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目
2014　第141–146期

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二十一世紀評論

「國學熱」、民族主義轉向與思想史研究 雷　頤 141-4

中日戰爭與歷史反思 李朝津 142-4

文明史鑒：日本國學影響下的極端民族 呂玉新 142-14

　主義濫觴

「感情記憶」的印痕——歷史敍述的主觀性 伊東貴之 142-24

　與客觀性

告別革命慣性，變革國家治理 任劍濤 143-4

「反公地悲劇」：中國土地利用 陶然、王瑞民、史晨 144-4

　與開發困局及其突破

土地所有權改革與城鄉土地市場的統一 潘學方 144-13

憲政成敗的衡量標準與世界趨勢 張千帆、陸符嘉 145-4

向左與向右：中國政治的價值選擇 任劍濤 146-4

學術論文

聯邦主義：國家統一繁榮之基， 任崇彬 141-18

　還是分裂瓦解之源？

中國大陸民族問題的「反思潮」 姚新勇 141-31

《人民日報》「愛國主義」的歷史變遷 周陸洋 141-45

再論糧食戰爭：軍事共產主義和 宋永毅 141-57

　中國大饑荒的發生

形象塑造與政權鞏固——建國初期內蒙古 譚　剛 141-71

牧區的性病防治工作

文明「入歐」與政治「脫亞」——福澤諭吉 周頌倫 142-29

　「文明論」的邏輯構造

憲政與民主：梁啟超的政體與 高力克 142-42

　國體理論

白話文為何在五四時期「活」起來了？ 黃　華 142-55

威權政治與大學自治——清華「驅吳事件」 黃令坦 142-68

　再研究

中國網民的「左」與「右」 馬得勇、張曙霞 142-86

冷戰年代中國處理陸地邊界糾紛的方針 沈志華 143-22

中國近代史書寫中的沙俄侵略 趙慶雲 143-33

派性身份、個人處境與政治抉擇： 董國強 143-44

　從地方視角反思文化大革命

意識形態支配與藝術作品經典地位變遷 張婷婷 143-55

　——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竇娥冤》

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上海新聞紙與 卞冬磊 143-68

　中國現代性的發生

論莫言小說中的「英雄」 朱永富 143-82

中共建國精英是如何選擇中國共產黨的？ 周陸洋 144-22

　——對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分析

西北局高幹會：延安整風中的民主作風典例 王龍飛 144-38

事與願違：冷戰時期中國處理邊界糾紛 沈志華 144-52

　的結果

1980年代前期中國科幻小說的轉型 詹　玲 144-62

利益明晰與社區參與——兩個案例的 陳國強 144-77

　比較分析

「大維吾爾文明」的穿越抑或建構？ 姚新勇 145-20

　——吐爾貢．阿勒瑪斯的「三本書」及其批判

中共新政權與底層百姓的互動磨合 任　偉 145-34

　——新中國初期北京整治無照攤販

無奈的表演：土地改革中的知識份子 王　英 145-49

創傷書寫、香港身份認同與國族寓言 袁夢倩 145-62

　——重讀香港電影《棋王》

制度嵌入性與勞資關係的微觀憲政主義 鄭慶杰 145-74

清末革命運動與亞洲觀的遇合：以「亞洲 周麗卿 146-17

　和親會」為個案的討論

張弛在自由與威權之間：胡適、林語堂與 周質平 146-28

　蔣介石

東施效顰：新聞局制下國民黨軍隊的 李　翔 146-53

　政治工作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一個批判性的評估 潘志平 146-66

個體化與生命歷程任務規劃： 陳國康、段然、 146-81

　對香港社會政策的啟示 張宙橋

研究筆記

傳承與重構——評析張千帆的「中華憲政觀」 吳元中 141-83

有關《文化與承諾》中譯本的評述和重新解讀 王鳴雷 143-105

西域的回聲：新疆少數民族知識份子對 諶　穎 146-97

　實施統購統銷政策的意見

學術綜述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研究綜述 潘志平 1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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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

建構烏托邦的國家神話：二十世紀俄羅斯 楊衍畇 141-92

　藝術發展

「民間記憶計劃」中的大饑荒紀錄片 吳文光 142-104

攝影師的業：金峰的紀實之路 蘇毅雄 143-94

時間流動的形相﹕當代藝術展覽的歷史思考 丁穎茵 144-90

中國都市的想像與現實 陳韜文 145-103

淺談當代藝術 楊識宏 146-108

書評

共產主義革命中的底層心態史——評郭于華 伍　國 141-107

　《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

　邏輯》

1970年代末的理論論爭與政治變革 楊龍、李湘寧 141-116

　——評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

　吳江回憶錄》

「活人」辦報及其歷史書寫——評李金銓編 卞冬磊 141-125

　《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

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 陳華文 141-134

　——評任劍濤《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

　現代政治的誤解》

一部日常生活視角下的民國北京城市史著作 胡悅晗 141-142

　——評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政治與體育——評Xu Guoqi, Olympic  李　劼 141-152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華夏之學應含「夷」——評夏含夷《興與象： 陳嘉禮 142-118

　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

基督教新教漢語文學研究的興起 姚達兌 142-125

　——評 John T. P. Lai, 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甲骨文的隱喻——評何偉《甲骨文：一次 畢　苑 142-134

　占卜當代中國的旅程》

迷霧裏的歷史——評Bob T. Wakabayashi, ed.,  李　劼 142-142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十八世紀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夏亞峰 143-115

　——評Odd A.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追溯「貧困」：中國城市貧民新說 湯　銳 143-127

　——評 Janet Y. Chen, Guilty of Indigence: 

　The Urban Poor in China, 1900-1953

為現代國家正名——評吳增定《利維坦的 丁　軼 143-135

　道德困境：早期現代政治哲學的問題與

　脈絡》

人文世界的追尋及其限度——評黃兆強 賈慶軍 143-142

　《學術與經世——唐君毅的歷史哲學及

　其終極關懷》

前後「十六字方針」：白區地下黨的宿命 裴毅然 144-103

　——讀《紅岩兒女》、《拒絕奴性》等

　「兩頭真」傳記

臥底、內線及毛時代的公安 梁加農 144-113

　——評Michael Schoenhals, Spying for 

　the People: Mao’s Secret Agents, 1949-1967

醫病糾紛研究的史學關照——評龍偉《民國 馬金生 144-124

　醫事糾紛研究（1927-1949）》

劉再復的人生與文學——從《走向人生 申霞艷 144-132

　深處》說起

近代日本：文明普世／武威神國？ 呂玉新 144-141

　——評Watanabe Hiroshi, A History of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1600-1901

重估鄧小平的角色和責任——評鍾延麟 伍　國 145-114

　《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

　（1956-1966）》

納粹語言如何顛覆智識？——評克萊普勒 黃　華 145-123

　《第三帝國的語言：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

毛澤東崇拜現象的透視——評Daniel Leese,  霍炫吉 145-132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聚焦近代女子體育，深化性別身體 侯杰、王小蕾 145-142

　研究——評游鑒明《超越性別身體：

　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

蘇聯介入維吾爾民族主義 侍建宇 146-121

　——評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

　至1940年代》

浮出地表與斷開鎖鏈——評紀大偉《正面 馬泰祥 146-129

　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

人的無知與智慧——評科斯、王寧《變革 潘學方 146-139

　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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