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目
2009　第111－116期

題　目 作　者 期－頁題　目 作　者 期－頁

以洞見改變世界——祝賀高錕校長榮獲 陳方正 116-4

　諾貝爾物理學獎

二十一世紀評論

中國土地制度改革 蔡繼明 111-4

保障農民退出集體所有制的自由 文貫中 111-13

中國土地私有化的意義、時機與方式 王偉彬 111-23

互聯網與民主：西方中國網絡研究的 周永明 112-4

　政治化

中國互聯網上的民意表達 李永剛 112-13

中國網民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派別 樂媛、楊伯 112-22

博客的私人性與公共性 胡　泳 112-35

中國自由主義的命運 何包鋼 113-4

重新反思五四以降的中國啟蒙 高全喜 113-13

五四啟蒙的兩種模式——陳獨秀與杜亞泉 高力克 113-18

從大逆轉到新思潮 陳方正 113-29

抗震救災：中國公民社會崛起的 朱健剛、陳健民 114-4

　契機？

互聯網與中國公民社會 楊國斌 114-14

民間組織政策與中國基督教 邢福增 114-26

中國走向法治之路的回顧 陳弘毅 115-4

大躍進和「文革浩劫」夢魘何時了？ 郭益耀 115-14

　——建國六十年經濟建設的反思

中共執政六十年——從集體主義到 王耀宗 115-23

　個體主義

「共同繁榮」還是盛世邊緣？ 羅金義、佘慧婷 115-33

　——中國少數民族的處境

中國軟力量的思考 丁　偉 116-6

十七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 鄭宇碩 116-11

中國對東盟的外交：一種建構主義的剖析 薛　力 116-21

「人文香港」的「超外交」角色 洪清田 116-3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土改的極端化 高王凌、劉洋 111-36

土改與中共執政地位的確立 羅平漢 111-48

南京保7戰中國軍隊的損失 葉　銘 112-48

毛澤東的戰略決策最英明？ 肖　瑜 112-55

　——錦州攻堅戰再考察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 王汎森 113-44

五四抵制日貨運動的是是非非 張　鳴 113-55

「傳統的再發明」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 陳岸峰 113-65

中共勝利的基幹隊伍：延安一代知識份子 裴毅然 114-40

抗戰時期「知識青年奔赴延安」現象 王　鋒 114-51

錢鍾書與清華間諜案 謝　泳 114-59

成都茶社同業公會的消亡 王　笛 115-46

新中國誕生前的文壇清剿運動 商昌寶 115-55

上海廣播電台業的接管與改造 杜　英 115-65

《武訓傳》與電影體制的轉型 王曉瑜 115-74

「六四悲劇」的政治經濟學 郭益耀 116-40

中國糧食政治的演變 鄧大才 116-48

政治與法律

氣候變化與中國政治 陳　剛 111-55

「一胎化」政策形成的時代背景 梁中堂 112-64

獨生子女政策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困局 易富賢 112-74

世界人口增長與社會變遷 涂肇慶 112-84

八九學運激進化論析 趙鼎新 113-74

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與東亞民主化的路徑 劉勇智 114-67

中國民主化的困境 姚　洋 115-102

中國知識群體眼中的美國大選 吳靖、雲國強 115-110

民族政策的錯亂與族群衝突的激化 姚新勇 116-58

台灣領導人對大陸決策的情感 石之瑜 116-67

科技文化

說科學精神 劉源俊 116-85

景　觀

青藏高原攝影 高燦榮 111-101

形塑新中國戲曲 吳興國 112-90

前川國男與日本的現代主義建築 李　梁 113-96

活化與保育 許焯權 114-93

生態建築：毛寺生態實驗小學 吳恩融、穆鈞 115-92

西藏的古建築文化 楊新涯、楊從彪 116-96

人文天地

何東身份認同的心結 黃紹倫、鄭宏泰 111-65

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結構性危機 任劍濤 111-76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與中國的國際化 徐國琦 111-84

辜顯榮的多重身份認同 何彩滿 112-102

地域文化與中國城市認同危機 袁　瑾 112-113



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流動的身份認同：辜振甫個案探微 周文港 113-108

何世禮身份認同的心結 鄭宏泰、黃紹倫 114-104

電視熒幕上的兩種歷史5述 張慧瑜 115-84

經濟、社會與傳媒

圍城的政治經濟學：「大學城現象」 楊宇振 111-104

身份認同與漢藏衝突 姚新勇 111-114

網絡時代的「山寨文化」 邱林川 112-121

中國城市的新貧困 吳縛龍 113-86

美國金融危機的反思 易憲容 114-77

抑鬱症在中國 劉國香 114-85

政治、市場與黨報的影響力 劉偉偉 115-120

中國大學服務的水準和品質 張光、段果山 116-76

短論•觀察•隨筆

回到啟蒙：李慎之思想的歷史脈絡 單世聯 111-92

「市場」與「法制」——八十年代興起的套話 朱曉陽 112-130

「灌輸論」在中國 翟洪峰 112-133

文化研究學者伊斯拉莫格羅教授訪談 徐志偉 113-117

中國的電影分級或審查制度 曹怡平 114-114

親民形象與政治粉絲 袁光鋒 115-128

社會資本與和諧社會 馬得勇 116-106

讀書：評論與思考

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 方維規 111-124

計劃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殺政策 曠新年 111-132

當知識份子遭遇革命政黨 阮思余 111-139

悲劇與希望──讀阿倫特的《論革命》 張國旺 112-138

「張東蓀謎案」彌增其謎——敬讀戴晴新書 孫萬國 113-122

　兼與作者商榷

毛文體與個人5述——評劉再復《現代文學 沈7威 113-134

　諸子論》

西方「文革」研究新力作——評《毛澤東的 鍾延麟 114-120

　最後革命》

解構新媒體的民主神話——評《歷史視野中 孟冰純 114-128

　的網絡政治》

尋回被遺棄的中國和世界——評《清代的 陳　昉 114-135

　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

那一代人的怕和愛——霍布斯的 黃　濤 115-135

　「恐懼政治學」

「剪不斷，理還亂」——評胡鞍鋼的 唐少杰 116-113

　《毛澤東與文革》

解讀博古、毛澤東、周恩來的三邊關係 高　華 116-120

　——評《博古和毛澤東》（上篇）

知士論世的史學——讀楊國強《晚清的 唐小兵 116-129

　士人與世相》

蘇北人在上海遭受的偏見與歧視 吳　垠 116-137

　——《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述評

書介與短評

陳映芳：《「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 谷杉杉 111-146

羅威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 胡悅 111-149

　社區（1796-1895）》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 張慧卿 111-153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 吳　磊 111-156

　天主教徒》

傅高義：《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 高申鵬 112-146

　規劃與政治（1949-1968）》

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 茆大祥、楊豔中 112-150

　（1949-195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徐霞翔 112-155

藤井省三：《魯迅〈故鄉〉閱讀史 陳建華 113-139

　——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

徐興慶：《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 楊際開 113-143

　錢明：《勝國賓師——朱舜水傳》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 王　 113-147

　動亂與浩劫（1966-1968）》

Andrew D. 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 劉　玄 113-151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David C. Large, Nazi Games: 孫傳釗 113-155

　The Olympics of 1936

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馬建福 114-142

　Without History

李銳：《無風之樹——行走的群山》 陳祥波 114-146

田毅、趙旭：《他鄉之稅：一個鄉鎮的 龐　溟 114-150

　三十年，一個國家的「隱秘」財政史》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 胡悅 114-155

　與士大夫》

方勇：《莊子學史》 郝一民 115-142

薩義德：《東方學》 袁　劍 115-147

何．皮特：《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 周祖文 115-151

　——制度變遷、產權和社會衝突》

洛維特：《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 楊　慧 115-156

道爾：《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楊際開 116-145

陳家琪：《三十年間有與無》 陳鄭雙 116-149

葛凱：《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 夏松濤 116-154

　的創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