】2009,(4).-61-67



第97条记录

【文件序号】31Z0652009050008
【来源篇名】惩罚性赔偿的制度思考
【英文篇名】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n Punitive Damages of Antitrust Law
【来源作者】叶卫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2008年度研究课题（08SFB3032）／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115A058）
【期 刊】上海财经大学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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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第一作者】叶卫平
【中图类号】D922
【年代卷期】2009,11(5).-37-43

第98条记录

【文件序号】32C0272009010007
【来源篇名】信念调整、学习行为和均衡收敛的博弈模型研究进展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章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573046）／教育部高校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20060288016）
【期 刊】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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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平
【中图类号】F016
【年代卷期】2009,(1).-37-43

第99条记录

【文件序号】33F0742009110010
【来源篇名】带结构突变的面板数据单位根伪检验研究
【英文篇名】Research on Unit Root Spurious Test for Panel Data with Structural Change
【来源作者】陈海燕／杨宝臣／李松臣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5JA790059）／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8LY089）
【期 刊】商业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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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
【地 区】120000／120000／440300
【学科分类】统计学
【第一作者】陈海燕
【中图类号】C812
【年代卷期】2009,(11).-65-71

第100条记录

【文件序号】34C0812009020037
【来源篇名】中国内地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唐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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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社会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唐咏
【中图类号】C916
【年代卷期】2009,(2).-271-275

第101条记录

【文件序号】35C0042009070004
【来源篇名】基于周内效应的我国股票市场量价关系的研究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董绳周／董天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天津大学
【机构名称】天津大学管理学院，300072／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
【地 区】1200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董绳周
【中图类号】F832.5
【年代卷期】2009,(7).-21-24

第102条记录

【文件序号】36C0202009030005
【来源篇名】论祠堂画像的模块叙述、单元叙述与模糊性叙述——以武氏祠堂前石室（武荣祠）及相关画像为例
【英文篇名】On Module, Unit and Fussiness Narration of Ancestral Temple Figures -- A Case of Front Stone Chamber in Wu's Ancestral
Temple and Related Figures
【来源作者】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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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
【年代卷期】2009,(3).-24-36

第103条记录

【文件序号】36C0202009070036
【来源篇名】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的理论特征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黄旭东／田启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江西社会科学
【第一机构】贵州社会科学杂志社
【机构名称】贵州社会科学杂志社，550002／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地 区】520100／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黄旭东
【中图类号】C911
【年代卷期】2009,(7).-181-185

第104条记录

【文件序号】37C0032009020028
【来源篇名】传统道德视野下的人肉搜索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马云驰／白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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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论丛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马云驰
【中图类号】D90
【年代卷期】2009,30(2).-147-150

第105条记录

【文件序号】37C0432009050002
【来源篇名】2008：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
【英文篇名】2008: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Chinese philposophy
【来源作者】景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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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哲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景海峰
【中图类号】B2
【年代卷期】2009,(5).-13-19

第106条记录

【文件序号】41C0562009030031
【来源篇名】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现状、成因与对策
【英文篇名】The Right-safeguarding of Proprietors in Urban Community: Present Situation, Cause and Countermove
【来源作者】陈文／黄卫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ZZ003）
【期 刊】中州学刊
【第一机构】同济大学
【机构名称】同济大学法政学院，200092／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310000／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陈文
【中图类号】C916
【年代卷期】2009,(3).-116-120

第107条记录

【文件序号】41Z0372009060031
【来源篇名】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生产与消费视野中的新都市小说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陈继会／谢晓霞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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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陈继会
【中图类号】I206
【年代卷期】2009,42(6).-113-116

第108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1092009060061
【来源篇名】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胡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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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统计学
【第一作者】胡明伟
【中图类号】C811
【年代卷期】2009,(6).-170-171

第109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1092009120003
【来源篇名】一类加权信念学习博弈模型的参数估计算法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章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573046）／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2006028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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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章平
【中图类号】F224.32
【年代卷期】2009,(12).-7-8

第110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1092009240040
【来源篇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面板计量分析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陈海燕／杨宝臣／李松臣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5JA790059）／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8LY089）
【期 刊】统计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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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
【地 区】120000／1200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陈海燕
【中图类号】F224.0
【年代卷期】2009,(24).-112-114

第111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1192009010003
【来源篇名】和谐管理理论及其应用思考
【英文篇名】Reflection on HeXie Management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来源作者】席酉民／尚玉钒／井辉／韩巍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672052／70772108）／优秀创新群体项目（70121001）
【期 刊】管理学报
【第一机构】西安交通大学
【机构名称】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710049／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710049／郑州大学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地 区】610100／610100／410100／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席酉民
【中图类号】C93
【年代卷期】2009,6(1).-12-18



第112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1192009030022
【来源篇名】基于学习—能力—战略递进逻辑的比较案例研究
【英文篇名】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Lenovo and TCL: An Analysis Using Learning-Capability-Strategy-Succeeding Logic Mode
【来源作者】林梅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832003）／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资助项目（115A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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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林梅
【中图类号】F272.3
【年代卷期】2009,6(3).-401-405

第113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1192009060001
【来源篇名】“管理学在中国”——本土化学科建构几个关键问题的探讨
【英文篇名】Management in China: The Exploration on the Critial Issues of Localization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来源作者】韩巍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84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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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6).-711-717

第114条记录

【文件序号】42C1192009100018
【来源篇名】品牌关系驱动因素研究——以年轻人样本为例
【英文篇名】The Exploratory Study on Driving Factors of Brand Relationships -- The Sample of Young People
【来源作者】周志民／张宁／李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80204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基金资助项目（053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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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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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第一作者】周志民
【中图类号】C93
【年代卷期】2009,6(10).-1384-1391

第115条记录

【文件序号】42D0582009040021
【来源篇名】劳动争议ADR研究——兼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之解读
【英文篇名】On ADR of Labor Disputes
【来源作者】翟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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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翟玉娟
【中图类号】D912.5
【年代卷期】2009,(4).-133-140

第116条记录

【文件序号】42F0992009040024
【来源篇名】转让定价中公平交易原则与交易净利润法
【英文篇名】On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in Transfer Pricing and the Rise of Transactional Net Margin Method
【来源作者】赵晋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7年深圳大学人文社科一般项目（X0702）
【期 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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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晋琳
【中图类号】F812.4
【年代卷期】2009,(4).-131-134

第117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352009210013
【来源篇名】基于工业生态学的建筑业生态链构建及代谢分析研究
【英文篇名】Study of Ecological Chain and Metabolism Analysi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Based on Industrial Ecology
【来源作者】姜连馥／孙改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项目（1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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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姜连馥
【中图类号】TU-023
【年代卷期】2009,26(21).-53-55

第118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602009020020
【来源篇名】美国大学教师专业化归因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文篇名】Causal analysis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faculties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
【来源作者】王春艳／杨移贻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高等教育研究
【第一机构】浙江大学
【机构名称】浙江大学教育学院，310028／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地 区】3301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王春艳
【中图类号】G645
【年代卷期】2009,30(2).-105-109

第119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602009070016
【来源篇名】发达国家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以美、德、日三国为例
【英文篇名】A research repor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undergraduate level in developed countries -- Based on the cases of U. S,
Germany and Japan
【来源作者】李均／赵鹭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高等教育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均
【中图类号】G648/G710
【年代卷期】2009,30(7).-89-95

第120条记录

【文件序号】42G0712009030012
【来源篇名】陶行知考试思想述论
【英文篇名】On Tao Xingzhi's Thought on Examination
【来源作者】吴丹／熊贤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教育研究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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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丹
【中图类号】G52
【年代卷期】2009,(3).-52-55

第121条记录

【文件序号】42Z0532009010007
【来源篇名】郭店简以“孝”释“仁”平议
【英文篇名】On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Ren Concept in the Guodian Bamboo Tablets
【来源作者】梁立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文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考古学
【第一作者】梁立勇
【中图类号】K877
【年代卷期】2009,36(1).-34-37

第122条记录

【文件序号】42Z0622009050008
【来源篇名】论英国法中的违约形态
【英文篇名】The Forms of Contract Breaching in English Law
【来源作者】王茂祺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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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第一作者】王茂祺
【中图类号】D913
【年代卷期】2009,62(5).-614-618

第123条记录

【文件序号】42Z0642009010013
【来源篇名】香港太平绅士：“源”与“流”



【英文篇名】Hong Kong Justice of the Peac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来源作者】姚秀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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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姚秀兰
【中图类号】D902
【年代卷期】2009,23(1).-54-57

第124条记录

【文件序号】42Z0762009020017
【来源篇名】美国审计署的灾民救助金控制框架及启示
【英文篇名】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Victims Relief Funds and Its Meanings
【来源作者】华金秋／胡顺华／陈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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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510500／英国约克大学数学系
【地 区】440300／440100／GB00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华金秋
【中图类号】D771.239.1
【年代卷期】2009,9(2).-88-92

第125条记录

【文件序号】43B0332009040012
【来源篇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因子结构：对地震灾区青少年PCL数据的分析
【英文篇名】Factor Structure of PTSD Checklist: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tudy in Adolescents from Earthquake Region
【来源作者】王孟成／戴晓阳／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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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心理学系，518060／深圳大学心理学系，518060／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330022
【地 区】440300／440300／3601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王孟成
【中图类号】R395.1
【年代卷期】2009,17(4).-420-423

第126条记录

【文件序号】43B0332009050015
【来源篇名】心理评定量表的编制和修订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英文篇名】Some Defects in Development and Revision of Psychological Rating Scales
【来源作者】戴晓阳／曹亦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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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戴晓阳
【中图类号】R395.1
【年代卷期】2009,17(5).-562-565



第127条记录

【文件序号】43B0332009050031
【来源篇名】大学生拖延行为倾向与时间透视的相关分析
【英文篇名】Relationship Between Delay Behavior and Tim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来源作者】王孟成／杨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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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518060／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育学院，23500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340600／440300
【学科分类】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王孟成
【中图类号】R395.6
【年代卷期】2009,17(5).-617-619

第128条记录

【文件序号】43C0322009070019
【来源篇名】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演论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唐咏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求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社会学
【第一作者】唐咏
【中图类号】C91
【年代卷期】2009,(7).-53-55

第12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B0272009050015
【来源篇名】救亡图存的教主——康有为论孔子形象
【英文篇名】A Hierarchy: The Image of Confucius Perceived by Kang Youwei
【来源作者】余树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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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余树苹
【中图类号】B223
【年代卷期】2009,(5).-108-113

第13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072009020013
【来源篇名】香港制度环境及基础性制度的借鉴
【英文篇名】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Basic Systems in Hong Kong and Their Reference Implications
【来源作者】陶一桃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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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第一作者】陶一桃
【中图类号】D676.58
【年代卷期】2009,(2).-72-77

第13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072009020027
【来源篇名】城市化后失地农民生活质量的制约因素分析——基于深圳的问卷调查
【英文篇名】Analysis on the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Land-lost Farmers' Life Quality after Urbanization
【来源作者】周林刚
【文章类型】调研报告
【基 金】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的资助
【期 刊】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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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第一作者】周林刚
【中图类号】C913.3
【年代卷期】2009,(2).-167-172

第13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472009060024
【来源篇名】东山的魅力——论古代文人的谢安之慕及其文化意蕴
【英文篇名】On the Ancient Intellectuals' Admire to Mr. Xie An and Its Cultural Content
【来源作者】沈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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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沈金浩
【中图类号】I206.2
【年代卷期】2009,(6).-154-158

第13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0472009110021
【来源篇名】西方主体论身体美学的诞生踪迹
【英文篇名】The Trace of the Birth of the Western Subjective Aesthetics of Body
【来源作者】王晓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7J01）
【期 刊】学术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100
【学科分类】哲学／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王晓华
【中图类号】B83-0/I01
【年代卷期】2009,(11).-129-135

第13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C1102009030009
【来源篇名】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社会资源分配与草根社会传播生态
【英文篇名】The World of "Black" and "White": A Case Study Of Internet Practices in an Urban Village
【来源作者】丁未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则项目（06JA860006）／广东省人文社科重大基地项目（06JDXM86001）
【期 刊】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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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第一作者】丁未
【中图类号】C92/C912
【年代卷期】2009,(3).-135-151

第13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F0692009120010
【来源篇名】澳门回归后的对外贸易结构
【英文篇名】Analysis of Macao's Foreign Trade Structure after its Return to Mainland China
【来源作者】王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XJL010）／深圳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QNCG14）
【期 刊】国际经贸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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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52.8
【年代卷期】2009,25(12).-57-61

第13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F0912009040006
【来源篇名】股票期权激励税收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英文篇名】International Practice of Incentive Tax Policies concerning Stock Options
【来源作者】赵晋琳／叶香丽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涉外税务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518060／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赵晋琳
【中图类号】F81
【年代卷期】2009,(4).-26-28

第13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F1072009030011
【来源篇名】新会计准则缩小双重披露差异了吗
【英文篇名】Do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Reduce the Difference under CAS and IFRs
【来源作者】董秀琴／彭胜／李婷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财政部重点会计科研课题（2008KJB15）／深圳市财政局课题“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效果评价”
【期 刊】证券市场导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财会学院，518060／深圳大学财会学院，518060／深圳大学财会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董秀琴
【中图类号】F830.9
【年代卷期】2009,(3).-58-63

第13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F1072009070014
【来源篇名】会计舞弊、控制权转移和股票风险变化
【英文篇名】Accounting Fraud, Transfer of Control Right and Change of Stock Risk



【来源作者】柳木华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证券市场导报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财会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柳木华
【中图类号】F830
【年代卷期】2009,(7).-63-69

第13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0242009040023
【来源篇名】电子资源采访工作探讨
【英文篇名】Discussion on Electronic Resources Acquisition
【来源作者】稂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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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稂丽萍
【中图类号】G253
【年代卷期】2009,29(4).-76-79

第14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022009030087
【来源篇名】信息化水平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英文篇名】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surement of informatization level and economic growth
【来源作者】沙利杰／赵国杰／李杨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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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沙利杰
【中图类号】G202
【年代卷期】2009,29(3).-267-269,282

第14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022009040039
【来源篇名】高校学术评价机制研究
【英文篇名】Research on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in college &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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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04
【年代卷期】2009,29(4).-113-114



第14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022009050107
【来源篇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环境及其成长性的实证研究——以深圳企业为例
【英文篇名】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rowth environment and the growth in Shenzhen small & medium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来源作者】刘莉／王成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软科学面上项目（2007GXS3D108）／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课题（深中小企[2008]1号）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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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莉
【中图类号】F224
【年代卷期】2009,29(5).-318-322

第14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052009040018
【来源篇名】基于胜任力：高校职业指导课教师培训的新视角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陈德明／王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重点资助课题（A267）
【期 刊】高教探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教研室，518060／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陈德明
【中图类号】G45
【年代卷期】2009,(4).-93-96

第14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052009060024
【来源篇名】师范专科教育60年：历史轨迹与未来展望
【英文篇名】On 60 Years of Normal Junior College Education: Historical Track and Future Prospect
【来源作者】李均／陈丽琼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高教探索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教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高教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均
【中图类号】G65
【年代卷期】2009,(6).-114-118

第14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102009070022
【来源篇名】运动性疲劳对跳深动作结构影响的生物力学分析
【英文篇名】Effect of fatigue on the biomechanics characteristics in drop-jumps
【来源作者】邹晓峰／陈民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体育学刊
【第一机构】吉林大学
【机构名称】吉林大学体育学院，130024／深圳大学体育系，518060
【地 区】220100／440300



【学科分类】体育学／体育学
【第一作者】邹晓峰
【中图类号】G808.14/G804.16
【年代卷期】2009,16(7).-89-92

第14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G1102009120009
【来源篇名】国内外体育非营利组织的评估
【英文篇名】Assessment of nonprofit sports organiz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来源作者】杜志娟／苗大培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天津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资金
【期 刊】体育学刊
【第一机构】临沂师范学院
【机构名称】临沂师范学院体育学院，276005／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00
【地 区】371300／440300
【学科分类】体育学
【第一作者】杜志娟
【中图类号】G80-05
【年代卷期】2009,16(12).-40-43

第14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392009050005
【来源篇名】中国电影产业的新命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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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CZW003）／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l01099）／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
（科技函[2007]70号）
【期 刊】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文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李凤亮
【中图类号】J902
【年代卷期】2009,31(5).-12-17

第14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402009030006
【来源篇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英文篇名】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Administratiive System in China
【来源作者】徐道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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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第一作者】徐道稳
【中图类号】C916
【年代卷期】2009,27(3).-266-271

第14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12009010026
【来源篇名】自我损耗：关于自我调控的一种能量模型
【英文篇名】Ego Depletion: An Energy Model of Self-regulation
【来源作者】袁冬华／李晓东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DBA060094）
【期 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一机构】东北师范大学
【机构名称】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130024／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220100／440300
【学科分类】心理学
【第一作者】袁冬华
【中图类号】B84
【年代卷期】2009,(1).-137-144

第15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02
【来源篇名】政治理性与东方智慧：邓小平、李光耀思维方式之比较
【英文篇名】Political Rationality and Oriental Wisdom: A Comparison between Deng Xiaoping's Mode of Thinking and That of Lee Kuan
Yew
【来源作者】吕元礼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5年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06JDXM8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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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元礼
【中图类号】D73
【年代卷期】2009,26(1).-5-13

第15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05
【来源篇名】哲学未来学：当代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
【英文篇名】Philosophical Futurology: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e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Theory
【来源作者】张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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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张以明
【中图类号】B712
【年代卷期】2009,26(1).-26-31

第15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08
【来源篇名】儒家“耻”文化及其现代伦理意蕴
【英文篇名】Confucian "Shame" Culture and its Modern Ethical Connotations
【来源作者】刘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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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刘国红
【中图类号】B82-069
【年代卷期】2009,26(1).-42-45

第15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14
【来源篇名】在抽象理论与平实理性之间——孙斯坦“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述评
【英文篇名】Between Abstract Theory and Plain Rationality: A Review of Sunstein's "Incompletely Theorized Agreements"
【来源作者】周卫
【文章类型】学科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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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卫
【中图类号】D909
【年代卷期】2009,26(1).-70-74

第154、
【来源篇名】受控外国公司法规的国际比较研究
【英文篇名】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来源作者】赵晋琳／叶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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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赵晋琳
【中图类号】D922
【年代卷期】2009,26(1).-75-79

第15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17
【来源篇名】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金融海啸：路径剖析与对策选择
【英文篇名】Financial Tsunami: An Analysis of Its Spreading Routes and Options of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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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30
【年代卷期】2009,26(1).-80-85

第15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18
【来源篇名】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对策思考
【英文篇名】Thinking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来源作者】汪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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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汪争平
【中图类号】F830
【年代卷期】2009,26(1).-86-91



第15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19
【来源篇名】次贷危机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与对策
【英文篇名】Influences of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Chinese Substantive Economy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来源作者】陈红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学科青年类重点课题（115A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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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泉
【中图类号】F830
【年代卷期】2009,26(1).-92-96

第15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23
【来源篇名】对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另类解读
【英文篇名】An Alternative Reading of the Japanese New Feeling School
【来源作者】童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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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晓薇
【中图类号】I109
【年代卷期】2009,26(1).-116-121

第15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25
【来源篇名】范畴化与原型理论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解释能力
【英文篇名】Interpretive Power of Categorization and Prototype Theory as Regards "Degree Adverbs+Noun" Structure
【来源作者】刘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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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茁
【中图类号】H1
【年代卷期】2009,26(1).-127-132

第16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26
【来源篇名】带有口音的英语可知性的对比研究——中国、荷兰、美国英语发音人的相互可知性研究
【英文篇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telligibility of English with Foreign Accents: Mutual Intelligibility of Chinese, Dutch and American
Speakers of English
【来源作者】王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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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岩
【中图类号】H11
【年代卷期】2009,26(1).-133-138

第16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29
【来源篇名】设计思维的复杂性阐释
【英文篇名】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mplexity of Design Thinking
【来源作者】李平／龙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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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518060／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李平
【中图类号】J0-02
【年代卷期】2009,26(1).-153-157

第16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10030
【来源篇名】中国古代智慧与现代设计观念
【英文篇名】Ancient Chinese Wisdom and Modern Design Conception
【来源作者】崔育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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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育斌
【中图类号】J0
【年代卷期】2009,26(1).-158-160

第16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01
【来源篇名】澳大利亚：移民、多元文化与身份困惑
【英文篇名】Australia: Immigrants, Multi-cultures and Identity Puzzle
【来源作者】钱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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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文化学
【第一作者】钱超英
【中图类号】G04
【年代卷期】2009,26(2).-5-12

第16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03
【来源篇名】基于原生市场和转型市场的特区模式研究
【英文篇名】A Study of the SEZs' Mode Based on the Original Market and the Transformative Market
【来源作者】罗海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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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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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罗海平
【中图类号】F127
【年代卷期】2009,26(2).-20-25

第16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04
【来源篇名】论“消费社会”中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
【英文篇名】On the Ideological Functions of Mass Media in a "Consumptiv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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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基金项目（05JA710014）／深圳市2007年哲学社会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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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徐海波
【中图类号】B032
【年代卷期】2009,26(2).-26-29

第16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06
【来源篇名】孔子在《墨子》中的形象及地位
【英文篇名】The Image and Status of Confucius in Mo-tse
【来源作者】余树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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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余树苹
【中图类号】B223
【年代卷期】2009,26(2).-36-40

第16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07
【来源篇名】公共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社区业主维权
【英文篇名】The Rights Protection Movement of Urban Property Ow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vernance
【来源作者】陈文／黄卫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BZZ003）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同济大学
【机构名称】同济大学法政学院，200092／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地 区】310000／440300
【学科分类】政治学
【第一作者】陈文
【中图类号】D034
【年代卷期】2009,26(2).-41-46



第16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10
【来源篇名】分拆上市与价值创造：多视角的经济动因分析
【英文篇名】Equity Carve-outs and Value Creation: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Agents from Multiple Angles
【来源作者】林旭东／聂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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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旭东
【中图类号】F830
【年代卷期】2009,26(2).-57-63

第16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11
【来源篇名】从品牌的发展战略看中国的可借鉴因素
【英文篇名】A Study of China's Learnable Factors by Examin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Famous Brands
【来源作者】苏芷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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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苏芷庭
【中图类号】F273
【年代卷期】2009,26(2).-64-69

第17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13
【来源篇名】在中西古今之间寻方向——蔡枢衡、王伯琦关于民国法学研究的反省
【英文篇名】To Ori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etween Modern Times and Ancient Times: A Reflection on Legal Studie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Cai Shu-heng and Wang Bo-qi
【来源作者】孔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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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孔庆平
【中图类号】D909
【年代卷期】2009,26(2).-74-78

第17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15
【来源篇名】关系和嵌入性之外：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的路径选择
【英文篇名】The Study of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Theory in Mainland China From "Guan Xi" and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s
【来源作者】唐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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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咏
【中图类号】C916
【年代卷期】2009,26(2).-85-88

第17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20
【来源篇名】轭式搭配的标记性
【英文篇名】Markedness of Zeugma
【来源作者】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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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玲
【中图类号】H315
【年代卷期】2009,26(2).-119-123

第17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21
【来源篇名】论法家的传播控制思想
【英文篇名】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Legalist Communication-Controlling Thought
【来源作者】黄春平／余宗蔚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844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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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黄春平
【中图类号】G206
【年代卷期】2009,26(2).-124-128

第17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22
【来源篇名】时装广告在视觉传播中的性别编码研究
【英文篇名】On Gendered Coding of Fashion Advertising in Visual Communications
【来源作者】杨莉莉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XQ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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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第一作者】杨莉莉
【中图类号】G206
【年代卷期】2009,26(2).-129-133

第17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23
【来源篇名】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
【英文篇名】Song Mei-ling and the New Lif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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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历史学
【第一作者】关志钢
【中图类号】K82
【年代卷期】2009,26(2).-134-139

第17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24
【来源篇名】对原生态歌唱的文化思考
【英文篇名】A Cultural Reflection on Ethnic Singing
【来源作者】李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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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
【第一作者】李广达
【中图类号】J616/G0
【年代卷期】2009,26(2).-140-143

第17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25
【来源篇名】中国风格钢琴美育民族化问题探讨
【英文篇名】O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tyled Piano Lessons as Aesthetic Education
【来源作者】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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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吕波
【中图类号】J602
【年代卷期】2009,26(2).-144-147

第17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26
【来源篇名】应对金融危机，发展创业型大学
【英文篇名】To Cope with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Develop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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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处，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向春
【中图类号】G40
【年代卷期】2009,26(2).-148-152

第17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27
【来源篇名】论教师专业发展的多重性



【英文篇名】On the Multiplicity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来源作者】黄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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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第一作者】黄友安
【中图类号】G451
【年代卷期】2009,26(2).-153-156

第18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20028
【来源篇名】非理性英语热必须降温
【英文篇名】The Irrational English-learning Frenzy Must Be Cooled Down
【来源作者】阮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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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阮炜
【中图类号】H310
【年代卷期】2009,26(2).-157-160

第18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01
【来源篇名】荷兰——圩田上的后现代乐园
【英文篇名】Is the Netherlands a Postmodern Garden on the Polder
【来源作者】张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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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历史学／文化学
【第一作者】张晓红
【中图类号】K563/G09
【年代卷期】2009,26(3).-5-10

第18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02
【来源篇名】中国文学在荷兰语境中的接受
【英文篇名】Recep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Dutch Context
【来源作者】刘敏／曾丽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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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地 区】440300／8100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刘敏
【中图类号】I046
【年代卷期】2009,26(3).-11-14



第18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03
【来源篇名】深圳总部经济的发展选择与扩散效应
【英文篇名】Development Options and Proliferation Effect of the Headquarters Economy in Shenzhen
【来源作者】魏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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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魏达志
【中图类号】F127
【年代卷期】2009,26(3).-15-21

第18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06
【来源篇名】守护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鲍曼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英文篇名】Safeguarding Individual Liberty and Social Solidarity: an Analysis on Bauman's Political Philosophy
【来源作者】陶日贵／田启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115D015）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一机构】广东商学院
【机构名称】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510320／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地 区】440100／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陶日贵
【中图类号】B565.59
【年代卷期】2009,26(3).-34-38

第18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09
【来源篇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的比较研究
【英文篇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Efficiency of th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System
【来源作者】伍凤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06JDXM7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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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第一作者】伍凤兰
【中图类号】F306.4/F840.648
【年代卷期】2009,26(3).-51-56

第18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10
【来源篇名】后医改时代商业医疗保险的定位与出路
【英文篇名】Positioning and Orientation of the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in the Post-Medical Reform Era
【来源作者】吴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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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
【中图类号】F840.684
【年代卷期】2009,26(3).-57-63

第18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14
【来源篇名】我国建设监理企业环境研究
【英文篇名】A Study on the Enterprise Environment of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in China
【来源作者】王刚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建设部2008年软科学课题（20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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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王刚
【中图类号】F407.9/TU72
【年代卷期】2009,26(3).-79-84

第18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15
【来源篇名】我国宅基地法律制度评析
【英文篇名】On the Legal System of Housing Sites in China
【来源作者】白云／吴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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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机构名称】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510520／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地 区】440100／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白云
【中图类号】D912.3
【年代卷期】2009,26(3).-85-90

第18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18
【来源篇名】论“意象迭加”在庞德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运用
【英文篇名】On the Application of "Superposition" in Pound's Poetry and Chinese Classic Poetry
【来源作者】曾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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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曾飒
【中图类号】I06
【年代卷期】2009,26(3).-102-105

第19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23
【来源篇名】新中国党报60年的发展与变革
【英文篇名】Sixty-Year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New China's Party Organs
【来源作者】王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教育厅课题（07JDTDXM86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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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王琛
【中图类号】G219.29
【年代卷期】2009,26(3).-130-136

第19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30028
【来源篇名】中国潮剧的生存现状与出路
【英文篇名】Status Quo of and Way Out for Chao Opera in China
【来源作者】刘琨／陈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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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518060／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518034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刘琨
【中图类号】J80
【年代卷期】2009,26(3).-157-160

第19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03
【来源篇名】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实施效应分析
【英文篇名】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Implementing Shenzhen People's Net Welfare Index System in Shenzhen
【来源作者】邹育根／马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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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管理学
【第一作者】邹育根
【中图类号】D632/C934
【年代卷期】2009,26(4).-16-19

第19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06
【来源篇名】马克思对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张力的分析
【英文篇名】Karl Marx's Analysis of the Tension between Democratic States and Capitalist Societies
【来源作者】张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基金项目（04MZD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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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第一作者】张涛
【中图类号】A811
【年代卷期】2009,26(4).-30-34

第19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08
【来源篇名】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立法进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英文篇名】Legislative Process of Circular Econom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ts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a



【来源作者】周启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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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法学
【第一作者】周启蕾
【中图类号】F205/D922
【年代卷期】2009,26(4).-41-46

第19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10
【来源篇名】我国环境税收政策现状及改革目标
【英文篇名】An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and Outlook of Environmental Tax Policies in China
【来源作者】乐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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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经济学
【第一作者】乐小芳
【中图类号】F205/F810
【年代卷期】2009,26(4).-51-55

第19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18
【来源篇名】高等教育的滞后制约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吴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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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吴予敏
【中图类号】F062
【年代卷期】2009,26(4).-65-66

第19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19
【来源篇名】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概念误区与研究趋势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李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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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产业战略研究中心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李蕾蕾
【中图类号】F062
【年代卷期】2009,26(4).-66-67



第19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20
【来源篇名】论私法理念的法哲学思想基础
【英文篇名】On the Jurisprudential Basis of the Idea of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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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0
【年代卷期】2009,26(4).-68-72

第19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25
【来源篇名】“好不好”附加问的话语情态研究
【英文篇名】On the Discourse Modality of the "hao-bu-hao" Tag Question
【来源作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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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高华
【中图类号】H146
【年代卷期】2009,26(4).-98-102

第20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26
【来源篇名】重塑市场主体——中国报业集团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英文篇名】Reshaping the Media Market as a Subject: A Breakthrough in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Chinese Press Group
【来源作者】黄玉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07JDTDXM8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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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波
【中图类号】G206
【年代卷期】2009,26(4).-103-106

第20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30
【来源篇名】从温和到激进：巴黎和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英文篇名】From Moderate to Radical: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来源作者】项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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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第一作者】项锷
【中图类号】K03
【年代卷期】2009,26(4).-123-127

第20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31
【来源篇名】论当代流散文化中民族性的消解与重建——兼谈斯图亚特·霍尔的流散理论
【英文篇名】On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ity in Modern Diasporic Culture and Diaspora Theory of Stuart Hall
【来源作者】江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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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
【第一作者】江玉琴
【中图类号】G03
【年代卷期】2009,26(4).-128-133

第20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34
【来源篇名】创造性模仿在绘画艺术中的意义——高居翰对董其昌“仿”之阐释
【英文篇名】The Significance of Creative Imitation in Pictorial Art: Gao Juhan's Interpretation of Dong Qichang's "Imitation"
【来源作者】吴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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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坚旭
【中图类号】J21
【年代卷期】2009,26(4).-143-146

第20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35
【来源篇名】论教师研究中的叙事探究
【英文篇名】A Study of Narrative Inquiry in Teacher Research
【来源作者】李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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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晓博
【中图类号】G40
【年代卷期】2009,26(4).-147-151

第20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40036
【来源篇名】中美教育实习制度的比较与反思
【英文篇名】A Comparison of and Rethink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Teaching Internship Systems
【来源作者】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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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第一作者】郭琦
【中图类号】G642
【年代卷期】2009,26(4).-152-156

第20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03
【来源篇名】海外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综述
【英文篇名】A Summary of Overseas Studies o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f China
【来源作者】罗海平
【文章类型】研究综述
【基 金】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DJ00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7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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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
【第一作者】罗海平
【中图类号】F127.9
【年代卷期】2009,26(5).-16-22

第20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04
【来源篇名】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
【英文篇名】Thoughts and Politics: a Brief Review on the Relations of ZHAN Ruo-shui and "the Grand Ceremony"
【来源作者】黎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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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黎业明
【中图类号】B248.99
【年代卷期】2009,26(5).-23-27

第20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05
【来源篇名】正义的哲学本质、适用范围及其自我完善
【英文篇名】The Philosophical Essence of Justice: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s and Self-development
【来源作者】郑湘萍／刘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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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郑湘萍
【中图类号】B82-02
【年代卷期】2009,26(5).-28-32

第20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08
【来源篇名】政治民主转向中的公民教育诉求
【英文篇名】The Appeal for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Democracy



【来源作者】黄月细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EEA0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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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社科学部，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黄月细
【中图类号】B82.059
【年代卷期】2009,26(5).-44-48

第21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12
【来源篇名】我国私营经济主体结构论析
【英文篇名】An Analysis of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Privately Owned Economy in China
【来源作者】樊秋莹／赵云霓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7JA7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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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樊秋莹
【中图类号】F121.23
【年代卷期】2009,26(5).-68-72

第21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13
【来源篇名】论特许经营的反垄断法规制
【英文篇名】On Anti-Monopolization Rules of Specially Permitted Operations
【来源作者】叶卫平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115A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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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卫平
【中图类号】D922.29
【年代卷期】2009,26(5).-73-77

第21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14
【来源篇名】工伤保险覆盖面存在的制度缺失及完善
【英文篇名】The Lack of System in the Coverage of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and Ways for Improvement
【来源作者】翟玉娟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QNC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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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娟
【中图类号】D912.5
【年代卷期】2009,26(5).-78-82



第21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18
【来源篇名】关汉卿戏曲的民间形态与美学价值——从七百年关汉卿研究史谈起
【英文篇名】Folk Forms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Guan Hanqing's Dramas -- Based on 700 Years' Research on Guan Hanqing
【来源作者】赵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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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坤
【中图类号】I237.1
【年代卷期】2009,26(5).-98-105

第21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21
【来源篇名】启蒙运动之后的德国浪漫主义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袁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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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袁文彬
【中图类号】I206
【年代卷期】2009,26(5).-115-117

第21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22
【来源篇名】浪漫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朱光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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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朱光玮
【中图类号】I206
【年代卷期】2009,26(5).-117-119

第21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23
【来源篇名】个人表达、社会想象与“浪漫主义”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曹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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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文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曹清华
【中图类号】I206
【年代卷期】2009,26(5).-120-121

第21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24
【来源篇名】当今文学需要浪漫主义
【英文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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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汤奇云
【中图类号】I206
【年代卷期】2009,26(5).-122-123

第21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25
【来源篇名】文学新批评派对麦克卢汉传播研究的影响
【英文篇名】The influence of Neo-Criticism on McLuh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来源作者】李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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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伟
【中图类号】G219
【年代卷期】2009,26(5).-124-128

第21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26
【来源篇名】标志图形符号的识别性与独特性
【英文篇名】The Distinguishableness and Uniqueness of Logos and Icons
【来源作者】叶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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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
【第一作者】叶明辉
【中图类号】J02
【年代卷期】2009,26(5).-129-131

第22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29
【来源篇名】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审视
【英文篇名】An Examin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Post-mass Stage
【来源作者】杨移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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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高教研究所，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杨移贻
【中图类号】G640
【年代卷期】2009,26(5).-144-148

第22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50030
【来源篇名】地方综合性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英文篇名】Exploring the Modes of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in Local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来源作者】曾明／徐晨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BKJG2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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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教务处，518060／深圳大学教务处，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曾明
【中图类号】G640
【年代卷期】2009,26(5).-149-152

第222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60002
【来源篇名】中国视野下的圣经宇宙起源论——跨文本阅读的想象与实践
【英文篇名】Biblical Cosmology in Chinese View: The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of Cross-Textual Reading
【来源作者】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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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
【第一作者】林艳
【中图类号】B978
【年代卷期】2009,26(6).-13-17

第223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60003
【来源篇名】澳门回归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
【英文篇名】A Review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cau Over the Past 10 Years of its Return to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来源作者】钟坚／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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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
【第一作者】钟坚
【中图类号】F127.9
【年代卷期】2009,26(6).-18-23

第224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60010
【来源篇名】超越官僚制：新公共治理的原则与架构
【英文篇名】Surpassing Bureaucracy: The Principle of Framework of New Public Governance



【来源作者】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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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第一作者】肖俊
【中图类号】D63
【年代卷期】2009,26(6).-56-60

第225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60012
【来源篇名】银行综合化转型与风险管理：基于次贷危机的思考
【英文篇名】The Transformation of Synthesiz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of the Banks: a Case Study on Subprime Loan Crisis
【来源作者】杜婷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CJL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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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婷
【中图类号】F831.59
【年代卷期】2009,26(6).-66-70

第226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60014
【来源篇名】论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劳动权保护的模式与政策选择
【英文篇名】On the Modes of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and Choice of Policie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来源作者】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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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刘阳
【中图类号】D912
【年代卷期】2009,26(6).-76-81

第227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60015
【来源篇名】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外在冲突与内在协调
【英文篇名】The Exter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Coordination Between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 Law and Criminal law
【来源作者】吴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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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斌
【中图类号】D914
【年代卷期】2009,26(6).-82-87



第228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60017
【来源篇名】论唐诗中的吏隐主题
【英文篇名】On the Theme of Official Seclusion in Tang Poetry
【来源作者】李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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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李红霞
【中图类号】I207.2
【年代卷期】2009,26(6).-93-97

第229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60020
【来源篇名】乡土文学研究的甲子之辩——兼及20世纪乡土文学研究历史的学术考察
【英文篇名】A Discussion on a 60-Year Cycle's Study of the Local Literature -- Academic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Local Literature
Study in the 20th century
【来源作者】陈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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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会
【中图类号】I206
【年代卷期】2009,26(6).-110-115

第230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60025
【来源篇名】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知识与学习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英文篇名】Knowledge and Learning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来源作者】李蕾蕾／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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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518060／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文化学
【第一作者】李蕾蕾
【中图类号】G124
【年代卷期】2009,26(6).-139-143

第231条记录

【文件序号】44Z0562009060027
【来源篇名】中国古典园林的人文内涵及当代启示
【英文篇名】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and Their Revelations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来源作者】侯佳彤／程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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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518060／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艺术学／艺术学
【第一作者】侯佳彤
【中图类号】J01/J59
【年代卷期】2009,26(6).-148-151

第232条记录

【文件序号】45C0372009010004
【来源篇名】中国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唐咏
【文章类型】学科述评
【基 金】
【期 刊】社会科学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哲学
【第一作者】唐咏
【中图类号】B261
【年代卷期】2009,(1).-18-20

第233条记录

【文件序号】45C0372009080040
【来源篇名】社会文化身份与文化趋同在英汉词汇中的体现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胡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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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语言学
【第一作者】胡春华
【中图类号】H0-05/H03
【年代卷期】2009,(8).-152-154

第234条记录

【文件序号】45D1002009020018
【来源篇名】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问题与前景研究
【英文篇名】Issues and Outlook in the Course of China-Japan-Korea Economic Integratoin
【来源作者】马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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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马春辉
【中图类号】F125
【年代卷期】2009,(2).-96-100

第235条记录

【文件序号】45I0062009040016
【来源篇名】生活之树常绿——兼答“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
【英文篇名】The Evergreen Life Tree
【来源作者】曹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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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文学院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曹征路
【中图类号】I206
【年代卷期】2009,(4).-67-70

第236条记录

【文件序号】45I0062009060003
【来源篇名】隐约一坡青果讲方言：现代汉诗的另类历史
【英文篇名】Muffled Dialect Spoken by Green Frui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来源作者】田晓菲／宋子江／张晓红
【文章类型】译文
【基 金】
【期 刊】南方文坛
【第一机构】美国哈佛大学
【机构名称】美国哈佛大学／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 区】US0000／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中国文学
【第一作者】田晓菲
【中图类号】I207
【年代卷期】2009,(6).-12-20

第237条记录

【文件序号】51C0392009020007
【来源篇名】为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鼓与呼——贺《社会科学研究》创刊30周年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黄卫平
【文章类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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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一作者】黄卫平
【中图类号】G23
【年代卷期】2009,(2).-10-12

第238条记录

【文件序号】51F0772009050014
【来源篇名】中外税收负担比较研究
【英文篇名】Comparative Study of Tax Burde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来源作者】赵晋琳／叶香丽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财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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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晋琳
【中图类号】F81
【年代卷期】2009,(5).-103-110

第239条记录

【文件序号】51G0402009080025
【来源篇名】人才环境感知对研发人才工作绩效、工作嵌入的影响研究——以深圳227家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英文篇名】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Perceived Talent Environment on Performance and Job Embeddedness of the R&D
Talents -- Taking 227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as Example
【来源作者】李玉香／刘军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2008深圳市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5）
【期 刊】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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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香
【中图类号】F294
【年代卷期】2009,23(8).-110-114

第240条记录

【文件序号】52C0092009070018
【来源篇名】私法理念的社会基础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刘美希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贵州社会科学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法学
【第一作者】刘美希
【中图类号】D90
【年代卷期】2009,(7).-90-93

第241条记录

【文件序号】52C0092009120001
【来源篇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辨析
【英文篇名】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Ecology Marxism
【来源作者】郑湘萍／田启波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贵州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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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第一作者】郑湘萍
【中图类号】A81
【年代卷期】2009,(12).-4-9

第242条记录

【文件序号】53F0342009050030
【来源篇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的比较研究
【英文篇名】Comparative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in the Comparative Medical System
【来源作者】伍凤兰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06JDXM79004）
【期 刊】经济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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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其他学科
【第一作者】伍凤兰
【中图类号】C913.7/R



【年代卷期】2009,(5).-175-180

第243条记录

【文件序号】55Z0732009050016
【来源篇名】美国专利法的“权利重授”制度——兼论该制度对利益平衡观念的诠释
【英文篇名】Reissue in the Paten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来源作者】朱谢群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重庆大学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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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谢群
【中图类号】D912
【年代卷期】2009,15(5).-82-90

第244条记录

【文件序号】61D0542009020019
【来源篇名】论《纽约公约》与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兼评中国加入《纽约公约》二十年的实践
【英文篇名】On New York Conven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aw of Arbitral Agreement: Also Concerning the Review of the 20 Years'
Practice of China's Entry into the Convention
【来源作者】黄亚英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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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英
【中图类号】D99
【年代卷期】2009,(2).-161-168

第245条记录

【文件序号】61F0332009110002
【来源篇名】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英文篇名】An Ide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Paradigm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来源作者】张显未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06JDXM7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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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经济学
【第一作者】张显未
【中图类号】F0
【年代卷期】2009,(11).-10-12,17

第246条记录

【文件序号】61H0172009060009
【来源篇名】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六十年：回顾与展望
【英文篇名】Sixty Years of FLT Research in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来源作者】束定芳／华维芬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外语教学
【第一机构】上海外国语大学



【机构名称】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200083／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地 区】310000／440300
【学科分类】语言学
【第一作者】束定芳
【中图类号】H319
【年代卷期】2009,30(6).-37-44

第247条记录

【文件序号】61J0302009010004
【来源篇名】舒茨音乐美学思想评介
【英文篇名】
【来源作者】吕波
【文章类型】学术批评
【基 金】
【期 刊】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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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波
【中图类号】J601
【年代卷期】2009,28(1).-21-23

第248条记录

【文件序号】61Z0252009030010
【来源篇名】自我呈现及反思——组织管理研究的一种补缺性方法论
【英文篇名】Reflection on Selfness -- A supplementary methodology to sharpen our understanding o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来源作者】韩巍／席酉民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70840007）
【期 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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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710049
【地 区】440300／6101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韩巍
【中图类号】C93-03
【年代卷期】2009,29(3).-31-39

第249条记录

【文件序号】61Z0252009050002
【来源篇名】不确定性—支配权—本土化领导理论：和谐管理理论的视角
【英文篇名】Uncertainty, and Dominating Power: an Indigenous Leadership Theory and a Vision Angle from Harmonious Management
Theory
【来源作者】韩巍／席酉民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70840007）
【期 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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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710049
【地 区】440300／6101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韩巍
【中图类号】C93
【年代卷期】2009,29(5).-7-17,27

第250条记录

【文件序号】61Z0432009030013
【来源篇名】关系营销范式之争：老话题的新诠释
【英文篇名】Paradigm conflict in Relationship Marketing: A new interpretation on an old topic



【来源作者】韩巍／张含宇
【文章类型】论文
【基 金】
【期 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518053
【地 区】440300／440300
【学科分类】管理学
【第一作者】韩巍
【中图类号】F270
【年代卷期】2009,39(3).-64-68

第251条记录

【文件序号】62G0292009010026
【来源篇名】图书馆员工作倦怠调查与分析
【英文篇名】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Librarians' Job Burnout
【来源作者】稂丽萍
【文章类型】调研报告
【基 金】
【期 刊】图书与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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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稂丽萍
【中图类号】G251.6
【年代卷期】2009,(1).-117-121

第252条记录

【文件序号】62G0932009030027
【来源篇名】外语教学的移动学习模式
【英文篇名】The Mode of Mobile Learning of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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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教育研究
【第一机构】深圳大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成教学院，518008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李兴敏
【中图类号】G40-03
【年代卷期】2009,(3).-109-111,120

第253条记录

【文件序号】62G0932009060023
【来源篇名】论Moodle网络教学平台与“教学设计”课程整合教学的优势
【英文篇名】A Study o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onformity Instruction about Moodle Network Instructional Platform and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来源作者】傅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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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518060
【地 区】4403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傅霖
【中图类号】G434
【年代卷期】2009,(6).-96-99



第254条记录

【文件序号】62G0932009070018
【来源篇名】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活动设计研究
【英文篇名】The Research of the Activity Design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Training
【来源作者】曹晓明／林君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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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510245
【地 区】440300／440100
【学科分类】教育学
【第一作者】曹晓明
【中图类号】G434
【年代卷期】2009,(7).-81-86

---------- Last Updated On ----------
Tue, 13 July, 2010 13:05

©1999-2012  深圳大学图书馆  版权所有


	www.lib.szu.edu.cn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