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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5 篇 
 
1. 关于深圳女性生存与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 
《深圳妇女发展规划》编写组 
【专题名称】妇女研究 
【专 题 号】D423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原文出处】《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2002 年 03 期第 56～60 页 
【作者简介】执笔人：张和平、王晓华；工作单位：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深圳大学文学院 
 
2.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 
徐海波 
【专题名称】中国政治 
【专 题 号】D4 
【复印期号】2002 年 11 期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2002 年 05 期第 31～36 页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 社会科学教研部，广东 深圳 518060 

徐海波(1956-)，男，安徽省嘉山县人，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副教授. 
 
3. 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理性精神 
吕元礼 
【专题名称】中国政治 
【专 题 号】D4 
【复印期号】2002 年 09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3 期第 12～20 页 
【英文标题】The Rational Spirit of Contemporary China's Political Practice  

LU Yuan-li ,  College of Management,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 P.R.China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吕元礼(1962—)，男，江西万安人，深圳大学副教授，从事政治文化、东亚政治研

究。 
 
4. 试论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中国行政发展的特殊要求 
汪永成 
【专题名称】公共行政 
【专 题 号】D01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原文出处】《理论与改革》(成都)2002 年 02 期第 50～51 页 
【作者简介】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武汉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 518060 
 
5. 公共行政的研究途径述评 
谭功荣 



【专题名称】公共行政 
【专 题 号】D01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原文出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京)2002 年 03 期第 26～29 页 
【作者简介】谭功荣，深圳大学，广东 深圳 518001 
 
6.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余其铨/田启波 
【专题名称】邓小平理论 
【专 题 号】A3 
【复印期号】2002 年 05 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1 年 12 期第 90～94 页 
【作者简介】余其铨，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广东 深圳 518060 

田启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讲师，广东 深圳 518060 
 
7. 关于邓小平国情理论与毛泽东国情理论的比较研究 
李俊 
【专题名称】毛泽东思想 
【专 题 号】A2 
【复印期号】2002 年 05 期 
【原文出处】《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海口)2002 年 01 期第 14～19 页 
【作者简介】李俊(1960- )，男，汉族，四川西昌人，海南大学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

学硕士研究生，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山大学、深圳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海南大学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

研究所，海南 海口 570228 
 
8. 涉及跨国公司的五大法律问题 
陈翩 
【专题名称】国际法学 
【专 题 号】D416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原文出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京)2001 年 05 期第 42～45 页 
【作者简介】陈翩(1977- )，女，江西省丰城市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读

硕士研究生。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9. 制度如何引导人 
——对不年检公司执照被吊销问题的法经济学分析 
应飞虎 
【专题名称】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专 题 号】D413 
【复印期号】2002 年 08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2 期第 50～58 页 
【作者简介】应飞虎(1971—)，男，浙江诸暨人，深圳大学讲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从事 法经济学研究。 



深圳大学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10. 信息如何影响法律 
——对法律基于信息视角的阐释 
应飞虎 
【专题名称】法理学、法史学 
【专 题 号】D410 
【复印期号】2002 年 11 期 
【原文出处】《法学》(沪)2002 年 06 期第 10～15 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深圳大学 
 
11. 哈耶克道德思想的知识论基础 
尚亚军 
【专题名称】伦理学 
【专 题 号】B8 
【复印期号】2002 年 12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4 期第 71～75 页 
【作者简介】尚亚军(1969-)，男，陕西临潼人，深圳大学助教，从事政治学研究。（广东 深

圳 518060） 
 
12. 关于美的另一种阐释 
林岗 
【专题名称】美学 
【专 题 号】B7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1 期第 35～44 页 
【作者简介】林岗(1957-)，男，广东东莞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13. 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 
景海峰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 题 号】B5 
【复印期号】2002 年 03 期 
【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津)2001 年 06 期第 17～21 页 
【作者简介】景海峰 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14. 加强函授教育理论研究的思考 
张革华 
【专题名称】成人教育学刊 
【专 题 号】G5 
【复印期号】2002 年 10 期 
【原文出处】《继续教育研究》(哈尔滨)2002 年 02 期第 57～58 页 
【作者简介】张革华 深圳大学 研究生部，广东 深圳 518060 



 
15. 和而不同 走向多元 
——兼论学习化社会的大学观 
肖海涛 
【专题名称】高等教育 
【专 题 号】G4 
【复印期号】2002 年 11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4 期第 91～96 页 
【英文标题】Towards Plurality by Maintaining Harmony and Allowing for D-ifferences——A 
Concept of College Education in a learning-or-iented society  

XIAO Hai-tao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作者简介】肖海涛(1965-)，女，湖北浠水人，深圳大学讲师，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原理、

高等教育管理和大学发展研究。深圳大学高教所，广东 深圳 518060 
 
16. 论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指向与建构 
许建领 
【专题名称】高等教育 
【专 题 号】G4 
【复印期号】2002 年 03 期 
【原文出处】《高教探索》(广州)2001 年 04 期第 29～32 页 
【作者简介】许建领 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深圳·518060 
 
17. 深邃的哲学命题 
胡兴松 
【专题名称】中学政治及其它各科教与学 
【专 题 号】G382 
【复印期号】2002 年 12 期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附中 胡兴松 
 
18. 鲜活的哲学之五· 
深邃的哲学命题（三） 
胡兴松 
【专题名称】中学政治及其它各科教与学 
【专 题 号】G382 
【复印期号】2002 年 11 期 
【作者简介】胡兴松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19. 深邃的哲学命题（一） 
胡兴松 
【专题名称】中学政治及其它各科教与学 
【专 题 号】G382 
【复印期号】2002 年 09 期 
【作者简介】胡兴松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20. 校长素质与素质教育 
——深圳市中小学校长为素质教育做了些什么？ 
李臣之 
【专题名称】中小学学校管理 
【专 题 号】G30 
【复印期号】2002 年 05 期 
【原文出处】《现代教育论丛》(广州)2002 年 01 期第 44～48,39 页 
【作者简介】李臣之 广东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518060 
 
21. 人文教育：复兴“隐喻”价值和功能 
张祥云 
【专题名称】教育学 
【专 题 号】G1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原文出处】《高等教育研究》(武汉)2002 年 01 期第 31～36 页 
【英文标题】Reviving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metaphor" in the humanism education ZHANG 
Xiang-yu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 
【作者简介】张祥云(1964-)，男，江西大余人，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从事高等

教育理论研究。深圳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广东 深圳 518060 
 
22. 系统学嫉妒理论研究 
王晓钧 
【专题名称】心理学 
【专 题 号】B4 
【复印期号】2002 年 02 期 
【原文出处】《深圳教育学院学报》2001 年 01 期第 25～29 页 
【作者简介】王晓钧，男，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副教授。［通讯地址］广东 深圳 深

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 518060 
 
23. 20 世纪的中国版画研究 
齐凤阁 
【专题名称】造型艺术 
【专 题 号】J7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原文出处】《美术观察》(京)2001 年 08 期第 44～46 页 
【作者简介】齐凤阁 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版画》执行主编 
 
24. 本土化·内在化·跨文化传递 
——叶维廉比较诗学研究一例 
刘鹏 
【专题名称】外国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4 
【复印期号】2002 年 11 期 



【原文出处】《中国比较文学》(沪)2002 年 03 期第 78～89 页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25. 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现代意义 
胡经之/李健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2002 年 10 期 
【原文出处】《韶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 年 02 期第 32～39 页 
【英文标题】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HU Jing-zhi[1], LI Jian[2]  

Department of Chinese,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 
China;2.Department of Chines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作者简介】胡经之(1933-)，男，江苏苏州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文艺美学研究。深圳大学 中文系，广东 深圳 518060，李健(1964-)，男，安徽宿州人，

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26. 应当关注中国古代戏曲导演理论的研究 
陈彩玲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2002 年 05 期 
【原文出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乌鲁木齐)2002 年 01 期第 68～75 页 
【英文标题】The Directions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NewCentury  

Guo Yanli etc. 
【作者简介】陈彩玲 深圳大学 
 
27. 清代诗歌中的人文精神 
沈金浩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深圳)2001 年 06 期第 25～32 页 
【英文标题】The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Poetry of the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Teachers Collage,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沈金浩(1963—)，男，江苏吴江人，深圳大学教授，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

化研究。 
 
28. 关于摄影文学基本特征的反思 
傅腾霄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02 年 12 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开封)2002 年 06 期第 87～89 页 
【作者简介】傅腾霄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518060 
 
29. 20 世纪中国文论与人道主义情结 
庄锡华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02 年 11 期 
【原文出处】《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02 年 04 期第 148～154 页 
【作者简介】庄锡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518060 
 
30. 文艺美学的人学方向 
——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建构 
庄锡华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02 年 06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1 期第 30～33 页 
【作者简介】庄锡华(1953-)，男，江苏苏州人，深圳大学教授，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深圳大

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31. 文学价值的文化时空结构 
傅腾霄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02 年 05 期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成都)2002 年 01 期第 64～67 页 
【英文标题】Time and Space Structure of Literary Value  

FU Teng-xiao  
School of Teacher Training,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00,China 

【作者简介】傅腾霄(1943-)，男，安徽滁州人，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文学）研究。 深

圳大学 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32. 风险投资成功运作的因素分析 
胡浩 
【专题名称】投资与证券 
【专 题 号】F63 
【复印期号】2002 年 10 期 
【作者简介】胡浩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33. 深圳建设物流中心城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周启蕾/许笑平 
【专题名称】商贸经济 
【专 题 号】F51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 年 06 期第 575～578 页 
【英文标题】Analysis of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ies to build Shenzhen into a Logistics Central 
City  

Zhou Qilei Xu Xiaoping  
(Business Schoo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Guangdong, China)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Shenzhen polytech college, 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China) 

【作者简介】周启蕾，深圳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许笑平，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系，广东 深圳 518055 
周启蕾（1968－），男，湖北省监利县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 

 
34. 透过财务报表认识企业价值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刘传兴/熊楚熊 
【专题名称】工业企业管理 
【专 题 号】F31 
【复印期号】2002 年 06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2 期第 36～42 页 
【英文标题】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Knowing Enterprise Values through 
Financial Statements  

LIU Chuan-xing, Xiong Chu-xi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Shenzhen Univ., Shenzhen 518060, P. R. China) 

【作者简介】刘传兴，熊楚熊，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大学 518060 
刘传兴（1961－），男，四川成都人，深圳大学讲师，从事会计研究。 

 
35. WTO 与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重新审视 
文/余明阳 
【专题名称】工业企业管理 
【专 题 号】F31 
【复印期号】2002 年 03 期 
【原文出处】《企业研究》(长春)2001 年 12 期第 4～6 页 
【作者简介】作者系深圳大学教授、博士后 
 
36. 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制度效应 
袁易明 
【专题名称】农业经济导刊 
【专 题 号】F2 
【复印期号】2002 年 09 期 
【原文出处】《经济学动态》(京)2002 年 05 期第 24～27 页 
【作者简介】袁易明，深圳大学 
 



37.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做好“五个带头” 
——中国经济特区历史使命考察 
钟坚/杨平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2 年 11 期 
【原文出处】《特区经济》(深圳)2002 年 06 期第 7～11 页 
【作者简介】钟坚 杨平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38. WTO 与中国经济特区的定位与走势 
钟坚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2 年 10 期 
【原文出处】《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2002 年 07 期第 32～35 页 
【作者简介】钟坚 深圳大学 博士 
 
39. 入世后中国经济特区前途问题探讨 
钟坚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2 年 08 期 
【原文出处】《经济学动态》(京)2002 年 05 期第 40～43 页 
【作者简介】钟坚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40. 加入 WTO 后我国经济特区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 
罗清和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2 年 08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3 期第 5～11 页 
【英文标题】Some Thought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Zones after 
China's Entry to the WTO  

LUO Qing-he  
(College of Economic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 518060) 

【作者简介】罗清和(1961-)，男，湖北武汉人，深圳大学副教授，从事区域经济学、产业经

济学研究。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41. 台湾加工出口区的产业升级与制度变迁 
钟坚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2 年 07 期 
【原文出处】《台湾研究》(京)2002 年 01 期第 44～49 页 



【作者简介】钟坚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42. 入世后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与突破 
——“2001 中国经济特区论坛：WTO 与特区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袁易明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1 期第 11～13 页 
【英文标题】SEZs after the Entry to WTO:Their Development and Breakthrough--A Round-up of 
the Symposium of 2001 Chinese Special Economic Zones:WT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Zs 
YUAN Yi-ming 
【作者简介】袁易明(1963-)，男，贵州赤水人，深圳大学副研究员，从事企业制度研究。深

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43. 入世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 
曹龙骐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1 期第 5～10 页 
【英文标题】WT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SEZ CAO Long-qi (China SEZ Research 
Center at Shenzhen Univ.,Shenzhen,Guangdong 518060,R.R.China) 
【作者简介】曹龙骐(1942-)，男，上海金山人，深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金融学研

究。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44. 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深圳的成功经验与未来思路 
陈淑妮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原文出处】《经济体制改革》(成都)2001 年 05 期第 90～94 页 
【作者简介】陈淑妮，讲师，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广东深圳 518060 
 
45. 深圳发展风险投资的制约因素与应对措施 
曹龙骐/陈红泉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原文出处】《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2001 年 11 期第 19～22 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深圳大学 曹龙骐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46. 要素所有权 



——当代中国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 
苏东斌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专 题 号】F13 
【复印期号】2002 年 02 期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01 年 06 期第 8～15 页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47. 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 
——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 
苏东斌 
【专题名称】理论经济学 
【专 题 号】F11 
【复印期号】2002 年 03 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1 年 11 期第 59～64,89 页 
【作者简介】苏东斌 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研究中心教授，广东 深圳 518060 
 
48. 金文女性称谓中的古姓 
曹兆兰 
【专题名称】先秦、秦汉史 
【专 题 号】K21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原文出处】《考古与文物》(西安)2002 年 02 期第 51～60 页 
【作者简介】曹兆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副教授 
 
49. 从金文看周代媵妾婚制 
曹兆兰 
【专题名称】先秦、秦汉史 
【专 题 号】K21 
【复印期号】2002 年 02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深圳)2001 年 06 期第 100～107 页 
【英文标题】The Marriage System of Accompanying Concubinage in the Zhou Dynasty 
Observed i n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Shang Dynasty's Bronze Wares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Teachers Collage,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曹兆兰(1953—)，女，湖北随州人，深圳大学副教授，从事汉语史、汉字史教学与

研究。 
 
50. 谈因特网上对专题信息的查找 
雷珊珊 
【专题名称】情报资料工作 
【专 题 号】L1 
【复印期号】2002 年 07 期 
【作者简介】雷珊珊，女，1965 年生，深圳大学图书馆馆员。 深圳大学图书馆 深圳 



518060 
 
51. 流媒体与声像资料网上阅览的实现 
万勇 
【专题名称】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资料工作 
【专 题 号】G9 
【复印期号】2002 年 08 期 
【原文出处】《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京)2002 年 03 期第 66～69 页 
【英文标题】The Realization of Streaming Media and Audio-Video Materials' Web-Browsing  

Wan Yong  
（Shenzhen University Library,Shenzhen 518060, China） 

【作者简介】万勇，深圳大学图书馆 深圳 518060 
 
52. WTO：中国公关业面临新机遇 
余明阳 
【专题名称】新闻与传播 
【专 题 号】G6 
【复印期号】2002 年 03 期 
【原文出处】《公关世界》(石家庄)2002 年 01 期第 9～11 页 
【作者简介】余明阳 国际信息科学院院士、中国策划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与深圳大

学双聘教授、博士后 
 
53. 大众媒体的经济分析 
李新立 
【专题名称】新闻与传播 
【专 题 号】G6 
【复印期号】2002 年 02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 年 06 期第 53～57 页 
【作者简介】李新立(1964-)，男，湖北荆州人，深圳大学讲师，从事传播学研究。 深圳大

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54. 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 
刘丽川 
【专题名称】文化研究 
【专 题 号】G0 
【复印期号】2002 年 06 期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2 年 02 期第 133～141 页 
【英文标题】A Discussion on the Folk Polytheism and Its Cultural Origin in the Hakka D ialect  

Liu Li-chuan  
Normal College Of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City,Guangdong Province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刘丽川(1945—)，女，北京人，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55. 深圳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与发展方向 



吴俊忠 
【专题名称】文化研究 
【专 题 号】G0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原文出处】《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2001 年 09 期第 56～59 页 
【作者简介】吴俊忠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