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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與「聖王合一」傳統 周繼旨 34-63

議政型自由主義一例：潘光旦 呂文浩 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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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上）何炳棣 33-91

世界文化會演變至儒家化的文化嗎？ 艾　愷 3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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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下）何炳棣 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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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卞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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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須有先生與他們的蛙跳 趙毅衡 38-135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張頤武 38-138

經濟與社會
韋伯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經濟研究 張維安 33-134

　——經濟社會學觀點

韋伯的比較宗教學：新教、儒教與資本主義 石元康 33-145

當代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 何清漣 34-150

半世紀以來政治學的反思 達　爾 35-152

日本政策制定與中日關係 趙全勝 36-145

女性與宗族 張小軍 37-150

俄國農奴的「離土不離鄉」 蘇　文 38-149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劉青峰  編）

本書是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專題論文集。共收集海內外中國學者及日、法、美

等國學者近40篇文章，分為以下五個專題：「文革事實的再發現」通過對當事人的調查

和資料分析，再現文革歷史事實真相；「造反運動與異端思潮」分析造反運動興起的

過程和性質、對立群眾組織的成因、異端思潮和紅�兵思想的轉向；「文革對世界的

衝擊」描述和分析受文革影響的新左翼、毛主義份子在日本和法國的興起和衰落；「文

學藝術中的文革」探討紅�兵美術運動、文革後期繪畫、樣板戲、革命電影以及文革

題材的文學作品；「評論與綜述」從世界資本主義視野和現代性演化等理論角度，評論

中國和西方的兩個文化革命，綜述西方文革研究。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上最重大的歷史性事件之一。本書適逢文革爆發30周年之際出版，作為至

今仍然少有的中文文革研究論文集，深信是所有關注當代中國及其未來發展的讀者、從事當代中國及文革研究的

學者的必備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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