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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評論

中國走向官僚新權威主義？ 張　鳴 129-4

2011年：推而不動的中國政改 任劍濤 129-11

「全贏—全輸博弈」與中國政治的變遷與改革 任軍鋒 129-27

　——傅士卓專訪

精英民主是否足夠民主？ 聶　露 130-4

民主轉型的周期性：從啟動、崩潰到鞏固 包剛升 130-17

蒙古的民主化：政治精英的理性選擇 祁玲玲 130-28

中國「自由派」與「民主派」：提前對決與 張千帆 131-4

　殊途同歸

《八二憲法》與現代中國憲政的演進 高全喜、田飛龍 131-15

論憲法之中國性 姚中秋 131-28

憲政民主主義的「國家建設」觀 陳子明 132-4

論官僚社會的憲政轉型 蕭　瀚 132-14

中國國家元首制度的憲政化 王正緒 132-24

社會主義有道德生命力嗎？ 李敏剛、周保松 133-4

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宿命 任劍濤 133-13

當今中國會不會發生革命？ 趙鼎新 134-4

中國的群體性抗爭行動 應　星 134-17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人際關係與土改的推動：以兩個魯西南 羅衍軍 129-44

　村莊為中心

司法政治化的濫觴——土改時期的人民法庭 劉練軍 129-53

「民國」的誕生：教科書中的國家Ù述 畢　苑 130-42

　（1900-1915）

清末民初的道德焦慮及應對之策 段　煉 130-53

南京國民政府的憲政運動（1945-1948） 嚴　泉 131-42

新中國憲法序言中的革命Ù事 翟志勇 131-54

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中的「中華民族」論述 婁貴品 131-65

法國式革命暴力與現代中國政治文化 高　毅 132-36

清末民初貴州的紳權勢力與地方政治 王尤清 132-59

中國共產黨為甚麼放棄新民主主義？ 高王凌 133-32

大公無私：新中國革命改造中的愛情與家庭 王　英 133-44

族群、政治與婚姻——新疆生產建設 迪娜古麗 133-55

　兵團中的維吾爾族婦女（1954-1975）

蘇區小學課本中的規訓和動員 張凱峰 134-28

政治運動的基層邏輯及日常化： 馮筱才 134-38

　一個「漢奸」的發現與審查

政治與法律

羅爾斯的「寬容論」：走向多元主義？ 李　石 130-101

差序政府信任 李連江 131-108

英國憲政溯源：絕對財產權和普通法傳統 劉　為 131-115

底層政治與革命精英：資源動員理論的視角 胡悅 132-101

變遷中的當代中國文武關係 郝詩楠 133-64

民主政治與國家能力：評奈斯比特夫婦與 高力克 134-49

　福山的中國論

經濟、社會與傳媒

西方勞動過程理論及其中國化 王　星 129-66

權力運作與中國勞動力供給的政治社會學 劉擁華 129-77

土地祖業觀與鄉土社會的產權基礎 桂華、林輝煌 130-108

台灣本土現代佛學研究 江燦騰 130-118

工分制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黃英偉 131-87

重建史迪威公路：全球化與西南中國的 周永明 132-66

　空間卡位戰

安撫型國家的形成——對中國社會 鄭廣懷 133-73

　福利體制的新制度主義批判

城市中的集體性抗爭：倫敦騷亂的 趙永佳、李勁華 134-59

　三種解讀

中國鄉村的冤民與法治秩序 趙旭東、趙倫 134-68

景觀

古老大國的樂與怒：「搖滾上海」攝影後記 陳韜文 129-91

歷史街區商業化的反思 肖競、曹珂 130-91

談自然攝影 蘇毅雄 131-101

「藝術北京」：博覽會的文化主體建構 崔燦燦 132-89

改變中國就是改變世界——董夢陽的 張　芳 132-92

　「藝術北京」

等待「藝術北京」的下一步 盛　潔 132-95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現狀與前瞻 于國華、吳靜吉 133-82

華山文創園區的理想與實踐 溫肇東 133-89

從「寫生」的由來看山水畫的起源與演變 計　鋒 134-95

人文天地

林語堂的抗爭精神 周質平 129-103

當代中國街頭藝術的困境 袁　瑾 130-64

勞動者的日常生活美學 詹玲、王姝 130-73

　——王安憶小說中的市民精神

「五四在香港」話語的形成與重探 陳學然 131-74

港版傳記對內地文化的影響 裴毅然 132-78

「也是江州一司馬，青衫不為女兒濕」 鄭　達 133-105

　——蔣彝英語作家生涯背後的三位女性

「精英」失序的世界──閻連科《丁莊夢》及 黃　勇 134-79

　其國家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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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與當代中國的魔幻現實 宋石男 134-88

短論•觀察•隨筆

突破封鎖線之後的自由——高華紀念 蘇　陽 130-80

歷史研究何為？——高華的學術遺產與 李公明 130-86

　思想效應

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易憲容 134-106

倫敦奧運會的「中國式隨想」 王青雷 134-112

批評與回應

誰之「合作」？何種「可欲」？ 姚選民 129-87

　——評趙汀陽《每個人的政治》

直面與迴避——評汪暉《東西之間的 姚新勇 132-110

　「西藏問題」》

地權的邏輯還是土地制度的烏托邦？ 潘學方 134-118

讀書：評論與思考

中國政治中的「全贏全輸」思維模式 安�華 129-118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述評

多元視野中的思想史研究 宋洪兵 129-127

　——田浩《旁觀朱子學》的方法與觀點

探索東亞學的新方向——評呂玉新《古代 楊際開 129-136

　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

走出馬歇爾的神話——評劉練軍 楊文昭 130-129

　《消極主義：憲法審查的一種哲學立場》

革命年代的自我保全——評《周恩來的 阮思余 130-136

　政治生涯》

發見的歷史和隱去的歷史 張光潤 131-126

　——評《上海道台研究》

偏見的政治——讀《蘇北人在上海》 錢霖亮 131-134

揭示高崗事件真相——《半截墓碑下的往事 裴毅然 131-140

　——高崗在北京》

湯瑪斯．曼對美國的沉思——勒佩尼斯 馮　強 132-121

　《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讀後

重訪摩登上海：以情感的方式 唐小兵 132-127

從「政治口號」到「口號政治」——《民族主義 戴海斌 132-133

　政治口號史研究（1921-1928）》讀後

探尋一種自由政體的宏大Ù事 傅　鏗 133-117

　——評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

豐富的文學史，痛苦的思想史 袁洪權 133-127

　——讀商昌寶《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

馬克思主義史研究的弄潮者 唐少杰 133-137

　——科拉科夫斯基及其《馬克思主義的

　主要流派》剪影

自由、競爭與稅收：達爾文經濟學的解釋 陳心想 134-127

中國司法的革命邏輯──釋讀 楊龍、李湘寧 134-134

　彭樹華《潘漢年案審判前後》

書介與短評

張英進主編：《民國時期的上海電影與 蘇　濤 129-145

　城市文化》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董國強 129-150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戰的 呂文江 129-154

　非暴力起源》

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 蔡志棟 130-148

　的崛起》

魏斐德：《紅星照耀上海城——共產黨對 張慧卿 130-152

　市政警察的改造（1942-1952）》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梁加農 130-156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余蓮：《勢：中國的效力觀》 劉培偉 131-146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 劉　岩 131-150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 黃秋韻 131-155

　歷史論述》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王龍飛 132-141

　（1933-1934）》

Nicholas Khoo, Collateral Damage: 趙繼珂 132-146

　Sino-Soviet Rivalry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ino-Vietnamese Alliance

鄧杰：《醫療與布道：中華基督教會 何志明 132-150

　在川康邊地的醫療服務研究》

李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 伊�風 132-154

　中國法律史》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夏亞峰 133-146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張千帆：《為了人的尊嚴——中國古典政治 田飛龍 133-150

　哲學批判與重構》

連曦：《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 鄧　軍 133-155

　興起》

瓦爾德納：《國家構建與後發展》 劉娟鳳 134-141

陳守中：《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 劉　岩 134-146

　事變內幕》

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 畢　苑 134-151

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 陳方正 129-161

　——悼念高華教授

氣壯山河，虎虎生風——悼念何炳棣教授 陳方正 132-158

紀念勞思光先生 金觀濤、劉青峰 134-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