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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2010 年） 

共 255 条记录 
作者机构 = 深圳大学 
所选数据库 = 2010 年来源文献数据库 
 
1、篇 名 卡斯托里亚迪斯：激进想象与后拉康的无意识  
英文篇名 Plato and Castoriadis: the Concealment and the Unveiling of Democracy  
作 者 乌里巴里,费尔南多/邢立军/仰海峰  
作者机构 阿根廷精神分析协会法国精神分析部/深圳大学社科部,251800/北京大学哲学

系,100000  
文献类型 译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1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代卷期 2010,(1):70-74  
-------------------------------------------------------------------------------- 
2、 篇 名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的政治意义  
英文篇名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作 者 黄卫平/郑超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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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6  
基金项目 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7 年二类委托项目(115D008)/2009 年度深

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团队创新类)(09TDCX04)  
来源期刊 理论视野  
年代卷期 2010,(5):33-37  
-------------------------------------------------------------------------------- 
3、 篇 名 中介性的存在观和实践哲学范式  
英文篇名 The Intermediary Doctrine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s Paradigm  
作 者 张以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马克思主义  
中图类号 A8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哲学研究  
年代卷期 2010,(8):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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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篇 名 超越生活世界——论胡塞尔的科学客观主义批判  
英文篇名 Transcending the Life-world——On Husserl’s Scientific Objectivism Criticism  
作 者 张以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N03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自然辩证法研究  
年代卷期 2010,26(8):122-128  
关键词 生活世界/先验的主观性/胡塞尔/科学客观主义  
-------------------------------------------------------------------------------- 
5、 篇 名 心理研究中统计方法应用的元分析——以《心理学报》《心理科学》(1998—2008)
统计方法应用为例  
英文篇名 Meta-analysis of Statistical Method Application in Psychological Studies——Tak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1998-2008) as Examples  
作 者 焦璨/黄泽娟/张敏强/吴利/王宣承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系,518060/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研究中心,510631/华南师范

大学心理研究中心,510631/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研究中心,510631/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研究中

心,510631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心理学  
中图类号 B84  
基金项目  广东高校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重点 (06JDXMXLX002)/ 广东自然科学资金

(9151063101000002)  
来源期刊 心理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3(1):48-54  
关键词 心理研究/统计方法/心理学报/心理科学  
-------------------------------------------------------------------------------- 
6、 篇 名 评委印象匹配对面试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viewers’ Impression Matching and 
Interview Decision  
作 者 马欣川/张菡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广东金融学院学生处,510521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心理学  
中图类号 B84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2064)  
来源期刊 心理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3(5):1276-1279  
-------------------------------------------------------------------------------- 
7、 篇 名 《保训》的“中”与“中庸”  
英文篇名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in Baoxun  
作 者 梁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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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6.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哲学史  
年代卷期 2010,(3):27-29  
-------------------------------------------------------------------------------- 
8、篇 名 四参数模型对被试作答异常现象的拟合与纠正  
英文篇名 4PM Rectifying the Overestimation and Underestimation in the Tests  
作 者 简小珠/焦璨/Reise,Steven P./彭春妹  
作者 机构  华南 师范大学 心理应用研究 中心 ,501631/ 深圳大学 师范学 院心理

系,51806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343009  
文献类型 译文  
学科类别 心理学  
中图类号 B84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省部共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09JJDXLX006)/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9151063101000002)/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十一五”学科共建项目(09JY226)  
来源期刊 心理科学进展  
年代卷期 2010,18(3):537-544  
-------------------------------------------------------------------------------- 
9、 篇 名 潜在类别分析技术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英文篇名 Application of Latent Class Analysi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作 者 张洁婷/焦璨/张敏强  
作者机构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510631/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518000/华
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510631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心理学  
中图类号 B84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2009JJDXLX006)/广东自然科学基金

(9151063101000002)  
来源期刊 心理科学进展  
年代卷期 2010,18(12):1991-1998  
关键词 潜在类别/聚类模型/条件概率/潜在类别概率  
-------------------------------------------------------------------------------- 
10、 篇 名 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英文篇名 The Information Tool in Public Regulation  
作 者 应飞虎/涂永前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西北政法大学,710063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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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卷期 2010,(4):116-131  
关键词 公共规制/规制工具/信息工具  
-------------------------------------------------------------------------------- 
11、篇 名 生存境遇、心理压力与生活满意度——来自深圳富士康员工的调查  
英文篇名 Living Circumstance,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Survey from Foxconn 
Group in Shenzhen  
作 者 徐道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文献类型 调研报告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C97  
基金项目   
-------------------------------------------------------------------------------- 
12、篇 名 城市形态与城市精神  
英文篇名 Urban morphology and urban spirit  
作 者 刘筱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社会学  
中图类号 F29/C912.8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年代卷期 2010,(1):21-24  
-------------------------------------------------------------------------------- 
13、篇 名 解释和适用《纽约公约》的国际标准  
英文篇名 Analysis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Paraphrase & Application Of New York 
Convention  
作 者 黄亚英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法学杂志  
年代卷期 2010,(10):6-11  
-------------------------------------------------------------------------------- 
14、篇 名 青年生涯辅导的价值取向及其局限性  
英文篇名 Value Orientation of Career Guidance for Youths and Its Limitation  
作 者 陈德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教研室,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43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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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期刊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 2010,29(5):49-53  
-------------------------------------------------------------------------------- 
15、篇 名 《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结构评价蓝皮书 2008》评析  
英文篇名   
作 者 马敬仁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518060  
文献类型 图书评论  
学科类别 管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 D035/G23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行政管理  
年代卷期 2010,(2):126-127  
-------------------------------------------------------------------------------- 
16、篇 名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事件的型态类别、形成机理与治理思路  
英文篇名 The Pattern, Category, Forming Mechanism and Governing Idea of the Trust Crisis of 
the Present Local Government  
作 者 邹育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67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6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06GO-07)  
来源期刊 中国行政管理  
年代卷期 2010,(4):68-72  
-------------------------------------------------------------------------------- 
17、篇 名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  
英文篇名  Power to Review Legislation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作 者 董立坤/张淑钿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法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1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法学研究  
年代卷期 2010,(3):3-25  
-------------------------------------------------------------------------------- 
18、篇 名 欧盟 15 国资源生产率及其可持续发展政策——基于物质流分析的研究与比较  
英文篇名 Resource Productivity and Sustainalbe Development in the EU-15 Countries  
作 者 钟若愚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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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类号 F11  
基金项目 2009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09BJL064）/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

（05JDXM790005）  
来源期刊 欧洲研究  
年代卷期 2010,(4):56-70  
-------------------------------------------------------------------------------- 
19、篇 名 徐梵澄的印度文学哲学经典汉译  
英文篇名 On Prof.Xu Fancheng'Translation of Indian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Classics  
作 者 郁龙余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传记资料  
学科类别 外国文学/语言学  
中图类号 I351/H05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南亚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137-146  
------------------------------------------------------------------------------- 
20、篇 名 危急情况之习惯国际法与投资条约中的不排除措施条款——兼论 CMS 案和 LG&E
案  
英文篇名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of Necessity and Non-Precluded Measures Provis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Analysis on CMS Case and LG&E Case  
作 者 王楠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比较法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112-121  
------------------------------------------------------------------------------- 
21、篇 名 美国外交中的援助制裁行为  
英文篇名 Aid Sanctions Used in US Diplomacy  
作 者 娄亚萍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政治学  
中图类号 D83/D8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太平洋学报  
年代卷期 2010,18(7):40-47  
-------------------------------------------------------------------------------- 
22、篇 名 保险发展、金融协同和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英文篇名 Insurance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tera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Study Based on 
Cross-sectional Data of Chinese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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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吴洪/赵桂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0433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32.5  
基金项目 上海财经大学“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来源期刊 经济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61-72  
-------------------------------------------------------------------------------- 
23、篇 名 中国资源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英文篇名   
作 者 钟若愚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F123  
基金项目 2009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09BJL064)  
来源期刊 经济学动态  
年代卷期 2010,(7):28-33  
-------------------------------------------------------------------------------- 
24、篇 名 汇率传递与出口商品价格决定：基于深圳港 2000—2008 年高度分解面板数据的

经验分析  
英文篇名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nd Factors Affecting Export Price: Highly Disaggregated 
Data from Shenzhen Port 2000-2008  
作 者 胡冬梅/郑尊信/潘世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51806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518060/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

院,710049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世界经济  
年代卷期 2010,33(6):45-59  
-------------------------------------------------------------------------------- 
25、篇 名 汶川地震灾后安全建设经验及其对玉树重建的启示  
英文篇名  Experiences from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covery Processes of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Yushu  
作 者 辜智慧/葛怡/刘宝印/徐伟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518060/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

室,210093/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100875/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

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100875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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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01005)/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2008DFA20640)  
来源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年代卷期 2010,(6):95-101  
-------------------------------------------------------------------------------- 
26、篇 名 1997—2006 年经济波动之新解：资本监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兼论 2007
—2008 年中国经济的“三高”现象  
英文篇名 A New Explanation of 1997—2006 Economic Fluctuation——Capital Regulation and 
Asymmetry of Monetary Policy  
作 者 金永军/范小雯/陈柳钦  
作者机构 上海证券交易所,20012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

研究所,300191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3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1):39-48,60  
-------------------------------------------------------------------------------- 
27、篇 名 国际产险业 SBM 效率研究——基于 OECD 国家和中国的比较  
英文篇名 SBM Efficiency in the International Nonlife Insurance Industry  
作 者 吴洪/赵桂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222.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年代卷期 2010,27(8):88-101,138  
-------------------------------------------------------------------------------- 
28、篇 名 网络秒杀促销对消费者价格感知的影响——以淘宝为例  
英文篇名   
作 者 刘雁妮/贺和平/周志民/刘关荣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063.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项目（70802042）  
来源期刊 价格理论与实践  
年代卷期 2010,(10):77-78  
-------------------------------------------------------------------------------- 
29、篇 名 澳门货币替代现象的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urrency Substitution in Macau  
作 者 钟若愚/杨玲丽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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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20.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 2010,(7):27-32  
-------------------------------------------------------------------------------- 
30、篇 名 建筑废料分类分拣的制约因素  
英文篇名 Factors affecting on—site sorting of construction waste  
作 者 王家远/康香萍/袁红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河南城建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799.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城市问题  
年代卷期 2010,(7):60-64  
-------------------------------------------------------------------------------- 
31、篇 名 QQ 群聊会让人更相信谣言吗？——关于四则奥运谣言的控制实验  
英文篇名 Will QQ Group Communication Lead Participants to Believe Rumors More? An 
Experiment of Control of Four Olympic Game Rumors  
作 者 周裕琼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实验技术报告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7CXW012)  
来源期刊 新闻与传播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7(2):76-87  
-------------------------------------------------------------------------------- 
32、篇 名 报料人参与媒体议程设置情况的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 On the Informants’ Participating Media Agenda-Setting: An Empirical Study  
作 者 王晓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6JA860006)  
来源期刊 新闻与传播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7(3):28-34  
-------------------------------------------------------------------------------- 
33、篇 名 汉代朝政消息的发布——布告  
英文篇名 Bullet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New in Han Dynasty  
作 者 黄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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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 G2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CXW002)  
来源期刊 新闻与传播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7(3):54-62  
-------------------------------------------------------------------------------- 
34、篇 名 p38、NF-κB、IL-6 在长期大强度运动诱导大鼠骨骼肌发生中的作用  
英文篇名 Effect of p38, NF-κB, IL-6 on Long-term High Intensity Exercise Induced Myogenesis  
作 者 王今越/丁树哲/王小虹/陈民盛/杨海东  
作者机构 佛山大学体育学院,528000/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200062/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130026/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东北大学体育部,110819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体育学  
中图类号 G804.7  
基金项目 上海市 2007 年度浦江人才计划(44038470)/教育部 2007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790013P8)/吉林省 2007 年体育局课题(2007D11)  
来源期刊 体育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0(2):75-82  
-------------------------------------------------------------------------------- 
35、篇 名 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身体健康与体育行为调查研究  
英文篇名 An Investigation on Health Condition and Sports Behavior of Peas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作 者 陈小蓉/谢红光/张勤/朱寒笑/戴霞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

学,518060  
文献类型 调研报告  
学科类别 体育学  
中图类号 G81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部分研究成果(06BTY023)  
来源期刊 体育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0(3):11-21  
-------------------------------------------------------------------------------- 
36、篇 名 钙调神经磷酸酶基因多态性与中国北方地区汉族男性心脏功能表型的关联性研究  
英文篇名 Polymorphisms in the Calcineurin Genes Associated with the Training Responsiveness 
of Cardiac Phenotypes of Male Adult of Han Nationality in North Region of China  
作 者 何子红/胡扬/李燕春/包大鹏/刘刚/席翼  
作者机构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100084/北京体育大学科研中心,100084/北京体育

大学科研中心,100084/北京体育大学科研中心,100084/北京体育大学科研中心,100084/深圳

大学体育系,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体育学  
中图类号 G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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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部课题(2003BA904B04)/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06-15)  
来源期刊 体育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0(9):66-72,81  
-------------------------------------------------------------------------------- 
37、篇 名 从 FPN1 基因筛选预测有氧耐力训练对左心室功能指标影响的分子标记  
英文篇名 Selecting the Genetic Markers for Response to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s for Aerobic 
Endurance Training from FPN1 Genetic Screen  
作 者 乌云格日勒/胡扬/李燕春/聂晶/席翼/文立  
作者机构 内蒙古师范大学,010022/北京体育大学,100084/北京体育大学,100084/江西师范大

学,330027/深圳大学,518060/天津体育学院,300381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体育学  
中图类号 G804.7  
基金项目 科技部奥运攻关课题(2006BAK12B01)  
来源期刊 体育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0(10):41-45,51  
-------------------------------------------------------------------------------- 
38、篇 名 西方印刷媒介内容监管的制度变迁及历史启示  
英文篇名   
作 者 黄春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 G2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出版  
年代卷期 2010,(6b):61-64  
-------------------------------------------------------------------------------- 
39、篇 名 1998—2007 年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岗位变迁对比分析  
英文篇名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sitions Migration in Academic Librarie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from 1998 to 2007  
作 者 叶兰/初景利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10019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大学图书馆学报  
年代卷期 2010,28(2):5-10  
-------------------------------------------------------------------------------- 
40、篇 名 OntoThesaurus Web Service API 及其应用研究  
英文篇名 OntoThesaurus Web Service API and Its Applications  
作 者 林伟明/曾新红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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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其他学科  
中图类号 G254/TP39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TQ001)  
来源期刊 图书情报工作  
年代卷期 2010,54(2):119-122,139 
-------------------------------------------------------------------------------- 
41、篇 名 超大型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检索与推理研究  
英文篇名 Research on Retrieval and Reasoning of Ultra-Large-Scale Onto Thesaurus  
作 者 曾新红/黄华军/林伟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 ,518060/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518060/深圳大学图书

馆,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其他学科  
中图类号 G254/TP18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年代卷期 2010,(7/8):58-65  
-------------------------------------------------------------------------------- 
42、篇 名 中国人国货意识的形成机理：基于国家品牌社群视角  
英文篇名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National-brand Consciousness: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Brand Community  
作 者 周志民/贺和平/刘雁妮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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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713.5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0802042)  
来源期刊 中国软科学  
年代卷期 2010,(5):45-56  
-------------------------------------------------------------------------------- 
43、篇 名 深圳公众的社区归属感及其治理意义研究  
英文篇名 Community Recognition and Governance in Shenzhen City  
作 者 刘筱/邹燕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社会学  
中图类号 C91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701051）/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课题（2007FY140800-4-5）  
来源期刊 中国软科学  
年代卷期 2010,(12):97-106  
-------------------------------------------------------------------------------- 
44、篇 名 在路上：手机与农民工自主性的获得——以西部双峰村农民工求职经历为个案  
英文篇名 Mobile Phones and Independence: A Case Study of Employment Status of Migrant 



13 
 

Workers from a Western Village  
作 者 丁未/宋晨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  
基金项目 广东省人文社科重大基地项目(06JDXM86001)  
来源期刊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 2010,(9):95-100  
-------------------------------------------------------------------------------- 
45、篇 名 以卡通频道为核心构建中国动漫产业链  
英文篇名   
作 者 何建平/彭倩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 G22  
基金项目 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05CC074)/深圳市文化事业基金项目“深圳动漫产业

链的建构”  
来源期刊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 2010,(12):95-99  
-------------------------------------------------------------------------------- 
46、篇 名 英、美国家电影自我审查机制的成因探析  
英文篇名 The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Self-censorship Mechanism in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Movie Industry  
作 者 黄春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06.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国际新闻界  
年代卷期 2010,32(5):124-128  
-------------------------------------------------------------------------------- 
47、篇 名 邓玉娇案的框架分析：网上公共舆论如何影响网下媒体报道  
英文篇名 Framing the Deng Yujiao Case: How Online Public Opinion Impacts Offline Media 
Reports  
作 者 尹连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0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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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卷期 2010,32(9):25-31  
-------------------------------------------------------------------------------- 
48、篇 名 论中美更正广告的差异  
英文篇名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orrective Advertising  
作 者 李明伟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06.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国际新闻界  
年代卷期 2010,(11):17-21  
-------------------------------------------------------------------------------- 
49、篇 名 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认知的实证研究及其影响因素与对策分析  
英文篇名 Empirical Study on the Norms Perceptions of Postgraduates’ Academic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作 者 陈淑妮/裴瑞芳/陈贵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

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643  
基金项目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06B03G)  
来源期刊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年代卷期 2010,(7):32-38  
-------------------------------------------------------------------------------- 
50、篇 名 深圳市中小学教师参与校本课程开发行为意向的调查研究  
英文篇名 Teachers’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作 者 李臣之/帅飞飞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调研报告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23.0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课程·教材·教法  
年代卷期 2010,30(4):9-15  
-------------------------------------------------------------------------------- 
51、篇 名 中国城市体育休闲服务组织体系研究  
英文篇名 A Research on Urban Leisure Sports-service Organization of China  
作 者 朱寒笑/苗大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体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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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类号 G811.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 2010,33(5):34-36,79  
-------------------------------------------------------------------------------- 
52、篇 名 深圳大学本科实践教学创新体系探索  
英文篇名   
作 者 孙忠梅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教务处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大学教学  
年代卷期 2010,(7):77-79  
-------------------------------------------------------------------------------- 
53、篇 名 刍议人才培养视角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英文篇名   
作 者 陈晔/徐晨/袁柯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教务处/深圳大学教务处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大学教学  
年代卷期 2010,(12):62-64  
-------------------------------------------------------------------------------- 
54、篇 名 拓展内涵，发挥大学城在城市创新进程中的作用  
英文篇名   
作 者 李栎/张儒林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城管理办公室/深圳大学城管理办公室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6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高等教育  
年代卷期 2010,(17/16):51-52  
-------------------------------------------------------------------------------- 
55、篇 名 以人文思维审视和制定高校战略规划  
英文篇名   
作 者 王燕华/闵令香  
作者机构 华中科技大学/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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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类号 G6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高等教育  
年代卷期 2010,(19):53-54  
-------------------------------------------------------------------------------- 
56、篇 名 在线讨论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小学生个案研究  
英文篇名 The analysis on the Qu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Discussion  
作 者 余明媚/李文光/王新辉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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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34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DCA060100)  
来源期刊 中国电化教育  
年代卷期 2010,(3):47-51  
-------------------------------------------------------------------------------- 
57、篇 名 关于构建农民工体育参与与健康促进社会支持系统的思考  
英文篇名 Conside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Migrant Workers’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作 者 朱寒笑/陈小蓉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体育学  
中图类号 G8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BTY023)  
来源期刊 中国体育科技  
年代卷期 2010,46(3):10-18,60  
-------------------------------------------------------------------------------- 
58、篇 名 解读粤港配对小学生网上研习：跨文化教育的视角  
英文篇名 An Interpretation on Online Learning of Matching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作 者 余明媚/李文光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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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0-057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DCA060100)  
来源期刊 现代教育技术  
年代卷期 2010,20(3):77-80  
-------------------------------------------------------------------------------- 
59、篇 名 学生投入在线讨论的影响因素研究  
英文篇名 A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Students’ Engagement in Online Discussion  
作 者 余明媚/李文光/王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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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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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2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现代教育技术  
年代卷期 2010,20(4):85-90  
-------------------------------------------------------------------------------- 
60、篇 名 大学英语网络教学中单元测试分界分数的设定——初探新理念大学英语网络教学

系统  
英文篇名 Setting a Cut-score for Unit Test of Web Based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 Exploration on New Perspective English Learning System  
作 者 叶进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2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现代教育技术  
年代卷期 2010,20(9):76-79 
-------------------------------------------------------------------------------- 
61、篇 名 构建社会实践教育体系，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以深圳大学的社会

实践探索为例  
英文篇名   
作 者 曾庆璋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学生处,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64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年代卷期 2010,(8):121-123  
-------------------------------------------------------------------------------- 
62、篇 名 山东莱阳话的几种语音屈折形式  
英文篇名 Inflective morphemes in the Laiyang dialect  
作 者 宫钦第/栾瑞波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苏州大学文学院,215021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1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语文  
年代卷期 2010,(2):180-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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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篇 名 《英语语言学习材料：评价与回顾》介绍  
英文篇名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Materials: A Critical Review  
作 者 华维芬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图书评论  
学科类别 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图类号 H31/G23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外语教学与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 2010,42(5):397-399  
-------------------------------------------------------------------------------- 
64、篇 名 集库式完型填空效度研究  
英文篇名 A Study in the Validity of Banked Cloze Tests  
作 者 郭丽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310.4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外语  
年代卷期 2010,(4):70-76  
-------------------------------------------------------------------------------- 
65、篇 名 叙事探究的“事实”、价值和评价基准  
英文篇名 The “Reality”、Value and Criteria of Evaluation of Narrative Inquiry  
作 者 李晓博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3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归国留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外语  
年代卷期 2010,7(5):85-91,99  
-------------------------------------------------------------------------------- 
66、篇 名 国外高校(会议)口译专业办学层次概况  
英文篇名 Conference Interpreter Training—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Prospects in China  
作 者 张吉良/柴明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315.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外语  
年代卷期 2010,7(5):9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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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篇 名 全球化视野中的音乐教育学科研究新动向——基于“全国音乐教育课程培训”研

讨会的思考  
英文篇名   
作 者 王昌逵/李小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中国音乐学院  
文献类型 会议综述与纪要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60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音乐  
年代卷期 2010,(1):223-226,243  
-------------------------------------------------------------------------------- 
68、篇 名 高师钢琴教学法课弹性教学与个性教学的重组  
英文篇名 On the Flexible Teachi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Unique Teaching Methods for the 
Course of Piano Teaching Methodology  
作 者 王昌逵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人民音乐  
年代卷期 2010,(3):59-61  
-------------------------------------------------------------------------------- 
69、篇 名 成熟阶段托卡塔的复调特性——探究巴赫笔下的托卡塔  
英文篇名 Polyphonic Character of Toccata in Its Mature Period——A Thorough Study on Bach’s 
Toccata  
作 者 王庆利/周春虎  
作者机构 西南交通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深圳大学音乐系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音乐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55-61  
-------------------------------------------------------------------------------- 
70、篇 名 死亡与新生——“新香港电影”的选择  
英文篇名 Death of Rebirth:the Alternative of New Hong Kong Cinema  
作 者 刘辉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9-1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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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期刊 电影艺术  
年代卷期 2010,(4):61-64  
-------------------------------------------------------------------------------- 
71、篇 名 深港两地动漫产业合作模式探讨  
英文篇名 On the Pattern of Animation Enterprise Coorperated by Shenzhen and Hongkong  
作 者 何建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9-2  
基金项目 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05CC074）/深圳市文化事业基金项目《深圳动漫产

业链的建构》的研究成果  
来源期刊 当代电影  
年代卷期 2010,(10):131-144  
-------------------------------------------------------------------------------- 
72、篇 名 “香港电影”概念新探  
英文篇名 The Concept of Hongkong Film  
作 者 刘辉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9-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当代电影  
年代卷期 2010,(11):62-66  
-------------------------------------------------------------------------------- 
73、篇 名 “中国 80 后在校大学生动漫消费行为”研究报告——以深圳地区为例  
英文篇名 Research Report on the “After 80” College Student Animation Consumption: Based 
on a Case Study in Shenzhen City  
作 者 何建平/彭倩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 调研报告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9-1  
基金项目 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05CC074)/深圳市文化事业基金项目《深圳动漫产业

链的建构》  
来源期刊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 2010,(6):43-49  
-------------------------------------------------------------------------------- 
74、篇 名 多元动机网格测验(MMG-S)中文版的修订报告  
英文篇名 The Revised Short Version of Multi-Motive Grid in Mainland China  
作 者 焦璨/张敏强/吴利/纪薇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心理学系,518000/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510631/华南师范大

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510631/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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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心理学  
中图类号 B841.7  
基金项目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151063101000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项目(2009JJDXLX006)  
来源期刊 心理与行为研究  
年代卷期 2010,8(1):49-53  
-------------------------------------------------------------------------------- 
75、篇 名 国学的三种形态  
英文篇名 Chinese Studies in the Three Forms  
作 者 景海峰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天津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4):4- 7  
-------------------------------------------------------------------------------- 
76、篇 名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企业动态能力研究  
英文篇名 Dynamic capabilities based on HeXie Management Theory  
作 者 张晓军/席酉民/谢言/韩巍  
作者机构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710049/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710049/西安交通大学管

理学院,710049/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C9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优秀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项目(70121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雅砻

江水电开发联合研究基金重点项目(50539130)  
来源期刊 管理科学学报  
年代卷期 2010,13(4):1-11  
-------------------------------------------------------------------------------- 
77、篇 名 中美大学学术诚信教育比较研究  
英文篇名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作 者 赵奕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年代卷期 2010,(5):17-20  
-------------------------------------------------------------------------------- 
78、篇 名 我国高尔夫运动参与者社会特征及场地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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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篇名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Golf Participants and Affect Factors of Choosing Golf Club in 
China  
作 者 邵雪云/陈小蓉/毛振明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100875/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北京师范大学体

育与运动学院,100875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体育学  
中图类号 G80-0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 2010,25(1):60-63  
-------------------------------------------------------------------------------- 
79、篇 名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英文篇名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and the Present Chinese Culture  
作 者 景海峰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2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河北学刊  
年代卷期 2010,(2):132-137  
-------------------------------------------------------------------------------- 
80、篇 名 “文学性”及“文学性”新建构——文学的人类学省思  
英文篇名 Literariness and New Construction of Literariness  
作 者 黄永健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02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晋阳学刊  
年代卷期 2010,(5):100-108 
-------------------------------------------------------------------------------- 
81、篇 名 中国各省市产品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ra-Product Trade of All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作 者 刘伟丽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710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0804402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09YJA790142)/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115A037)  
来源期刊 财经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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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卷期 2010,(12):40-45  
-------------------------------------------------------------------------------- 
82、篇 名 中文叙词表本体的形式化表示与 SKOS 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建立中文知识组织

系统形式化表示标准体系的建议  
英文篇名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Formal Representation of Onto Thesaurus and SKOS: The 
Sugges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ormal Representation Standard System for Chinese KOS  
作 者 曾新红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其他学科  
中图类号 G254/TP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CTQ001)  
来源期刊 中国图书馆学报  
年代卷期 2010,36(2):99-106  
-------------------------------------------------------------------------------- 
83、篇 名 第一语言不同干扰下的英语元音感知实验研究  
英文篇名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English Vowel Perception with Different L1 Interference  
作 者 王红岩/van HEUVEN,Vincent J.J.P.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518060/荷兰莱顿大学语音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外语与外语教学  
年代卷期 2010,(1):31-35  
-------------------------------------------------------------------------------- 
84、篇 名 幸福乌托邦的终结——国家主义幸福观及其解构  
英文篇名  The End of Happy Utopianism:The View of Happiness in Nationalism and its 
Deconstruction  
作 者 邢立军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科部,100732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565.5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8Bzx08)  
来源期刊 社会科学战线  
年代卷期 2010,(5):33-38  
-------------------------------------------------------------------------------- 
85、篇 名 经济全球化，9·11 事件与马克思  
英文篇名 Economic Globalization,9/11 and Marx  
作 者 洛克莫·汤姆/邢立军  
作者机构 林肯大学,15282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  
文献类型 译文  
学科类别 哲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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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类号 B17/F11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社会科学战线  
年代卷期 2010,(9):228-231  
-------------------------------------------------------------------------------- 
86、篇 名 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的盛唐诗情与风格  
英文篇名   
作 者 王昌逵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文艺争鸣  
年代卷期 2010,(4b):106-109  
-------------------------------------------------------------------------------- 
87、篇 名 数字图形的空间语言探究  
英文篇名   
作 者 康修机/田少煦  
作者机构 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文艺争鸣  
年代卷期 2010,(5b):149-150  
-------------------------------------------------------------------------------- 
88、篇 名 木客文化与兴国客家山歌——原生态山歌的文化之源  
英文篇名   
作 者 王昌逵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文艺争鸣  
年代卷期 2010,(7b):123-125  
-------------------------------------------------------------------------------- 
89、篇 名 深圳打工文学的写作姿态和审美特征  
英文篇名   
作 者 颜爱红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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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类号 I20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文艺争鸣  
年代卷期 2010,(8a):73-79  
-------------------------------------------------------------------------------- 
90、篇 名 图像转向：版画的话语范式——广东版画发展管窥  
英文篇名   
作 者 陈向兵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艺术系  
文献类型 学术批评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文艺争鸣  
年代卷期 2010,(8b):24-26  
-------------------------------------------------------------------------------- 
91、篇 名 20 世纪中国文艺运动的历史阐释——唐小兵教授访谈录  
英文篇名   
作 者 李凤亮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  
文献类型 其他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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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期刊 文艺争鸣  
年代卷期 2010,(9a):98-105  
-------------------------------------------------------------------------------- 
92、篇 名 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以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为例  
英文篇名   
作 者 王哲/袁文彬  
作者机构 中山大学外语教学中心/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0  
基金项目 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0WKPY35)  
来源期刊 文艺争鸣  
年代卷期 2010,(11a):143-148  
-------------------------------------------------------------------------------- 
93、篇 名 彻底的历史主义与彻底的实践哲学——论唯物史观的本质  
英文篇名  Radical Historicism and Radical Practice Philosophy: The Ess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 者 张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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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0-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年代卷期 2010,50(6):13-21  
-------------------------------------------------------------------------------- 
94、篇 名 古典及浪漫主义时期西方音乐风格特点剖析  
英文篇名 The West Music Style Characteristic Analyses of the Classicism and the Romantic 
Period  
作 者 刘琨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0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609.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年代卷期 2010,(3):130-132  
-------------------------------------------------------------------------------- 
95、篇 名 中国现代自由派文论的文化寻踪  
英文篇名 On the Cultural Root of Literary Theory of Modern Chinese Liberal School  
作 者 庄锡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6.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BZW001)  
来源期刊 求是学刊  
年代卷期 2010,37(5):113-118  
-------------------------------------------------------------------------------- 
96、篇 名 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之特点、趋势及治理——政治信任的视角  
英文篇名   
作 者 邹育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523.5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6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06GO-07)  
来源期刊 学习与探索  
年代卷期 2010,(2):66-69  
-------------------------------------------------------------------------------- 
97、篇 名 国家主义幸福观的心理学解析  
英文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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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马妮/邢立军  
作者机构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30033/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8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8Bzx08)/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青年项目(200904)  
来源期刊 学习与探索  
年代卷期 2010,(5):61-63  
-------------------------------------------------------------------------------- 
98、篇 名 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的投资与绩效分析——以深圳大学图书馆为例  
英文篇名 On the Investment and Performance of Databas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Taking 
the Shenzhen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作 者 李洪/伍宪/陈大庆/稂丽萍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

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0.7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图书馆建设  
年代卷期 2010,(1):36-39,43  
-------------------------------------------------------------------------------- 
99、篇 名 电子资源采访中协议签订初探  
英文篇名 Discussion about Agreement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Acquisition  
作 者 稂丽萍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图书馆建设  
年代卷期 2010,(7):58-61  
-------------------------------------------------------------------------------- 
100、篇 名 科技查新实践与探索  
英文篇名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Sci-Tech Novelty Retrieval  
作 者 黄远辉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518055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图书馆建设  
年代卷期 2010,(10):77-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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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篇 名 “说”与“不说”——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一个维度  
英文篇名 Speaking and No-speaking:A Dimens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作 者 曹清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6.7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98-06）  
来源期刊 学术月刊  
年代卷期 2010,(5):113-120  
-------------------------------------------------------------------------------- 
102、篇 名 转型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路径分析  
英文篇名 An Analysis of the Way to Reform the CPC and State Leadership System in Transition 
Period  
作 者 马敬仁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6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探索与争鸣  
年代卷期 2010,(5):16-19  
-------------------------------------------------------------------------------- 
103、篇 名 罪状建构的理念定位与标准采纳——以我国刑法第 198 条之保险诈骗罪为例  
英文篇名 Rationale & Standards for Crime of Insurance Fraud in Art.198 of Our Criminal Law  
作 者 曾月英/周文迪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1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政治与法律  
年代卷期 2010,(5):72-80  
-------------------------------------------------------------------------------- 
104、篇 名 从谋逆到内乱——近代以来国事罪的艰难历程  
英文篇名 From Rebellion to Civil Disturbance  
作 者 孔庆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法学  
中图类号 D909/D91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年代卷期 2010,(4):1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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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篇 名 体验营销研究前沿评介  
英文篇名   
作 者 贺和平/刘雁妮/周志民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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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F27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02042)  
来源期刊 外国经济与管理  
年代卷期 2010,32(8):42-50,封 3  
-------------------------------------------------------------------------------- 
106、篇 名 中国式分权与政府机构垂直化管理——一个基于任务冲突的多任务委托—代理

框架  
英文篇名  Chinese Styl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Vertical Management: A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pproach under Conflicting Tasks  
作 者 王赛德/潘瑞姣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518060/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经贸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08CJL020)/深圳大学青年基金(4WSD)/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

建设项目(J51702)  
来源期刊 世界经济文汇  
年代卷期 2010,(1):92-101  
-------------------------------------------------------------------------------- 
107、篇 名 学校领导决策模型的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 Empirical Research of School Leadership Decision-Making Model  
作 者 张兆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7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FFB011119)  
来源期刊 教育发展研究  
年代卷期 2010,(6):1-7  
-------------------------------------------------------------------------------- 
108、篇 名 未来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实践价值取向  
英文篇名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作 者 李兴敏/刘运祥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08/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08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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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开放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6(5):47-50  
-------------------------------------------------------------------------------- 
109、篇 名 经典的变迁——巴黎释意学派口译办学模式研究  
英文篇名 Looking into the ESIT Model for conference interpreter training  
作 者 张吉良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31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外语界  
年代卷期 2010,(2):30-38  
-------------------------------------------------------------------------------- 
110、篇 名 企业产生问题的理论综合解释框架  
英文篇名 Integrated Academic Frame on the Issue of Emergence of Enterprise  
作 者 张扬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F27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972017)  
来源期刊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代卷期 2010,21(4):112-117  
-------------------------------------------------------------------------------- 
111、篇 名 台湾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机制及其启示  
英文篇名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Processing Trade in Taiwan:Paths,Mechanism,and 
Implications  
作 者 曾贵/钟坚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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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752.8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年代卷期 2010,(5):38-49  
-------------------------------------------------------------------------------- 
112、篇 名 港澳特区终审权的宪法学思考  
英文篇名 Constitutional Reflection of Final Adjudication Power of Hong Kong and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作 者 邹平学/潘亚鹏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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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2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2007 年度

重大项目(07JJD820179)  
来源期刊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 2010,(1):119-125  
-------------------------------------------------------------------------------- 
113、篇 名 2001-2008 年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以 45 个高教硕士点的 1980
篇论文为样本  
英文篇名 Theses of Master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2001 to 2008: An Analysis of Selected 
Subjects  
作 者 李均/李科浪/蒋铁汉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高教所,518060/深圳大学高教所,518060/深圳大学高教所,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640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IA060156)  
来源期刊 江苏高教  
年代卷期 2010,(1):25-28  
-------------------------------------------------------------------------------- 
114、篇 名 国际口译界有关巴黎释意学派口译理论的争议及其意义  
英文篇名 A Global Retrospection of the Paris School’s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The 
Debate and its Significance  
作 者 张吉良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05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外语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72-78  
-------------------------------------------------------------------------------- 
115、篇 名 几种苗族饮料食品的历史学价值判断调查研究——控拜村所见几种食品引起的

思考  
英文篇名 Research & Study on Historical Value Judgment of the Miao Ethnic Minority's Food 
and Beverage——Thoughts on Several Foods available in Kongbai village  
作 者 游建西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民族学  
中图类号 K28  
基金项目 200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09BZS037）  
来源期刊 中国农史  
年代卷期 2010,(3):12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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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篇 名 许筠《闲情录》与“世说体”小说  
英文篇名 Heo Gyun's Xian Qing Lu and Novels of Shishuo Style  
作 者 左江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外国文学  
中图类号 I1  
基金项目 广东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8 年度后期资助项目（08HJ-02）  
来源期刊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 
117、篇 名 金融危机下中国消费券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英文篇名 Effect Assessment on the Policy of China’s Consumption Coupon Issuance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Based on Mundell-Fleming Model  
作 者 罗凯/王弟海  
作者机构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100081/深圳大学高级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22  
基金项目 中央财经大学 211 工程 3 期日家重点学科建设基金  
来源期刊 浙江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2):46-51  
-------------------------------------------------------------------------------- 
118、篇 名 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性需求分析  
英文篇名 The Analysis on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Investment  
作 者 龚强/许蔓  
作者机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深圳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2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浙江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2-6  
-------------------------------------------------------------------------------- 
119、篇 名 透视我国的高房价：一般均衡分析的视角  
英文篇名 Perspective of Our High Housing Price: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作 者 王弟海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2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浙江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13-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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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篇 名 中国财产险公司的再保险决策动机——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实证分析  
英文篇名 The Motives of Reinsurance Decision for the Chinese 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Companies——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Quantile Regression  
作 者 赵桂芹/吴洪  
作者机构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0433/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42.6  
基金项目 上海财经大学 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基金  
来源期刊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 2010,(5):54-60 
-------------------------------------------------------------------------------- 
121、篇 名 特许经营模式产生的原因分析——基于资源—市场匹配能力观点解析  
英文篇名 Analysis of the Cause of Mode of Franchise——Based on Matching Ability of Resource 
and Market  
作 者 袁东/张显未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特许经营学院,519085/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

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F270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课题项目(Y07016)  
来源期刊 华东经济管理  
年代卷期 2010,24(6):79-81  
-------------------------------------------------------------------------------- 
122、篇 名 高等院校办学特色与核心能力研究评述  
英文篇名 A Study of Features and Core Capabilities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作 者 崔世娟/郑建存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学科述评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649.21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项目(EIA070246)  
来源期刊 教育与现代化  
年代卷期 2010,(4):6-10  
-------------------------------------------------------------------------------- 
123、篇 名 论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  
英文篇名 On Reclusion Feature of Tang Dynasty and Its Literary Manifestations  
作 者 李红霞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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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751063)  
来源期刊 江西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8):108-111  
关键词 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仕隐调和/禅宗  
-------------------------------------------------------------------------------- 
124、篇 名 汉画的叙述：四川汉代性题材画像研究  
英文篇名 The Narration of Han Pictures: the Studies of Han Portraits of Sex Theme in Sichuan 
Province  
作 者 李立/史培争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09020/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13002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06JA75011-44)  
来源期刊 江西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9):32-41  
-------------------------------------------------------------------------------- 
125、篇 名 环境犯罪主观归责制度研究  
英文篇名   
作 者 赵军/周娅/彭志刚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100875/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10072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17.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江西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10):181-185  
-------------------------------------------------------------------------------- 
126、篇 名 薛中离图书易学思想浅析——以《图书质疑》为中心  
英文篇名 On XUE Zhong-li's Yi-ology Concerning the River Map and Luo Chart——Focusing on 
His Tu Shu zhi yi  
作 者 陈椰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248.9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周易研究  
年代卷期 2010,(3):62-70  
-------------------------------------------------------------------------------- 
127、篇 名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英文篇名 Discourse of the Yi-ology and Sinicization of Islamism: On the Utiliza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Yi-ology in Tian fang zhen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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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问永宁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哲学系,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宗教学  
中图类号 B96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20199)  
来源期刊 周易研究  
年代卷期 2010,(6):66-71,96  
-------------------------------------------------------------------------------- 
128、篇 名 博客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英文篇名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Blog  
作 者 马云驰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06.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山东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5):65-69  
-------------------------------------------------------------------------------- 
129、篇 名 论私法理念对现代行政法的影响  
英文篇名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a of Private Law to Modern Administrative Law  
作 者 刘美希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22.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山东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7):121-124  
-------------------------------------------------------------------------------- 
130、篇 名 香港“持续照顾”的老年福利政策及其借鉴意义  
英文篇名 The Welfare Policy for the Elderly of “Continuum of Care” in Hong Kong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作 者 唐咏/徐永德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香港大学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社会学  
中图类号 C91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山东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11):158-160  
-------------------------------------------------------------------------------- 
131、篇 名 论私法理念现代变迁的法哲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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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篇名 On the Jurisprudential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the Idea of 
Private Law  
作 者 刘美希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48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法学论坛  
年代卷期 2010,25(3):64-68  
-------------------------------------------------------------------------------- 
132、篇 名 个人—组织匹配、工作满意度与员工离职意向关系的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 An Empirical Study on Relations among Person-Organization Fit, Job Satisfac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  
作 者 王忠/张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C9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972064)  
来源期刊 管理学报  
年代卷期 2010,7(3):379-385  
-------------------------------------------------------------------------------- 
133、篇 名 交易型领导与组织学习过程  
英文篇名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rocess  
作 者 戴万稳/蒋建武  
作者机构 南京大学商学院,210093/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管理学  
中图类号 C93/F272.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 (70732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70772032)  
来源期刊 管理学报  
年代卷期 2010,7(9):1291-1296  
-------------------------------------------------------------------------------- 
134、篇 名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  
英文篇名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作 者 蒋建武/赵曙明/戴万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南京大学商学院/南京大学商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管理学  
中图类号 C93/F27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 (70732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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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720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YJC630115)  
来源期刊 管理学报  
年代卷期 2010,7(12):1779-1784  
-------------------------------------------------------------------------------- 
135、篇 名 产业结构调整的反垄断法思考  
英文篇名   
作 者 叶卫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12.2  
基金项目 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资助项目(08SFB3032)  
来源期刊 法商研究  
年代卷期 2010,(6):119-126  
-------------------------------------------------------------------------------- 
136、篇 名 美国司法实践中的环境利益评价——以温特案为视角  
英文篇名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in American Judicial Practice  
作 者 周卫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1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09YJC820074）/深圳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冲高”

项目（09QNCG03）  
来源期刊 法学评论  
年代卷期 2010,(6):90-95  
-------------------------------------------------------------------------------- 
137、篇 名 大学图书馆学术交流及机构库的岗位设置分析  
英文篇名 Analysis of the Setting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Positions in Academic Libraries  
作 者 叶兰/初景利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10019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1.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图书情报知识  
年代卷期 2010,(5):87-92  
-------------------------------------------------------------------------------- 
138、篇 名 建设项目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  
英文篇名   
作 者 王家远/邹小伟/张国敏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518060/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418002/澳大利亚墨尔本

理工大学土木环境与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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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062.4  
基金项目 建设部科技计划项目(2007-R3-6)  
来源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年代卷期 2010,27(19):56-59  
-------------------------------------------------------------------------------- 
139、篇 名 大学教师学术职业的群体认知  
英文篇名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o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作 者 杨移贻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64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高等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 2010,31(5):52-55  
-------------------------------------------------------------------------------- 
140、篇 名 和谐社会公民道德生活探讨  
英文篇名 Discussion On Citizens’ Moral Life In Harmonious Society  
作 者 刘志山/胡跃娜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道德文化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道德文化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82-0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伦理学研究  
年代卷期 2010,(2):35-39 
-------------------------------------------------------------------------------- 
141、篇 名 借鉴儒家伦理培育公民道德的思考  
英文篇名   
作 者 黄月细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科部,51600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82-05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伦理学研究  
年代卷期 2010,(6):117-120  
-------------------------------------------------------------------------------- 
142、篇 名 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的编制  
英文篇名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Student Burnout Inventory  
作 者 吴艳/戴晓阳/温忠麟/崔汉卿  
作者机构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510631/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华南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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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510631/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其他学科  
中图类号 R395.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870784)  
来源期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年代卷期 2010,18(2):152-154  
关键词 学习倦怠/青少年/信度/效度  
-------------------------------------------------------------------------------- 
143、篇 名 青春期 C 类人格障碍检测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英文篇名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Instruments of Cluster C Adolescent Personality 
Disorders  
作 者 刘玎/卢宁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心,518060/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

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心理学  
中图类号 B84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重点课题(06TJZ003)  
来源期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年代卷期 2010,18(3):287-292,309  
-------------------------------------------------------------------------------- 
144、篇 名 青春期人格障碍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英文篇名 Advances in Epidemiological Research of Adolescent Personality Disorders  
作 者 卢宁/刘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心,518060/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

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其他学科  
中图类号 R395.2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重点课题(06TJZ003)  
来源期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年代卷期 2010,18(4):483-485,503  
-------------------------------------------------------------------------------- 
145、篇 名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的初步编制Ⅰ：理论框架与信度分析  
英文篇名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CBF-PI):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lability Analysis  
作 者 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518060/中南大

学附属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中心,410011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其他学科  
中图类号 R395.1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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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期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年代卷期 2010,18(5):545-548  
-------------------------------------------------------------------------------- 
146、篇 名 项目反应理论(IRT)在人格障碍测评工具 C 类分量表上的应用  
英文篇名 Application of IRT to PDQC-3  
作 者 王晶/卢宁/曹亦薇/张嘉虹/刘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心,518060/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

心,518060/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心,518060/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

心,518060/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其他学科  
中图类号 R395.1  
基金项目 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200627)  
来源期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年代卷期 2010,18(5):575-578  
-------------------------------------------------------------------------------- 
147、篇 名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的初步编制Ⅱ：效度分析  
英文篇名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CBF-PI) Ⅱ: Validity 
Analysis  
作 者 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  
作者机构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学研究所 ,410011/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

系,518060/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学研究所,410011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其他学科  
中图类号 R395.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年代卷期 2010,18(6):687-690  
-------------------------------------------------------------------------------- 
148、篇 名 CCMD-3 人格障碍筛查问卷信、效度检验  
英文篇名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for CCMD-3  
作 者 王志英/卢宁/张海斌/周朝英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心,518060/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

心,518060/重庆市渝州监狱,630000/江苏警官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其他学科  
中图类号 R395.1  
基金项目 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200627)  
来源期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年代卷期 2010,18(6):711-713,722  
-------------------------------------------------------------------------------- 
149、篇 名 王弼的圣人观  
英文篇名   
作 者 余树苹  



41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235.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求索  
年代卷期 2010,(3):117-119  
-------------------------------------------------------------------------------- 
150、篇 名 罗马法与法国法中的实际履行  
英文篇名   
作 者 王茂祺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求索  
年代卷期 2010,(7):162-164  
-------------------------------------------------------------------------------- 
151、篇 名 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与盈余管理——中国市场的经验分析  
英文篇名 Claims Reserve and Earning Management in Non-life Insurer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rket  
作 者 赵桂芹/吴洪  
作者机构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0433/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经济学  
中图类号 F222.3/F840  
基金项目 上海财经大学 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来源期刊 财经理论与实践  
年代卷期 2010,31(3):30-36  
-------------------------------------------------------------------------------- 
152、篇 名 高校图书管理员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英文篇名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niversity Librarians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作 者 沈弘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图书馆  
年代卷期 2010,(2):68-69  
-------------------------------------------------------------------------------- 
153、篇 名 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的发展与思考  
英文篇名 The Development and Thinking of the Project Contracting of Catalog Job in Library  



42 
 

作 者 马茹珍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518055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4.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图书馆  
年代卷期 2010,(3):138-139  
-------------------------------------------------------------------------------- 
154、篇 名 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见著——质的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英文篇名 From Grand Narrative to Localized Narrativ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作 者 蒋铁汉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640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IA060156)  
来源期刊 现代大学教育  
年代卷期 2010,(3):34-37  
-------------------------------------------------------------------------------- 
155、篇 名 在理性和神秘之间——哈耶克经济自由主义的价值困境  
英文篇名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Mystery: The Evaluative Dilemma of Hayek's Economic 
Liberalism  
作 者 张以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50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现代哲学  
年代卷期 2010,(3):15-21  
-------------------------------------------------------------------------------- 
156、篇 名 哲学未来学：关于自由可能性条件的反思  
英文篇名 Philosophical Futurology: a Reflection on the Condition of Liberal Possibility  
作 者 张以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学术研究  
年代卷期 2010,(6):1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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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篇 名 伤城记——深圳学童绑架案引发的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  
英文篇名 Gossip, Rumour, and Public Narrative of A Child Kidnapping Event in Shenzhen  
作 者 周裕琼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07CXW012)/2009 年深圳大学创新团队项目

(09TDCX08)  
来源期刊 开放时代  
年代卷期 2010,(12):132-147  
-------------------------------------------------------------------------------- 
158、篇 名 价格异常与不对称相关结构下套期保值策略——来自亚洲股指期货市场的实证  
英文篇名 Abnormal price behavior and the hedging strategy with the asymmetric structure  
作 者 郑尊信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30.91  
基金项目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科研启动项目（7301669）  
来源期刊 证券市场导报  
年代卷期 2010,(4):22-29,77  
-------------------------------------------------------------------------------- 
159、篇 名 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基于投资者和财务报告视角的经验研究  
英文篇名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audit quality-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view of the 
investor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作 者 董秀琴/柳木华  
作者机构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361005/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239.4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证券市场导报  
年代卷期 2010,(4):61-66  
-------------------------------------------------------------------------------- 
160、篇 名 大众传媒对会计舞弊的监督：一项经验研究  
英文篇名 Mass Media Supervision of Accounting Fraud: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作 者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财会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30.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证券市场导报  



44 
 

年代卷期 2010,(8):43-50 
-------------------------------------------------------------------------------- 
161、篇 名 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与金融支持效率——基于广东的数据分析  
英文篇名 The Efficiency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itiative Innovation a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Analysis Based on Guangdong Province’s Data  
作 者 张自力/丘书俊/何新慧  
作者机构 广东金融学院金融系,510521/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广东金融学院,510521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30.51  
基金项目 广东省软科学项目(2009B07030015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JY106)/广东金融

学院 2010 年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  
来源期刊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 2010,25(6):28-40  
-------------------------------------------------------------------------------- 
162、篇 名 中国保险业 SBM 效率实证分析——基于修正的三阶段 DEA 模型  
英文篇名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Slack-Based-Measure Efficiency in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Based on Modified Three-stag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作 者 赵桂芹/吴洪  
作者机构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0433/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40.3  
基金项目 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2010EJB007)/上海财经大学 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来源期刊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年代卷期 2010,25(6):72-84  
-------------------------------------------------------------------------------- 
163、篇 名 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实施策略探讨  
英文篇名 A Discussion on the Strategy on Subject Librarian System in University  
作 者 关继舜/查颖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图书馆论坛  
年代卷期 2010,30(2):158-159,165  
-------------------------------------------------------------------------------- 
164、篇 名 美国大学图书馆学术诚信教育启示  
英文篇名 The Inspiration Concerning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of U.S. Academic Libraries  
作 者 赵奕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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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类号 G258.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图书馆论坛  
年代卷期 2010,30(4):48-50  
-------------------------------------------------------------------------------- 
165、篇 名 建筑院校图书馆与企业的互动机制研究  
英文篇名 On Interactive System of Architecture College Library and Enterprise  
作 者 钟月钦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3  
基金项目 广东图书馆学会科研课题(GDTK0937)  
来源期刊 图书馆论坛  
年代卷期 2010,30(5):32-34  
-------------------------------------------------------------------------------- 
166、篇 名 国外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模式及经验借鉴研究  
英文篇名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Models and Experienc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and Service Platforms in Foreign Countries  
作 者 叶兰/胡燕菘/朱静宇/王晓夏/付钰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

学图书馆,518060/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5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图书馆论坛  
年代卷期 2010,30(5):109-111  
-------------------------------------------------------------------------------- 
167、篇 名 哲学的一种“元”审视  
英文篇名 Philosophy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ilosophy  
作 者 王兴国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哲学系,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50(3):119-129  
-------------------------------------------------------------------------------- 
168、篇 名 “对”类标记词及其叠连用法的话语功能分析  
英文篇名 Function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on the Mark: “Dui”  
作 者 李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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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14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32(4):118-123  
-------------------------------------------------------------------------------- 
169、篇 名 从中英法律比较的视角论诉讼程序的中止  
英文篇名   
作 者 韩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49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2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32(5):8-14  
-------------------------------------------------------------------------------- 
170、篇 名 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界定问题  
英文篇名 On the Definition of Plato’s and Aristotle’s Political Theories  
作 者 王馨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政治学  
中图类号 B502.232/D091.2  
基金项目 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QNCG40)  
来源期刊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代卷期 2010,28(6):37-41  
-------------------------------------------------------------------------------- 
171、篇 名 汉语中“惯用色名类”指色词的认知语义研究  
英文篇名 A Cognitive-Psychological Study of a Type of Head-Final Color Words in Chinese  
作 者 高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3):28-31,45  
-------------------------------------------------------------------------------- 
172、篇 名 MMPI 在中国应用的信度概化研究  
英文篇名 Scores Reliability from the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in China  
作 者 焦璨/张洁婷/吴利/张敏强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心理学系,518000/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510631/华南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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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510631/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510631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心理学  
中图类号 B841  
基金项目  广东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15106310100000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

(2009JJDXLX006)  
来源期刊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4):48-52  
-------------------------------------------------------------------------------- 
173、篇 名 对赫塔·米勒获诺贝尔奖的思考  
英文篇名 Thoughts on Herta Muller Being Awarded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作 者 周明燕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外国文学  
中图类号 I106.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1):5-9  
-------------------------------------------------------------------------------- 
174、篇 名 异质与边缘的表达——论赫特·米勒创作的跨文化视野  
英文篇名 The Heterogeneous and Peripheral Expression——On th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f Herta Muller’s Writings  
作 者 张霁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外国文学  
中图类号 I106.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1):10-14  
-------------------------------------------------------------------------------- 
175、篇 名 内涵形象并举，近期长远兼顾——深圳文化软实力提升方法献芹  
英文篇名 Concurrently Developing Connotations and Images, Taking Account of Interests both 
Near and Far——Suggestions for Ways of Raising the Soft Power of the Culture of Shenzhen  
作 者 沈金浩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文化学  
中图类号 G0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1):1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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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篇 名 网络的类市场环境与道德的自发生成  
英文篇名 The Market-like Environ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Spontaneous Generation of 
Morality  
作 者 马云驰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782.059  
基金项目 深圳市“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115A004)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1):21-27  
-------------------------------------------------------------------------------- 
177、篇 名 缔约过失——起源以及中德之比较  
英文篇名 Culpa in contrahendo (Defect Liability of the Agreement)——Origin and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 Law  
作 者 王茂祺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1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1):69-73  
-------------------------------------------------------------------------------- 
178、篇 名 中国社会福利变迁下养老服务中非营利民间组织的发展  
英文篇名 The Development of Non-profi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mong Elderly 
Services Under the Changing Social Welfare System of China  
作 者 唐咏/徐永德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香港大学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社会学  
中图类号 C91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1):74-78  
-------------------------------------------------------------------------------- 
179、篇 名 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蓝英年现象”  
英文篇名 The phenomenon of Lan Yingnian in Russian Literature Study  
作 者 吴俊忠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06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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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1):98-104  
-------------------------------------------------------------------------------- 
180、篇 名 奥运吉祥物的符号寓意及其跨文化接受——兼谈吉祥物设计的产业延伸  
英文篇名 The Connotations of Olympic Mascots and Their Cross-cultural Acceptance——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ustrial Extension of the Mascot Design  
作 者 阎评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04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1):146-151 
-------------------------------------------------------------------------------- 
181、篇 名 对深圳出租车市场 10 个热点问题的解释  
英文篇名 Interpretations of the 10 Hot Issues in the Taxi Market of Shenzhen  
作 者 韩彪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570.71  
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研究项目(04GH79012)/北京交通大学基础

产业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城市出租小汽车发展模式创新”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2):16-21  
-------------------------------------------------------------------------------- 
182、篇 名 当代中国哲学的回省与未来展开  
英文篇名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作 者 王兴国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26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2):22-31  
关键词 中国哲学/全景交往/多元多层/综合进路  
-------------------------------------------------------------------------------- 
183、篇 名 论大型零售商的社会性成长——一个跨学科的视角  
英文篇名 On Socialized Growth of Large-Scale Retailer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作 者 贺和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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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类别 经济学/管理学  
中图类号 F716.3/C93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2):63-68  
-------------------------------------------------------------------------------- 
184、篇 名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内容的监管难题与解决路径  
英文篇名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Digital Content Regulation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作 者 黄春平/余宗蔚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中图类号 G2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2):140-146  
-------------------------------------------------------------------------------- 
185、篇 名 设计之都建设与文化策略  
英文篇名   
作 者 吴洪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1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2):150  
-------------------------------------------------------------------------------- 
186、篇 名 “2009 年中国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  
英文篇名   
作 者 杨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会议综述与纪要  
学科类别 历史学  
中图类号 K2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2):159-160  
-------------------------------------------------------------------------------- 
187、篇 名 中国经济特区的时代使命  
英文篇名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作 者 苏东斌/钟若愚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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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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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民族学  
中图类号 F127.9  
基金项目 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团队创新项目(09tdcx09)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9-21  
-------------------------------------------------------------------------------- 
188、篇 名 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  
英文篇名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China’s Path  
作 者 陶一桃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民族学  
中图类号 F120.3/F127.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22-26  
-------------------------------------------------------------------------------- 
189、篇 名 “深圳模式”与深圳经验  
英文篇名 “Shenzhen Mode” and Shenzhen Experiences  
作 者 钟坚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民族学  
中图类号 F120.3/F127.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DJ009)/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8JJD790154)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27-33  
-------------------------------------------------------------------------------- 
190、篇 名 生活世界理论与当代哲学中的两个基本趋势  
英文篇名 Life-world Theory and Two Main Tendencie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作 者 张以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565.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48-54  
-------------------------------------------------------------------------------- 
191、篇 名 发展的合法性与和谐理性的建构  
英文篇名 The Legitimac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y and Reason  
作 者 胡宜安/田启波  
作者机构 广州大学社科部,510006/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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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08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ZX010)/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JD710055)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60-65  
-------------------------------------------------------------------------------- 
192、篇 名 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理论研究综述  
英文篇名 A Summary of Studies on Theories of Government Behavior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Change  
作 者 张显未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研究综述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062.6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06JDXM79004)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76-81  
-------------------------------------------------------------------------------- 
193、篇 名 中外 NGO 人力资源构成的比较研究  
英文篇名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uman Resources Compositions of Chinese and Overseas 
NGOs  
作 者 区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F24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95-99  
-------------------------------------------------------------------------------- 
194、篇 名 “普选”目标下香港行政主导体制的发展分析  
英文篇名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ecutive-led System in Hongkong Aiming 
“General Election”  
作 者 姚秀兰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1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100-103  
-------------------------------------------------------------------------------- 
195、篇 名 历代词人次韵苏轼词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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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篇名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Ci Poems with the Same Rhyme Schemes as SU Shi’s by 
Ancient Chinese Ci Writers  
作 者 刘尊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7.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8FZW001)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113-120  
-------------------------------------------------------------------------------- 
196、篇 名 创意设计的发展走向与核心竞争力  
英文篇名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reative Designing  
作 者 田少煦/孙海峰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

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艺术学  
中图类号 J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136-141  
-------------------------------------------------------------------------------- 
197、篇 名 论依恋模式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英文篇名 The Impact of One’s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 upon His Personal Development  
作 者 杨青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心理学  
中图类号 B8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147-151  
-------------------------------------------------------------------------------- 
198、篇 名 关于青少年学生网络素养教育问题的思考  
英文篇名 Thoughts on Young Students’ Network Quality Education  
作 者 李永华/王朝洁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社会学  
中图类号 C913.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3):158-16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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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篇 名 深圳证券市场形成背景考辨和发展主线定位  
英文篇名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Emergence of Shenzhen Stock Market and 
the Positioning of the Mainline of Development  
作 者 曹龙骐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30.9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15-20  
-------------------------------------------------------------------------------- 
200、篇 名 中国经济特区产业发展路径  
英文篇名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Industries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作 者 袁易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民族学  
中图类号 F120.3/F127.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21-25 
-------------------------------------------------------------------------------- 
201、篇 名 对深圳经济特区私营经济发展的反观与省思  
英文篇名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n Shenzhen 
SEZ  
作 者 樊秋莹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121.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07 规划基金项目(07JA710010)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26-30  
-------------------------------------------------------------------------------- 
202、篇 名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创新发展研究述评  
英文篇名 A Review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Constructing a Marxist 
Ruling Party  
作 者 詹素平/张西山  
作者机构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343009/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 学科述评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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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8YBB144)/湖南省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

(CX2009B088)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52-57  
-------------------------------------------------------------------------------- 
203、篇 名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话语指向  
英文篇名 Discourse Direction of Democracy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作 者 程浩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26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8YF-01)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58-64  
-------------------------------------------------------------------------------- 
204、篇 名 中国企业归核化战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terminants in Refocus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Companies  
作 者 崔世娟/郑建存/蓝海林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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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F270  
基金项目 国家软科学项目(2009GXS5D129)/教育部青年专项项目(EIA070246)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65-71  
-------------------------------------------------------------------------------- 
205、篇 名 刑事审判权的诚信问题探析  
英文篇名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ntegrity and Credibility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  
作 者 左德起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25.2  
基金项目 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06SFB5017)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82-87  
-------------------------------------------------------------------------------- 
206、篇 名 生态旅游视野下的澳门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英文篇名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n Maca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ourism  
作 者 袁俊/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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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旅游文化系,518060/澳门科技大学国际旅游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文化学/经济学  
中图类号 G112/F590.3  
基金项目 澳门基金会资助项目(0119)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99-104  
-------------------------------------------------------------------------------- 
207、篇 名 论钱谦益的生死观与人生道路  
英文篇名 On Qian Qianyi’s Outlook of Life and Death and His Life Path  
作 者 周静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6.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110-115  
-------------------------------------------------------------------------------- 
208、篇 名 略论二十世纪古近体诗创作与西学的关系  
英文篇名 Brief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Poetry 
and Western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作 者 徐晋如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7.20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116-118  
-------------------------------------------------------------------------------- 
209、篇 名 经典的缺憾——释意学派口译理论批评  
英文篇名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作 者 张吉良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学术批评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05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119-125  
-------------------------------------------------------------------------------- 
210、篇 名 句末“没”从否定副词到疑问语气词的渐变  
英文篇名 The Gradual Change of “Mei” at Sentence-end from Negative Adverb to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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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l Particle  
作 者 李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193.4  
基金项目 2010 年度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QNCG09)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130-134  
-------------------------------------------------------------------------------- 
211、篇 名 新媒介生态下的新闻生产研究——以“杭州飙车案”为个案  
英文篇名 Study on News Production in the New Media Ecology——Take the Drag Racing Case in 
Hangzhou for an example  
作 者 刘晓燕/丁未/张晓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社会科学总论  
中图类号 C260.2  
基金项目 2009 年深圳大学创新团队项目(09TDCX08)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135-141  
-------------------------------------------------------------------------------- 
212、篇 名 网络新谣言研究——以胡斌“替身”说为例  
英文篇名 A Study on New Internet Rumors——Take the Case of Hubin’s Stand-in for an 
Example  
作 者 周裕琼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社会科学总论  
中图类号 C206.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7CXW012)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142-147  
-------------------------------------------------------------------------------- 
213、篇 名 融合创新：高尔夫心理学理论体系研究  
英文篇名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Golf Psychology  
作 者 王晓钧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体育学/体育学  
中图类号 G849.3/G804.8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4):15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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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篇 名 创建国际板：深圳不应该当旁观者  
英文篇名 Creating the International Board: Shenzhen Must not be an Onlooker  
作 者 郭茂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30.9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5):20-24  
-------------------------------------------------------------------------------- 
215、篇 名 基于新媒体产业环境的创意人才培养  
英文篇名   
作 者 吴予敏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文化学  
中图类号 G05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5):99-100  
-------------------------------------------------------------------------------- 
216、篇 名 胡经之文化美学的构想及理论意义  
英文篇名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HU Jing-zhi’s Cultural Aesthetics and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作 者 李健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哲学  
中图类号 B8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5):120-125  
-------------------------------------------------------------------------------- 
217、篇 名 理解本位课程思潮：特征与启示  
英文篇名 Understanding-based Curriculum Thoughts: Characteristics and Inspirations  
作 者 李臣之/张家军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西南大学教育学院,400715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2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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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卷期 2010,27(5):152-157  
关键词 理解本位/课程思潮/特征  
-------------------------------------------------------------------------------- 
218、篇 名 抗战时期儿童保育事业的理论贡献  
英文篇名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Child Car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作 者 向春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0-09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5):158-160,137 
-------------------------------------------------------------------------------- 
219、篇 名 “后危机时代”深圳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创新理论的创新型产业结构

调整分析  
英文篇名 Innovation-oriente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f Shenzhen in the Post-crisis Era  
作 者 邱江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127  
基金项目 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QNCG09)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6):15-19  
-------------------------------------------------------------------------------- 
220、篇 名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式研究：创新、难点与突破  
英文篇名 Innovation, Difficulties and Break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ing Modes of 
Producer Service Sectors  
作 者 郭向阳/国世平  
作者机构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730000/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管理学  
中图类号 F273/F252  
基金项目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151802904000003)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6):61-67 
-------------------------------------------------------------------------------- 
221、篇 名 我国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的影响要素分析——基于钻石理论的视角  
英文篇名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Gradient Transfer of the Processing Trade to 
the Midland and West of Chin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amond Theory  
作 者 曾贵/钟坚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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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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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类别 经济学/经济学  
中图类号 F127/F711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6):68-72  
-------------------------------------------------------------------------------- 
222、篇 名 大学城开发的经济效应分析  
英文篇名 An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Developing University Towns  
作 者 罗清和/尹华杰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830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6):73-76  
-------------------------------------------------------------------------------- 
223、篇 名 中国消费者文化价值观的代际传承与嬗变——基于中国主流消费群的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and Transmutation of Chinese Consumers’ Cultural 
Values——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ainstream Chinese Consumers  
作 者 刘世雄/张宁/梁秋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430072/深圳大学管理学

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民族学  
中图类号 F270/C912.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0208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02042)/广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05301009)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6):77-84  
-------------------------------------------------------------------------------- 
224、篇 名 基于劳动者认知角度的工会维权职能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企业为例  
英文篇名 Study on the Trade Unio’s Basic Legal Duty of Protecting Workers’ Legal Rights Based 
on the Workers’ Degree of Awareness——Take Pearl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作 者 陈淑妮/程英/孙娟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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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F272.92  
基金项目 2009 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09B070300144)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6):85-90  
-------------------------------------------------------------------------------- 
225、篇 名 汉语固定结构中“人”的上义词使用传统及其语言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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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篇名 The Tradition of Using the Hyponym “人” in Set Chinese Structures: Its linguistic 
Analysis  
作 者 刘英凯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语言学  
中图类号 H136.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代卷期 2010,27(6):117-122  
-------------------------------------------------------------------------------- 
226、篇 名 对追求“至善”的政治观的反思  
英文篇名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al View of Perfection Seeking  
作 者 王馨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09  
基金项目 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QNCG40)  
来源期刊 社会科学家  
年代卷期 2010,(12):63-65,68  
-------------------------------------------------------------------------------- 
227、篇 名 老年妇女依赖结构的社会建构质性研究  
英文篇名   
作 者 唐咏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政治学  
中图类号 D669.6/D669.68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学术论坛  
年代卷期 2010,33(8):48-50,59  
-------------------------------------------------------------------------------- 
228、篇 名 学理·才情·问题意识  
英文篇名 Theory, Talent, and the Awareness of Problems  
作 者 李凤亮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 其他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南方文坛  
年代卷期 201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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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篇 名 走向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海外华人批评家的启示  
英文篇名 Towards a Cross——Regional “Modern Chinese Poetics”  
作 者 李凤亮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6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南方文坛  
年代卷期 2010,(5):5-8  
-------------------------------------------------------------------------------- 
230、篇 名 《创世记》1—3 章之历史批评法回眸  
英文篇名 A Critical Review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on Genesis 1—3  
作 者 林艳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宗教学  
中图类号 B9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宗教学研究  
年代卷期 2010,(2):110-115  
-------------------------------------------------------------------------------- 
231、篇 名 2008 年深圳“政改草案”解读  
英文篇名 Our Interpretations of Shenzhen’s Political Reform Draft in 2008  
作 者 黄卫平/胡学亮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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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03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社会科学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62-67  
-------------------------------------------------------------------------------- 
232、篇 名 中国地方政府信任面临的挑战与重建——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信任问题研

究现状与展望  
英文篇名   
作 者 邹育根/江淑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D630.1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6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06GO-07)  
来源期刊 社会科学研究  
年代卷期 2010,(5):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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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篇 名 有限度的行政与自治：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构的逻辑  
英文篇名   
作 者 马卫红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D63  
基金项目 深圳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9QNCG17)  
来源期刊 理论与改革  
年代卷期 2010,(3):20-23  
-------------------------------------------------------------------------------- 
234、篇 名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类型与特点探析  
英文篇名   
作 者 陈文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社会学  
中图类号 D922.181/C916  
基金项目 200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BZZ003)/深圳市“十一五”规划学科青年类重点课

题(115A064)  
来源期刊 贵州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4):47-51  
-------------------------------------------------------------------------------- 
235、篇 名 控拜村苗族银饰与苗族白银文化引发的思考  
英文篇名   
作 者 游建西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文化学  
中图类号 G122  
基金项目 200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ZS037)  
来源期刊 贵州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7):45-50  
-------------------------------------------------------------------------------- 
236、篇 名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  
英文篇名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Citizen Society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作 者 黄月细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08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6 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EEA060200)/教育部

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JD71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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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期刊 贵州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7):51-54  
-------------------------------------------------------------------------------- 
237、篇 名 新时代的新爱国主义  
英文篇名   
作 者 李绍元/杨平  
作者机构 广东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523808/深圳大学党委组织部,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政治学  
中图类号 D616  
基金项目 2008 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2008CY019)/2008 年度广东医学院青年基

金资助项目  
来源期刊 云南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1):49-53  
-------------------------------------------------------------------------------- 
238、篇 名 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演变  
英文篇名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ystems  
作 者 张显未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12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06JDXM79004)  
来源期刊 经济问题探索  
年代卷期 2010,(4):13-16  
-------------------------------------------------------------------------------- 
239、篇 名 刍议检察委员会的回避制度  
英文篇名 On the Challenge System of the Procuratorial Committee  
作 者 左德起/谢宏魁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法学  
中图类号 D915.15  
基金项目 2006 年度司法部国家法制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06SFB5017)  
来源期刊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代卷期 2010,25(2):134-138  
-------------------------------------------------------------------------------- 
240、篇 名 中国费雪效应的门限协整检验  
英文篇名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Test of Fisher’s Effect in China  
作 者 陈海燕/李松臣  
作者机构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300072/深圳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经济学  
中图类号 F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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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8LY089)  
来源期刊 统计与信息论坛  
年代卷期 2010,25(2):55-59 
-------------------------------------------------------------------------------- 
241、篇 名 从信任到在线忠诚：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英文篇名 From Trust to Online Loyalty: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作 者 罗汉洋/林旭东/王赛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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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  
中图类号 C93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01016)  
来源期刊 情报杂志  
年代卷期 2010,29(12):190-194  
-------------------------------------------------------------------------------- 
242、篇 名 “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  
英文篇名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Reinterpretation  
作 者 李凤亮/唐小兵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美国密执安大学  
文献类型 其他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小说评论  
年代卷期 2010,(4):32-39  
-------------------------------------------------------------------------------- 
243、篇 名 从文学比较到文化批判——王斑教授访谈录  
英文篇名 From Literature Comparison to Culture Critiqu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Ban  
作 者 李凤亮/王斑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与比较文学系  
文献类型 其他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0-3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小说评论  
年代卷期 2010,(5):56-63  
-------------------------------------------------------------------------------- 
244、篇 名 文化经济地理学进展与“项目网络地理学”的提出  
英文篇名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Emergence of “Project 
Network Geographies”  
作 者 李蕾蕾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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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类别 人文、经济地理  
中图类号 F119.9  
基金项目 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2007FY140800)/国家留学基金访问学者

项目  
来源期刊 人文地理  
年代卷期 2010,25(2):1-7,36  
-------------------------------------------------------------------------------- 
245、篇 名 中国管理学界的困境和出路：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  
英文篇名 We Needs a Significant Reform: Indigenous Research on Chinese Leadership as 
Example  
作 者 席酉民/韩巍  
作者机构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710049/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管理学/管理学  
中图类号 C93-02/C93-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70840007)  
来源期刊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代卷期 2010,30(2):32-40  
-------------------------------------------------------------------------------- 
246、篇 名 西南联大与郑敏 20 世纪 40 年代诗歌  
英文篇名   
作 者 周礼红/陈绮梅  
作者机构 华南师范大学,500012/深圳大学,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中图类号 I207.2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甘肃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34-37  
-------------------------------------------------------------------------------- 
247、篇 名 从社会福利社会化视角思考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行为  
英文篇名 Social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作 者 唐咏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社会学  
中图类号 C913.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甘肃社会科学  
年代卷期 2010,(3):153-155  
-------------------------------------------------------------------------------- 
248、篇 名 关于教育技术本土化的理论创新探索——南国农和萧树滋的电化教育思想探析  
英文篇名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tudy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digenization——

Exploration on the Electrifying Education Thoughts of Nan GuoNong and Xiao Shu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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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文光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0-05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电化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 2010,(2):100-105  
-------------------------------------------------------------------------------- 
249、篇 名 教育技术学专业发展教育网络工程方向的必要性研究  
英文篇名 On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the Web Engineering for Education in the Major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作 者 胡世清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0-057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电化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 2010,(3):91-95,104  
-------------------------------------------------------------------------------- 
250、篇 名 教育版浏览器：青少年网络迷航问题的新视角  
英文篇名 Educational Browser: New View on the Problem of Get Lost in Internet of Adolescent  
作 者 曹晓明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3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电化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 2010,(4):63-66  
-------------------------------------------------------------------------------- 
251、篇 名 切块拼接法(Jigsaw)：一种行之有效的协作学习方式  
英文篇名 Jigsaw: An Effective Method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作 者 黄娟/傅霖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教育信息与技术中心,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3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电化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 2010,(5):98-102  
-------------------------------------------------------------------------------- 
252、篇 名 通过电化教育年表分析把握我国电化教育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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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篇名 Understand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e-Education in China through Analysis of 
Annual Table of e-Education  
作 者 李兴敏/刘运祥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2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电化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 2010,(9):70-75  
-------------------------------------------------------------------------------- 
253、篇 名 基于 Silverlight 防舞弊计算机网络考试系统的研究和实现  
英文篇名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Silverlight-Based Anti-Fraud Network Test System  
作 者 胡世清/程国雄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教育学  
中图类号 G434  
基金项目   
来源期刊 电化教育研究  
年代卷期 2010,(12):47-51,56  
-------------------------------------------------------------------------------- 
254、篇 名 宋南渡词人康与之生平事迹考述  
英文篇名 A Study of Kang Yuzhi’s Life Experiences  
作 者 刘尊明/徐海梅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湖北大学文学院,430062  
文献类型 论文  
学科类别 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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