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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評論

宣傳邏輯與市場邏輯——新媒體時代 陳秋心、胡泳 153-4

　中國新聞倫理的「兩難困局」

台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 陳芳明 154-4

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戰華工的世界意義 徐國琦 155-4

「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從毛澤東 秦　暉 156-4

　發動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談起

文化大革命的記憶戰場 魏格林、崔金珂 156-29

　——共識與和解

從「新清史」到滿學範式 項飆、劉小萌、歐立德 157-4

哲學與公共文化：台灣的經驗 錢永祥 158-4

爭鬥式民主與公共文化：關於香港政治的 葉蔭聰 158-19

　觀察

流沙狀態的當代中國政治文化 周　濂 158-28

學術論文

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制改革與土地生存 潘學方 153-18

　保障問題

一座共產主義領袖的神廟：韶山毛澤東同志 董　哲 153-33

　舊居陳列館的營造

「打土豪」：紅軍早期糧食的獲取及其困境 任　偉 153-56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八月事件」正劇 沈志華 153-71

「文學旗手」的樹立——解放區語境中的 郭國昌 153-82

　高爾基形象建構

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 周桂田、徐健銘 154-13

　——紀念貝克逝世一周年

中國勞動關係集體化轉型中的兩種力量和 常　凱 154-30

　兩種路徑

學術的主體性與話語權：「華語電影」爭論 張英進 154-47

　的觀察

宗教與戰爭——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 王　柯 154-61

　話語的建構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應對中蘇共同干預 沈志華 154-79

巴黎公社原則在文革中的蛻變 李　遜 155-15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黑材料」 樊建政、董國強 155-29

　風潮

官僚派系政治與群眾組織的產生 王　芳 155-46

　——以上海柴油機廠為例（1966-1967）

政治運動中的集體暴力：「非正常死亡」 嚴　飛 155-61

　再回顧（1966–1976）

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 楊繼繩 156-42

文革初期農村的造反運動——安徽老瞿村 陳意新 156-61

　和定遠縣的案例

文革時期京滬知青階層化的個人閱讀 孫沛東 156-78

魂歸何處：中印僑民探微 黃紹倫 157-27

再現「不可見」之物：中國科幻新浪潮的 宋明煒 157-41

　詩學問題

吏紳共謀：中國抗爭政治中 李連江、劉明興 157-57

　一隻隱蔽的手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毛澤東轉變 沈志華 157-68

　對朝方針

聽電視：文革後期新媒體文化初探 黃心村 157-84

背叛、離散敍述與馬華文學 沈　雙 158-38

無鬼之國——中共與陝西地區的「鬼戲」 王　英 158-51

　之爭（1949–1966）

從「第三人效果」理論看中國 果蕾、蘇超、李昊 158-67

　大學生眼中的反腐新聞報導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志願軍撤離北朝鮮 沈志華 158-86

研究筆記

拓展知青研究的幾點探討 胡悅晗 153-110

　——兼評潘鳴嘯《失落的一代》

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 宋永毅 155-76

文革中的幽靈：作為「牛鬼蛇神」的 彭麗君 157-101

　知識份子

文人與信徒的雙重靈魂——再解丁玲之謎 許紀霖 158-102

景觀

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再思：以流行音樂為例 朱耀偉 153-95

古巴：一頁獨特的華僑史 雷競璇 154-98

《杜鵑山》改編過程之考察 楊小彥、鄭梓煜 155-96

文革中的地下藝術——無名畫會 王愛和 156-99

全球化、當代藝術與中國社會變革 魯明軍 157-117

劉大鴻「政治風俗畫」中的革命記憶 張　閎 158-116

　及其修辭

書評

底層之「苦」與文明之「惡」——評郭于華 孫沛東 153-128

　《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

中國社會抗爭的起源、策略與影響 徐書鳴、李湘寧 153-139

　——評裴宜理、塞爾登編《中國社會：

　變革、衝突與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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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底線政治學說 陳曉旭 154-111

　——評錢永祥《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

　道德實踐》

諸眾政治抑或歷史實踐——巴利巴爾 趙　文 154-120

　《斯賓諾莎與政治》與奈格里政治實踐

　方案的對話

語言作為共同體以外——評文潔華編 黎國威 154-132

　《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

如何管控中國的「紅領俸祿」？ 游　宇 154-142

　——評Alfred M. Wu, Governing Civil Service 

　Pay in China

閱讀地圖裏的全球史秘密——評卜正民 蔣竹山 155-111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

改造的政治——評學愚《中國佛教的 李瀟雨 155-123

　社會主義改造》

國際化視野下的太平天國史 吳盛杰 155-133

　——評裴士鋒《天國之秋》

求真何其難——評楊天石《找尋真實的 王成勉 155-142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

社會主義中國的危機與轉型 宋國慶、董國強 156-119

　——評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新版毛澤東傳記中的俄國史料 梁加農 156-132

　——評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身份認同和世界秩序的追求 吳翎君 156-143

　——評王立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

　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

從化人到劃界——評劉曉原《邊疆中國： 毛　昇 157-131

　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

從東北亞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曹　寅 157-142

　——評Evelyn S. Rawski,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Helen F. Siu,  程美寶 158-128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中國墮入威權統治的路徑 袁偉時 158-141

　——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讀後

新書推介

訂購詳情，請瀏覽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網頁 http://www.cuhk.edu.hk/ics/rcccc/publish/pub_business_main.html

或向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查詢，電話：（852）3943 7382　傳真：（852）2603 5202　電郵：rcccc@cuhk.edu.hk

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已出版五種）
中華書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聯合出版

《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
鄭宏泰、高皓　著

本書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宏泰博士及清華大學全球家族企

業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博士。作者透過分析不同商業家族包括周壽臣、何東、何啟、嘉道理等家族的起替興

落，探索各富家大族如何在香港開拓經濟環境、參與社會建設和在政治問題上發揮深遠影響力，以及大家

族之間的聯姻、合作、傳承，如何維繫家族力量並與社會產生互動。

2016年7月　23×17 cm　356頁　平裝　定價：HK$118 / US$15

《利來利往：金融家族的開拓與創新》
鄭宏泰、周文港　主編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宏泰博士及名譽副研究員周文港博士

主編。書內研究個案包括東亞、恆生、永隆等港人熟悉的銀行，窺探個人或家族如何能在商業經營上取

得成功後，把積累的財富、開創的企業、高效的制度和人脈關係等傳承下去，並結合經濟領域的頂層建築

（金融）與社會組織的核心單位（家族），作為思考與討論的焦點。

2016年11月　23×17 cm　236頁　平裝　定價：HK$98 / US$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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