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目
1999　第51－56期

題　目 作　者 期-頁題　目 作　者 期-頁

二十一世紀評論
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 金耀基 51-4

虛構的全球主義 佐伯啟思 51-8

全球主義意識形態和比較文化研究 史華慈 51-15

展望新千年的世界法律 伯爾曼 52-4

中華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劉述先 52-12

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 于　連 52-17

九十年代中國傳媒的制度演變 陳懷林 53-4

從呼喚現代化到反思現代性 陶東風 53-15

中國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汪丁丁 53-23

自由民主主義與亞洲價值 井上達夫 54-4

左翼政治與激進民主 劉　擎 54-13

共和主義自由觀對自由主義自由觀 普　特 54-21

西方「第三條道路」的新理論 陳亦信 54-31

以歐洲的名義阻止納粹悲劇重演　　　　   格魯克斯曼 55-4

科索沃危機與政治術語的迷津 劉　擎 55-10

主權和人權的歷史和法理學反思 陳弘毅 55-18

站在美好新世紀的門檻上 陳方正 56-4

讓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來！ 余英時 56-10

世紀末的危機意識 張　灝 56-15

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 朱雲漢 56-18

百年中國
梁啟超的世紀情懷 閭小波 51-25

陳Ý的大同思想 楊際開 51-32

中國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顧 葛兆光 51-41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 張　灝 52-29

新文化運動與常識理性的變遷　　　   金觀濤　劉青峰 52-40

「五四」是獨特的嗎？ 陳方正 53-33

　——近代中國與歐洲思想轉型的比較
五四倫理革命與儒家德性傳統 高力克 53-46

五四時期的「廢婚主義」 梁景和 53-56

五四文學革命中的科學觀念 劉為民 53-63

上海的世界主義 李歐梵 54-43

跨世紀的中日關係　　　　　　　　　　   橋爪大三郎 54-53

　——回顧近代日本的對華政策
「肅AB團」事件的歷史考察 高　華 54-60

二十世紀早期華北鄉村的話語與權力 李懷印 55-33

家族與村莊政治  1950-1970 趙力濤 55-45

《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　　　　　　金觀濤　劉青峰 56-29

傳統作為「知識資源」的失落 章　清 56-42

科學的「承當」：《新潮》學生群的走向 孫　青 56-51

從文學革命到政治革命 林立偉 56-57

　——《新青年》翻譯的價值趨向

政治與法律
理解人權 博　格 56-61

海耶克論自由與法治 石元康 56-76

讀書：評論與思考
九十年代中國學術思想叢書漫議 遇資州 51-50

二比八的社會——從《全球化陷阱》 梁　曉 51-59

　一書說起
評哈貝馬斯的《後民族的格局》 希爾貝克 52-56

政治文化和現代社會的集體認同 童世駿 52-62

　——讀哈貝馬斯近著兩種

在史料的叢林中 高　華 53-115

　——讀陳永發新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1997-98年大陸學術譯著選評 王　倪 53-122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的根源 徐友漁 54-106

　——柯亨《自我所有、自由與平等》一書評介 　
施米特故事的右派講法：權威自由主義？ 劉小楓 54-115

評《新史學》 羅志田 55-54

晚近社會主義、絲絨牢籠和知識份子政治 徐　賁 56-137

書介與短評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 周振鶴 51-66

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 雷　頤 51-69

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劉　星 51-72

徐友漁、周國平、陳嘉映、尚杰： 張志林 51-75

　《語言與哲學》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許紀霖 51-77

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 靳樹鵬 52-72

霍根：《科學的終結》 陳方正 52-74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 吳曉東 52-78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 高瑞泉 52-81

宋永毅、孫大進： 印紅標 52-84

　《文化大革命：書目索引，1966-1996》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 鄭會欣 52-87

石元康：《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 周保松 53-129

　典範轉移？》
葛劍雄：《悠悠長水》 王振忠 53-132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 歐陽哲生 53-135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 呂文江 53-137

卡普蘭：《帝國荒野》 木令耆 53-140

薩弗蘭斯基：《海德格爾：善惡之間》 余國良 54-120

張維迎：《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 陳克艱 54-123

徐曉、丁東、徐友漁編： 宋永毅 54-126

　《遇羅克：遺作與回憶》
巴卡京：《擺脫克格勃——克格勃最後 劉洪波 54-129

　一任主席回憶錄》
鄭永年：《朱鎔基新政：中國改革的新模式》 童燕齊 54-131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黃子平 55-62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 陳克艱 55-65

汪暉：《汪暉自選集》 羅　崗 55-68

楊曉民、周翼虎：《中國單位制度》 陳生洛 55-71

戴曾浩斯：《合法性與正當性》 潚　渢 55-74

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 毛　尖 56-145

　在中國  1930-1945》
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 丁　為 56-148

　社會研究》
陶飛亞、吳梓明：《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 段玉明 56-151

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 古遠清 56-154

景觀
面向二十一世紀的電影： 閻嘯平 51-80

　中國觀點對法國觀點
中國建築的南漸 梅　青 52-90

全球化視角中的中國現代藝術 高名潞 53-75

上海眾生相  1999　　　　　　　　　　　 毛尖　雍和 54-101

「具象表現」繪畫在中國 蘭友利 等 55-78

中國美術現代性的反省 宋曉霞 56-93



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科技文化
楊振寧——保守的革命者 戴　森 54-92

專論
神經科學：腦研究的綜合學科 饒　毅 52-101

訊息
長生的希望：胚胎幹細胞系　　 51-91

　在多利之後——克隆鼠Cumulina的誕生
　刻卜勒猜想的證明　　微激光的混沌革命　
中華翼龍：鳥的前身？　　量子世界的來臨：瞬時遙感　53-73

　黑洞存在的證據？
無用之用：分形天線　　七節頸椎之謎 55-77

海口魚：脊椎動物的始祖？　　X與Y染色體考古學 56-101

專題報導
慕拉德：巔峰與谷底之間 饒　毅 53-72

超羽流：地幔的深層結構 54-95

人文天地
烏托邦：世俗理念與中國傳統 張隆溪 51-95

個人與烏托邦之間 羅　崗 51-104

暖水屯上的多聲部 程文超 51-110

　——重讀《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話說《白毛女》——民族¿事中的階級與 李海燕 52-110

　性別政治
1949年之後的中國革命音樂系統 郭洵澈 52-119

近五十年的禁戲 傅　謹 52-125

「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吳　言 53-86

　——「三一八」慘案七十三周年祭
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 程映虹 53-93

胡適對禮教的觀念與態度 周昌龍 53-102

日常生活的歷史 雷　頤 54-72

疑古史觀及其方法評析 丁　紀 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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