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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7 篇 
 
1. 香港回归与中美关系 
蔡黛云 
【专题名称】中国外交 
【专 题 号】D6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1 期第 58～64 页 
【作者简介】蔡黛云 深圳大学副教授 邮编 518060 
 
2. 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复杂化看中国与大国关系 
章一平 
【专题名称】中国外交 
【专 题 号】D6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0 年 12 期第 23～26 页 
【作者简介】章一平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室副教授 邮编 

518060 
 
3. 深圳青年的价值观念透视 
——与瑞士青年比较研究 
韩秀兰 
【专题名称】青少年导刊 
【专 题 号】D421 
【复印期号】2001 年 02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 年 06 期第 47～53 页 
【作者简介】韩秀兰(1962—)，女，天津人，深圳大学副教授，博士，从事心理学研究。深

圳大学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4. 中国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的意义及困境辨析 
黄卫平 
【专题名称】中国政治 
【专 题 号】D4 
【复印期号】2001 年 12 期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01 年 05 期第 50～54 页 
【作者简介】黄卫平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关 键 词】基层民主/乡镇长选举/干部选拔制度 
 
5. 中国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的意义及困境辨析 
黄卫平 
【专题名称】中国政治 



【专 题 号】D4 
【复印期号】2001 年 12 期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01 年 05 期第 50～54 页 
【作者简介】黄卫平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6. 深圳巨变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莫世祥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论丛 
【专 题 号】D1 
【复印期号】2001 年 01 期 
【原文出处】《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2000 年 10 期第 14～16 页 
【作者简介】莫世祥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7. 试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 
汪永成 
【专题名称】政治学 
【专 题 号】D0 
【复印期号】2001 年 06 期 
【原文出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 年 04 期第 5～10 页 
【作者简介】汪永成(1969- )，男，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武汉大学政治学博

士。深圳 518060 
 
8. 哲学在政策科学研究中的功能分析 
曾锡环 
【专题名称】政治学 
【专 题 号】D0 
【复印期号】2001 年 03 期 
【原文出处】《《中国行政管理》》(京)2001 年 03 期第 58～61 页 
【作者简介】曾锡环(1966-)，男（汉族），广东省五华县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硕士，

主要从事政策分析理论、行政学理论研究。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518060 
 
9. 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到现代人口理论的转变 
蔡增正 
【专题名称】人口学与计划生育 
【专 题 号】C5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3 期第 39～44 页 
【英文标题】A Change from Malthusian Population Theory to a Modern Theory of Population  
   CAI Zeng-zheng  
   (Collage of Economics,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10. 论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转变和价值建设 
徐道稳 
【专题名称】社会保障制度 



【专 题 号】C41 
【复印期号】2001 年 12 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01 年 04 期第 62～66 页 
【作者简介】徐道稳 深圳大学 
 
11. 深圳最低生活保障的现状和前瞻 
——兼论非户籍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徐道稳 
【专题名称】社会保障制度 
【专 题 号】C41 
【复印期号】2001 年 07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2 期第 19～25 页 
【作者简介】徐道稳 深圳大学法学院 
 
12. 系统地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 
——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 
田启波/严一 
【专题名称】邓小平理论 
【专 题 号】A3 
【复印期号】2001 年 09 期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 年 03 期第 29～35 页 
【作者简介】田启波(1965- )，男，湖南省常德市人，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深圳 518060 
 
13.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田启波 
【专题名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专 题 号】A1 
【复印期号】2001 年 06 期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01 年 02 期第 81～87 页 
【作者简介】田启波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14. 论均衡干预 
应飞虎 
【专题名称】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专 题 号】D413 
【复印期号】2001 年 10 期 
【原文出处】《《政治与法律》》(沪)2001 年 03 期第 51～55 页 
【作者简介】应飞虎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博士生、深圳大学法学院讲师 518060 
 
15. 网络商业模式专利初探 
傅静坤 
【专题名称】民商法学 
【专 题 号】D412 
【复印期号】2001 年 07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2 期第 78～84 页 
【作者简介】傅静坤 深圳大学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1966-)，女，辽宁辽阳人，

深圳大学副教授，博士后，从事民商法与国际私法研究。 
 
16. 法治与德治 
——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应飞虎/戴劲松 
【专题名称】法理学、法史学 
【专 题 号】D410 
【复印期号】2001 年 09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3 期第 60～67 页 
【英文标题】On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Morality  
   YING Fei-hu,DAI Jin-song  
   (1.College of Law,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2.Th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Ziyang,Ziyang 643000,Sichuan,P.R.China) 
【作者简介】应飞虎(1971-)，男，浙江诸暨人，深圳大学讲师，西南政法大学在职博士生，

从事法学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深圳大学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戴劲松 四川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 资阳 643000 
 
17. 走向文化美学 
胡经之 
【专题名称】美学 
【专 题 号】B7 
【复印期号】2001 年 01 期 
【原文出处】《深圳特区报》2000 年 1210 期第(14)页 
【作者简介】胡经之 深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8. 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 
——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景海峰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 题 号】B5 
【复印期号】2001 年 10 期 
【原文出处】《《开放时代》》(广州)2001 年 07 期第 73～81 页 
【作者简介】景海峰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深圳 518060） 
 
19. 陈白沙与明初儒学 
景海峰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 题 号】B5 
【复印期号】2001 年 08 期 
【原文出处】《《中国哲学史》》(京)2001 年 02 期第 59～67 页 
【作者简介】景海峰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20. 儒家德治思想述评 
郑维东/李晓男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 题 号】B5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原文出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京)2001 年 01 期第 48～52 页 
【英文标题】A commentary on Confucianist thought of virtue rule  
   ZHENG Wei-dong 1,LI Xiao-nan 2  
   (1.Management School,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2.Teenagers Work 
Department,China Youth College for PoliticalSciences,Beijing 100089,China) 
【作者简介】郑维东(1968-)，男，四川邻水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中

西政治思想史；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李晓男(1964-)，女，黑龙江北安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西政

治思想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青少年工作系，北京 100089 
 
21. 跨文化交际中显性非语言信息的处理策略 
徐丹 
【专题名称】文化研究 
【专 题 号】G0 
【复印期号】2001 年 08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2 期第 96～102 页 
【英文标题】On Strategic Processing of Apparent Non-Verbal Information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XU Dan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Shenzhen Univ., Shenzhen 518060,P.R..China) 
【作者简介】徐丹(1967-)，女，深圳大学讲师，硕士，从事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深圳大学

大学英语部，广东 深圳 518060 
  
22. 论移民文化及其特征 
张然 
【专题名称】文化研究 
【专 题 号】G0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1 期第 5～10 页 
【英文标题】 On Immigrant Cultur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ZHANG Ran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Shenzhen Univ. ,  Shenzhen518060,P.R.China) 
【作者简介】张然（1965—），男，湖南常德人，深圳大学讲师，从事政治哲学、发展哲学

研究。深圳大学社科研究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23. 命运：一个哲学范畴 
王晓华 
【专题名称】哲学原理 



【专 题 号】B1 
【复印期号】2001 年 08 期 
【原文出处】《《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01 年 03 期第 74～79 页 
【作者简介】王晓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 518060 
 
24.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学校自主招生的回顾 
熊贤君 
【专题名称】高等教育 
【专 题 号】G4 
【复印期号】2001 年 12 期 
【原文出处】《《教育研究与实验》》(武汉)2001 年 04 期第 39～42 页 
【作者简介】熊贤君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邮编：518000 
 
25. 粤港澳台高校德育发展趋势展望 
周红/张祥云 
【专题名称】高等教育 
【专 题 号】G4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原文出处】《江苏高教》(南京)2001 年 01 期第 108～111 页 
【作者简介】周红，深圳大学学生处学生心理辅导中心讲师；张祥云，深圳大学社科院副研

究员。广东 深圳 518060 
 
26. 课程实施：意义与本质 
李臣之 
【专题名称】教育学 
【专 题 号】G1 
【复印期号】2001 年 12 期 
【原文出处】《《课程·教材·教法》》(京)2001 年 09 期第 13～17 页 
【作者简介】李臣之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27. 近代中国电影文化传播刍议 
游建西 
【专题名称】影视艺术 
【专 题 号】J8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3 期第 94～102 页 
【英文标题】The Communication of Film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YOU Jian-xi  
   (College of Art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518060 P.R.China) 
【作者简介】游建西(1955-)，男，苗族，贵州贵阳人，深圳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28. 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 
——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 



钱超英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01 年 03 期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2000 年.4 期第 4～12 页 
【英文标题】Self,the Others and Extremby Anxious of Body Identity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Australia and its cultural meaning  
   QIAN Chao-yi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 
【作者简介】钱超英(1961-1)，男，广州人，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副教授。 深圳大学中

文系，广东 深圳 518060 
 
29. 从《生民》到《离骚》 
——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 
郭杰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2001 年 12 期 
【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01 年 04 期第 28～35 页 
【作者简介】郭杰，1960 年生。1990 年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大学师

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发表有《屈原新论》等著作。 
 
30. 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郭杰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2001 年 08 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01 年 02 期第 146～152 页 
【作者简介】郭杰(1960-)，男，江苏徐州人，文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31. 浅析萧氏三子的楚辞观及其创作 
牟玉亭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00 年 06 期第 63～67 页 
【作者简介】牟玉亭：深圳大学师院中文系教授 邮编：518060 
 
32. 孔子的诗学 
郭杰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 年 06 期第 65～72 页 
【英文标题】Poetics of Confucius  
   GUO Jie  
   Teachers College,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作者简介】郭杰(1960—)，男，江苏徐州人，深圳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33. 当下小说的幻奇色彩 
南翔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01 年 11 期 
【原文出处】《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1 年 02 期第 89～94 页 
【英文标题】Fantastic Color in Present Novels  
   NAN Xiang  
   (Normal Schoo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China) 
【作者简介】南翔（1955—），男，安徽滁州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深

圳大学 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34.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研讨会综述 
郁龙余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01 年 08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1 期第 65～68 页 
【英文标题】A Summar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YU Long-yu  
   (College of Arts,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作者简介】郁龙余(1946- )，男，上海人，深圳大学教授，从事东方文学、印度文学研究。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35. 代中国文艺批评缺什么 
王晓华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01 年 06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1 期第 73～79 页 
【英文标题】The Three-fold Inadequac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s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WANG Xiao-hua  
   (Teachers College,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作者简介】王晓华(1962-)，男，吉林人，深圳大学副教授，博士，从事戏剧、文化和哲学

研究。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36. 风险、最优投资决策行为与金融理论变迁 



熊长江 
【专题名称】投资与证券 
【专 题 号】F63 
【复印期号】2001 年 09 期 
【作者简介】熊长江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37. “激励的悖论”与证券监管奖惩制度的博弈论分析 
姚贤跃 
【专题名称】投资与证券 
【专 题 号】F63 
【复印期号】2001 年 07 期 
【作者简介】姚贤跃(1972.4-)，男，湖南邵阳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联系地址：深

圳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邮政编码：518060；电话：0755-6557275；E-mail:xyyaoyao@263.net) 
  
38.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状况与中国的选择 
蒋敏 
【专题名称】投资与证券 
【专 题 号】F63 
【复印期号】2001 年 07 期 
【作者简介】蒋敏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39. 我国 BOT 投资发展特点与前瞻 
周继红 
【专题名称】投资与证券 
【专 题 号】F63 
【复印期号】2001 年 01 期 
【作者简介】周继红(1968-)，女，江西吉安人，深圳大学讲师，从事投资研究。 深圳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40. 风险、最优投资决策行为与金融理论变迁 
熊长江 
【专题名称】金融与保险 
【专 题 号】F62 
【复印期号】2001 年 09 期 
【作者简介】熊长江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41. 中外企业登记注册制度之比较研究 
——兼论中国企业登记注册制度改革 
林瑞基 
【专题名称】工业企业管理 
【专 题 号】F31 
【复印期号】2001 年 11 期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成都)2001 年 05 期第 25～31 页 
【英文标题】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stration System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LIN Rui-ji  
   (School of Management,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 
【作者简介】林瑞基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深圳 518060 
  
42. 企业组织发育与死亡的影响因素 
2II 
林瑞基 
【专题名称】工业企业管理 
【专 题 号】F31 
【复印期号】2001 年 11 期 
【原文出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京)2001 年 08 期第 51～55 页 
【作者简介】林瑞基(1963-)，男，福建福安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

院博士研究生。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518060 
 
43. 技术单元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世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林瑞基/王科 
【专题名称】工业经济 
【专 题 号】F3 
【复印期号】2001 年 09 期 
【原文出处】《《中国软科学》》(京)2001 年 04 期第 103～107 页 
【英文标题】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echnical Unit and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C IndustryLIN Rui-ji1,WANG Ke2  
   (1.School of Management,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2.School of 
Management,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China) 
【作者简介】林瑞基(1963- )，男，福建福安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深圳大学 管

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王科 浙江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 
  
44. 从深圳特区实践看我国高新技术发展的环境建设 
毛建涛/姚贤跃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1 年 12 期 
【原文出处】《《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1 年 03 期第 31～33 页 
【作者简介】毛建涛(1972-)，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学问题研究。 深圳大学 经

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姚贤跃 深圳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45. 新经济时代深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 
张颖/国世平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1 年 09 期 
【原文出处】《《特区经济》》(深圳)2001 年 06 期第 15～17 页 
【作者简介】张颖，深圳大学金融系讲师 

国世平，深圳大学金融系主任、教授 
 
46. 深港两地集装箱港口竞争态势分析 
韩彪/周翎翎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1 年 08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3 期第 25～31 页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Competi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Container Ports  
   HAN Biao,ZHOU Ling-ling  
   (1.College of Economics,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2.Yong'an Accounting 
Firm,Shenzhen 518060,P.R.China) 
【作者简介】韩彪(1963-)，男，浙江慈溪人，深圳大学副教授，博士，从事交通经济研究、

物流研究。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周翎翎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广东 深圳 518060 
  
47.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中的理论问题 
苏东斌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1 年 08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3 期第 13～24 页 
【英文标题】Theoritical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U Dong-bin  
   (Special Economic Zone,Taiwan,Hongkong and Macau Economies Studies 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作者简介】苏东斌(1945-)，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深圳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兼职教授，从事理论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广东 深圳 

518060 
  
48. 深圳与香港经济合作关系的模式定位 
钟坚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原文出处】《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2001 年 05 期第 26～30 页 
【作者简介】钟坚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博士 
 
49. 深圳可持续发展评估与思考 
张灵莹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1 期第 17～23 页 
【英文标题】My Appraisal of and Reflections on Shenzh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Ling-ying  
   (College of Management,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 China) 
【作者简介】张灵莹(1966-)，女，河北隆尧人，深圳大学副教授，从事预测与决策分析研究。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50. 技术、市场与道德 
——兼论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马云驰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1 期第 11～16 页 
【作者简介】马云驰(1965- )，女，海南琼海人，深圳大学讲师，从事伦理学和社会学研究。

深圳大学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51. 从深圳特区看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姚贤跃/国世平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1 年 03 期 
【原文出处】《《开放时代》》(广州)2000 年 12 期第 123～126 页 
【作者简介】姚贤跃：深圳大学金融系讲师 

国世平：深圳大学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 
 
52. 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第六届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新经济”与两岸四地的交流协作 
王婷/匡欣/胥雯 
【专题名称】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专 题 号】F107 
【复印期号】2001 年 09 期 
【原文出处】《《经济学动态》》(京)2001 年 01 期第 41～43 页 
【作者简介】王婷 匡欣 胥雯 深圳大学 
 
53. 区域经济信息化程度比较分析 
郑伟平 
【专题名称】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专 题 号】F107 
【复印期号】2001 年 07 期 
【原文出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京)2001 年 01 期第 27～29 页 
【作者简介】郑伟平 深圳大学信息管理系 



 
54.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与对策 
刘莉/杨龙芳 
【专题名称】高新技术产业化 
【专 题 号】C7 
【复印期号】2001 年 06 期 
【原文出处】《《中国科技产业》》(京)2001 年 09 期第 56～58 页 
【作者简介】刘莉 教授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杨龙芳 副教授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55. 美国图书馆界如何对因特网信息资源进行编目 
伍宪 
【专题名称】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资料工作 
【专 题 号】G9 
【复印期号】2001 年 06 期 
【原文出处】《《图书情报知识》》(武汉)2001 年 01 期第 55～57 页 
【作者简介】伍宪 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56. 媒介即文化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批评 
何道宽 
【专题名称】新闻与传播 
【专 题 号】G6 
【复印期号】2001 年 02 期 
【原文出处】《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2000 年 06 期第 25～31 页 
【作者简介】何道宽 深圳大学文学院 邮编：518060 
  
57. 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发展 
吴予敏 
【专题名称】新闻与传播 
【专 题 号】G6 
【复印期号】2001 年 02 期 
【原文出处】《新闻大学》(沪)2000 年.冬期第 20～25 页 
【作者简介】吴予敏，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教授，文学博士，邮编 518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