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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評論

「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重看台灣 鄭鴻生 159-4

　光復的歷史複雜性

從過去的執拗低音到今日的主旋律 葉　浩 159-24

　——關於台灣轉型正義論述的側寫

分權式威權制與中國改革的制度障礙 許成鋼 160-4

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 呂大樂 161-4

「一國兩制」與國家整合 鄭　戈 161-17

喚回四十一年夢 陳方正 162-4

走過半個世紀，「中國研究」何去何從 梁元生 162-8

1917年俄國革命的歷史坐標 秦　暉 163-4

構想二十一世紀的「蘇維埃」？——共和主義 崔之元 163-24

　視角下的一種紀念

馬丁路德與現代世界 李弘祺 164-4

學術論文

「覺悟」女性的自我書寫：以1930年代的 黃江軍 159-39

　《女子月刊》為中心

身份的恐懼——安徽省阜陽地區土改中的 滿　永 159-53

　自殺現象

轉型時期的公共衞生與社會管理 夏　林 159-68

　——以煤礦業結核病防治為例

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和 項　飆 159-81

　中國社會二十年來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國家疆域觀的淵源與發展 劉曉原 160-13

　（1921-1949）

流動與邊界：南海漁民的跨界互動 王利兵 160-35

科學．實踐．未來——新中國兒童科學教育 王　瑞 160-51

　（1949-1966）

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從後現代重新審視 沈清松 160-67

中共如何確立新聞體制？ 賀碧霄 161-37

　——建國前在香港的公開與地下討論

第三條戰線：「六七暴動」中的「經濟戰」 黃震宇 161-53

「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 羅永生 161-71

「獅子山」：歷史記憶、視覺性與國族寓言 黎國威 161-84

民國人物自畫像史料的價值評估 張玉法 162-11

台灣時期蔣介石的思想變化及其「革新」實踐 楊天石 162-30

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 黃克武 162-47

冷戰電影與「真理運動」：新馬的個案 許維賢 162-64

湯普森工人階級形成理論的批判 李錦峰 162-79

　——一項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

俄共的戰略與中國之命運——「十月革命」 袁偉時 163-38

　百年祭

從民族主義到一黨獨裁：俄國革命的魅力 王　柯 163-58

「北京時間」：1950年代中共對西藏改革的 劉曉原 163-73

　等待方針

張愛玲的「超文典」表演書寫 劉曉原 163-91

反右派鬥爭與中國基督教 邢福增 164-21

滅資興社：反右後期中國高校的 祝猛昌 164-36

　社會主義教育課程

願者上鈎：湖北省宜都縣右派摘帽初探 孟強偉 164-48

　（1959–1964）

香港青年的中國觀：民族認同與 林芬、林斯嫻 164-66

　學生運動

「主義之軍」的崛起——近代中國軍人 王　鴻 164-87

　形象的變遷

學人往事

余英時回憶錄（一）——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 余英時 159-98

余英時回憶錄（二）——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余英時 160-80

恂恂儒者，不知老之將至——歲暮憶湯公 陳方正 160-91

余英時回憶錄（三）——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 余英時 162-109

有幸與君同斯世：敬悼李亦園大兄 金耀基 163-117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冬日懷馬臨 陳方正 164-115

景觀

台灣攝影史意識的荒蕪和覺醒 簡永彬 159-110

中國「色彩」：從李叔同到羅爾純 顏　榴 160-95

過眼雲煙裏兜轉——黃勤帶香港影像 李世莊 161-102

　的沉思

重塑藝術介入社會的美學立場 周彥華 162-95

　——以貴州「羊磴藝術合作社」為例

生活的藝術與抵抗的形式——俄國先鋒派的 周　密 163-103

　藝術實踐

水墨美學的全球化想像：M+水墨藏品展 馬唯中 164-103

觀察‧隨筆

站在十字路口上：朝鮮半島與東亞和平 李南周 160-119

歷史棋局、棋手與棋子 張　鳴 160-129

與民共議——反思東九龍啟德發展計劃 鄭炳鴻 161-111

反右派鬥爭六十年 朱　正 164-119

絕望政治與尼采的啟示 黃國鉅 16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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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禮讚背後的省思——評楊儒賓《1949禮讚》 林桶法 159-125

歷史經驗與「自我—他者」問題 白承旭 159-135

　——評鈴木將久主編《當中國深入世界

　——東亞視角下的「中國崛起」》

參軍動員與鄉土倫理——評齊小林《當兵： 李興勇 159-144

　華北根據地農民如何走向戰場》

雲南之外的「雲南」——評Wen-Chin Chang,  馬健雄 160-133

　Beyond Borders: 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s of Burma

中國領土爭端的回顧與展望——評Eric Hyer,  夏亞峰 160-143

　The Pragmatic Dragon: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Boundary Settlements

間接統治、虛擬自由與交叉投票 魯　南 161-119

　——評羅永生《殖民家國外》

歷史轉折中的香港——評張潔平、 嚴　飛 161-124

　鍾耀華編《香港三年》

當歷史成為「歷史」——評王明珂《反思史學 王　柯 161-132

　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

釐清「高饒事件」的政治迷霧——評林蘊暉 慕　躬 161-142

　《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

文明的末梢、碎屑與崩解——評胡嘉明、 田　松 162-122

　張劼穎《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

　與空間》

追尋「新天下主義」的中國之路 段　煉 162-134

　——評許紀霖《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

　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藉語言建構和理解科技 李立峰 162-142

　——評Nicholas A. John, The Age of Sharing

撥開中朝關係的迷霧——讀沈志華《最後的 任　曉 163-119

　「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

　（1945-1976）》

社會學視域中的毛時代——評Andrew G.  董國強 163-128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移民與生態交織下的印度洋區域史 朱　明 163-141

　——評Sunil S. Amrith, 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徘徊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法律職業 吳洪淇 164-132

　——評劉思達《割據的邏輯：中國法律服務

　市場的生態分析》

左翼知識人與中國革命——評夏濟安 唐小兵 164-141

　《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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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浪淘沙：家族企業的優勝劣敗》
鄭宏泰、周文港　主編

　　華人家族企業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故相關的研究也非常火熱。然而，此類出

版物大都圍繞着成功的個案進行探索，鮮有探討失敗的個案。為甚麼坊間有這麼多成功案例，失

敗的卻特別少？

　　為了讓我們有機會與有志於企業發展的朋友，分享不同家族企業優勝劣敗的經驗；我們綜合

了十二篇論文，輯成《大浪淘沙：家族企業的優勝劣敗》一書。當種種困難迎面而來時，洶湧的

巨浪給一眾家族企業帶來嚴峻考驗，看看誰是真材實料屹立不倒，誰是濫竽充數被淹沒吞噬。

　　本書基本以家族企業發展的所在地——即內地、台灣、香港和澳門——分佈排序，配以發展

時期的先後，讓讀者可以較好地掌握各個案例的發展環境與條件。這些個案，有部分分析整個商

幫群體，大部分仍以個別家族的個案分析為主。書中各篇也有高低起伏的格局，不一定全部都是

失敗、甚至是一沉不起的徹底失敗個案。

　　大浪淘沙，看華人家族企業的優勝劣敗，都付此書中！

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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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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