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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3 篇 
 
1.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定位及对策探析 
张革华 
【专题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专 题 号】G2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原文出处】《探索》(重庆)2003 年 02 期第 92～94 页 
【作者简介】张革华，男，深圳大学讲师，硕士。研究生部，广东 深圳 518060 
 
2.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改进高校德育工作 
张革华 
【专题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专 题 号】G2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02 年 05 期第 58～59 页 
【作者简介】张革华 深圳大学 研究生部，广东 深圳 518060 
 
3. 关于义乌外来工当选镇人大代表改革探索的调查报告 
邹树彬 
【专题名称】中国政治 
【专 题 号】D4 
【复印期号】2003 年 01 期 
【原文出处】《人大研究》(兰州)2002 年 09 期第 15～22 页 
【作者简介】作者系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讲师。本文系深圳大学管理

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黄伟平教授主持的“中国基层政权建设与乡镇长选举改革研究” 
  
4. 论干部公开选拔制度与党管干部原则 
宋涛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03 年 01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5 期第 47～52 页 
【作者简介】宋涛 深圳大学助理研究员 广东 深圳 518060 
 
5. 全球化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李德全/一波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论丛 
【专 题 号】D1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3 年 01 期第 207～211 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李德全 浙江大学/一波 深圳大学 
 
6.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风险研究 
钟明霞 
【专题名称】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专 题 号】D413 
【复印期号】2003 年 10 期 
【原文出处】《现代法学》(重庆)2003 年 03 期第 122～126 页 
【作者简介】钟明霞(1964—)，女，江苏丹阳人，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博士 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钟明霞，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518060 
 
7.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和民商法的冲突与协调 
蔡元庆 
【专题名称】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专 题 号】D413 
【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 
【原文出处】《法学》(沪)2003 年 04 期第 79～83 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法学院 
 
8. 论股东的监督作用及其完善 
钟明霞 
【专题名称】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专 题 号】D413 
【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 
【原文出处】《政治与法律》(沪)2003 年 03 期第 60～64 页 
【作者简介】钟明霞，女，深圳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

生。 
    钟明霞，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518060 
 
9. 董事注意义务研究 
候富强/王衡 
【专题名称】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专 题 号】D413 
【复印期号】2003 年 03 期 
【原文出处】《改革与战略》(南宁)2002 年 07/08 期第 90～93 页 
【作者简介】候富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王衡，西南政法大学。 
 
10. 也论知识产权 
朱谢群/郑成思 
【专题名称】民商法学 
【专 题 号】D412 
【复印期号】2003 年 10 期 
【原文出处】《科技与法律》(京)2003 年 02 期第 23～35 页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法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xiequnzhu@ 163.net， 
邮政编码：518060/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10072 0。 
 
11. 日本董事责任免除制度的新发展 
蔡元庆 
【专题名称】民商法学 
【专 题 号】D412 
【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 
【原文出处】《政治与法律》(沪)2003 年 03 期第 139～144 页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518060 
    蔡元庆，男，深圳大学法学院讲师，日本广岛大学法学博士。 
 
12. 唐律“民事责任”研究 
——兼与日耳曼法的比较 
姚秀兰 
【专题名称】法理学、法史学 
【专 题 号】D410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原文出处】《当代法学》(长春)2002 年 09 期第 147～152 页 
【作者简介】作者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邮编 515000 
 
13.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伦理学转向 
董世峰 
【专题名称】伦理学 
【专 题 号】B8 
【复印期号】2003 年 10 期 
【原文出处】《现代哲学》(广州)2003 年 03 期第 51～57 页 
【作者简介】董世峰(1968-)，男，陕西洛南人，深圳大学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价值哲

学、伦理学研究。（广东 深圳 518060） 
 
14. 论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 
——从人在伦理学中的地位谈起 
董世锋 
【专题名称】伦理学 
【专 题 号】B8 
【复印期号】2003 年 01 期 
【原文出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重庆)2002 年 04 期第 56～59 页 
【作者简介】董世锋 深圳大学社科部、学报编辑部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价值学

研究。（邮编 518060） 
 
15. 中国哲学面临的挑战和身份重建 
景海峰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 题 号】B5 



【复印期号】2003 年 12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 年 05 期第 93～99 页 
【英文标题】Challenges to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ts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JING Hai-feng  
   (College of Arts,Shen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作者简介】景海峰(1957-)，男，宁夏贺兰县人，深圳大学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深

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16. 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 
李蕾蕾 
【专题名称】地理 
【专 题 号】K9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原文出处】《世界地理研究》(沪)2002 年 03 期第 57～65 页 
【英文标题】De-industri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the actual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Ruhr in Germany  
   LI Lei-lei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 
【作者简介】李蕾蕾(1969-)，女，副教授，人文地理学博士，从事旅游地理学与区域发展战

略研究。深圳大学传播系，旅游科学研究所，深圳 518060 
 
17.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 
李德全/余其铨 
【专题名称】哲学原理 
【专 题 号】B1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02 年 05 期第 17～23 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18. 远程教育研究及其理论范式 
叶成林/徐福荫 
【专题名称】成人教育学刊 
【专 题 号】G5 
【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 
【原文出处】《开放教育研究》(沪)2003 年 03 期第 35～38 页 
【英文标题】Researches in Distance Educ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Paradigm  
   Ye Chenglin Xu Fuyin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 
【作者简介】叶成林(1970～)男，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博士生，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教师。深圳大学，广东深圳 518060；徐福萌，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

信息技术学院院长。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 510631 
 
19.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西部开发 



熊贤君 
【专题名称】高等教育 
【专 题 号】G4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石家庄)2003 年 01 期第 63～68 页 
【英文标题】The duvelopment of west Chin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when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moved to the interior  
   XIONG Xian-jun  
   (Teachers College,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zhou,518060,China) 
【作者简介】熊贤君(1957-)，男，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

当代教育。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20. 信念——数学教师的方向性问题 
康武 
【专题名称】中学数学教与学 
【专 题 号】G35 
【复印期号】2003 年 10 期 
【作者简介】康武，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 
 
21. 走出人文教育的思维困境 
张祥云 
【专题名称】教育学 
【专 题 号】G1 
【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 
【原文出处】《高等教育研究》(武汉)2003 年 03 期第 25～29 页 
【英文标题】Stepping out of the thinking predicament of humanismeducation  
   ZHANG Xiang-yu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518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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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艾特玛托夫创作的伊斯兰文化渊源 
周明燕 
【专题名称】外国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4 
【复印期号】2003 年 11 期 
【原文出处】《国外文学》(京)2003 年 03 期第 104～109 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23. 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与俄国东正教文化 
周明燕 
【专题名称】外国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4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 年 03 期第 90～93 页 
【英文标题】Etmatov's Guillotine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ulture  
   ZHOU Ming-yan  
   Normal College,Shenzhen Univ.,Shenzhen,Guangdong 518060 
【作者简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周明燕(1950—)，女，湖北武汉人，深圳大学副教授，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及研究。 
 
24. 屈原的诗学 
郭杰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2003 年 05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6 期第 52～59 页 
【英文标题】Poetics of Qu Yuan  
   GUO Jie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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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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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胡经之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6 期第 101～105 页 
【作者简介】胡经之，(1933-)，男，江苏苏州人，深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美

学研究。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26. 方位词研究五十年 
陈瑶 
【专题名称】语言文字学 
【专 题 号】H1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 年 02 期第 111～116 页 
【英文标题】Researches on Localizers in the 50 years  
   CHEN Yao  
   (Normal Institute, Shenzhen Univ.,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作者简介】陈瑶(1971-)，女，湖北武汉人，深圳大学讲师，博士，从事现代汉语研究。深

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27. 从《语言自迩集·异读字音表》看百年来北京音的演变 
张卫东 
【专题名称】语言文字学 
【专 题 号】H1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原文出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广州)2002 年 04 期第 15～23 页 
【作者简介】张卫东，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518060 
 
28. 试论我国商业银行当前中间业务创新 
鲁国强 
【专题名称】金融与保险 
【专 题 号】F62 
【复印期号】2003 年 12 期 
【作者简介】鲁国强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29. 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观念更新和现实途径 
曹龙骐 
【专题名称】金融与保险 
【专 题 号】F62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作者简介】曹龙骐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30. WTO 规则与经济特区发展 
——从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谈起 
高兴民 
【专题名称】金融与保险 
【专 题 号】F62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作者简介】高兴民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31. 从日美贸易纠纷看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非违约申诉 
姚凯 
【专题名称】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专 题 号】F52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 年 02 期第 11～15 页 
【英文标题】The Petition of non-breach of Contracts in the WTO Dispute-Solving Mechanism 
Seen from the Trade Controversy between Japanand USA  
   YAO Kai  
   (College of Economics,Shenzhen Univ.,Shenzhen,Guangdong 518060) 
【作者简介】姚凯(1953-)，男，重庆人，深圳大学副教授、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

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从事国际贸易政策、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深圳大学经济学

院，广东 深圳 518060 
 
32. 企业集团理论评论：基于合作效率的分析框架 
林旭东/韩冬雪 
【专题名称】工业经济 
【专 题 号】F3 



【复印期号】2003 年 09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 年 04 期第 54～61 页 
【英文标题】An Overview of Enterprise Group Theory:A Cooperative Efficiency based Analysis 
Framework  
   LIN Xu-dong, HAN Zhong-xue  
   （School of management, Shenzhen Univ., Shenzhen 518060, P. R China） 
【作者简介】林旭东，韩冬雪，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林旭东（1972-），男，湖北武汉人，深圳大学讲师，博士，从事投资决策及金融工程研

究。 
 
33. 深圳国际竞争力形成的原因及未来政策取向 
赵登峰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3 年 11 期 
【原文出处】《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2003 年 10 期第 43～45 页 
【作者简介】赵登峰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34. 经济特区城市国际化的考察 
方宁生/刘芳华/方玫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3 年 11 期 
【原文出处】《特区经济》(深圳)2003 年 09 期第 17～20 页 
【作者简介】方宁生，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汕头大学教授 
    刘芳华，暨南大学《经济前沿》杂志副主编 
    方玫，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35. 论深圳经济特区国际性城市的建设 
方宁生/刘芳华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3 年 10 期 
【原文出处】《特区经济》(深圳)2003 年 08 期第 14～19 页 
【作者简介】方宁生，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汕头大学教授 

刘芳华，暨南大学《经济前沿》杂志副主编 
 
36. 珠江口特区群领先优势研究 
莫世祥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 年 03 期第 5～10 页 
【作者简介】莫世祥(1952-)，男，广西南宁人，深圳大学教授、博士，从事港澳台与经济特



区研究。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37. 特区，你如今还“特”吗？ 
苏东斌/周本辉/李统书/林其屏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京)2003 年 0618 期第⑤页 
【作者简介】苏东斌 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 
    周本辉 珠海市副市长 
    李统书 汕头市委书记 
    林其屏 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 
 
38. 中国经济特区的路径依赖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广东重要讲话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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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06 期 
【原文出处】《深圳特区报》2003 年 0515 期第 A⑩页 
【作者简介】苏东斌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39. 香港特区政府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分析 
许先国/汪永成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3 年 05 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 年 02 期第 177～182 页 
【作者简介】许先国(1963-)，男，湖南仙桃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武汉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府理论研究；暨南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0 
    汪永成(1968-)，男，甘肃兰州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武汉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府理论研究。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0075 
 
40. WTO 规则与经济特区发展 
——从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谈起 
高兴民 
【专题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专 题 号】F14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原文出处】《现代经济探讨》(南京)2002 年 12 期第 7～9 页 
【作者简介】高兴民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518060 
 
41. 转型期的中国理论经济学 
蔡继明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专 题 号】F13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原文出处】《经济学动态》(京)2003 年 04 期第 13～17 页 
【作者简介】蔡继明，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教授 
 
42. 论信用及其作用 
吴遵杰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专 题 号】F13 
【复印期号】2003 年 01 期 
【原文出处】《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2002 年 09 期第 33～34 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43. 西部大开发“瓶颈”分析 
刘群 
【专题名称】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专 题 号】F107 
【复印期号】2003 年 03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 06 期第 25～31 页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the"Bottleneck Effect"in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China's West 
Area  
   LIU Qun  
   (College of Economics, Shenzhen Univ., Shenzhen 518060, P. R. China) 
【作者简介】刘群(1955-)，男，江西南昌人，深圳大学副教授，从事财政金融理论与实践的

研究。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