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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的自我瓦解 許紀霖 88-4

「學術」與「思想」的分裂 劉　擎 88-17

轉型中的現代性之爭 高力克 88-26

有關「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論爭 成　慶 88-33

「後學」的興起及其困境 雷啟立 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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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與世界

陳獨秀平議 郭德宏 87-44

近年中國陳獨秀研究簡況 唐寶林 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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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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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勒斯——爪哇的小人國 陳方正 88-86

人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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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國」的歷史論述 葛兆光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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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電影創作述評 吳冠平 91-135

二重的忠誠——白壽彝與開封的故事 王　柯 92-96

中國基督徒的複雜心態——論許地山的《玉官》楊劍龍 92-106

反右與江蘇的宗教改造 伍小濤 92-116

隨筆•觀察

方志彤與「他們仨」 木令耆 88-129

國族復興運動在日本 陳宜中、蔡孟翰 8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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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虛擬與現實之間 鍾健夫 89-134

在海平面的「燈」 董常跑 89-135

我「泡」世紀沙龍 半點兒正經 89-136

尋找格拉漢姆 王　笛 90-125

懷念胡耀邦——關於「精神文明建設」 嚴　平 9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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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民主思想 何家棟、王思睿 92-129

批評與回應

讀〈浮出水面的北一輝〉有感 楊際開 87-126

對岡察洛夫文章的回應 嚴家祺 87-130

以筆作槍——對瞿駿同學批評的回應 孫　江 90-131

讀書：評論與思考

疑古、釋古與重寫思想史 梁　濤 87-133

「干預」與「自主」 侯杰、高冬琴 87-140

　——評《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

回歸主體——解讀「我的攝影機不撒謊」 張英進 88-134

一個人的戰鬥——讀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單世聯 88-139

家庭革命的烏托邦——評迪亞蒙特 薛亞利 9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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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和離婚》

在帝國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之間—— 魏文享 91-145

　評介《中國的大企業——煙草工業中的

　中外競爭（1890-1930）》

十九世紀德國立法的爭論——讀《論立法與 時　飛 92-135

　法學的當代使命》

書介與短評

李福鐘、薛化元、孫善豪、陳儀深、 成　慶 87-145

　潘光哲編選：《自由中國選集》

丁東等：《思想操練——丁東、謝泳、 余世存 8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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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orah Stone, Policy Paradox: 賀林平 87-151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田浩選編：《宋代思想史論》 楊立華 87-155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朱德米 88-146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 董國強 88-150

　知識份子》

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 杜非、劉平 88-155

　政治、文化與階級》

小林英夫、福井紳一：《滿鐵調查部事件 孫傳釗 89-139

　真相：新發見史料 語「知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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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樂戶：田野調查 王成蘭 89-142

　與歷史追蹤》

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從「討個說法」 尹　鈦 89-146

　到「擺平理順」》

孫江主編：《事件．記憶．=述》 瞿　駿 89-150

赫希曼：《欲望與利益——資本主義走向 袁　賀 89-154

　勝利前的政治爭論》

Carlota Perez,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田方萌 90-143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石約翰：《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 侯杰、李釗 90-147

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 楊立華 90-152

　哲學精神》

約納斯：《奧斯威辛之後的 孫傳釗、林東林 90-155

　上帝觀念——一個猶太人的聲音》

弗里曼、畢克偉、賽爾登：《中國鄉村， 崔效輝 91-152

　社會主義國家》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事》 朱崇科 91-157

季¶東：《憲政新論——全球化時代的法與 蔣余浩 91-162

　社會變遷（第二版）》

奧倫：《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對手與 王向民 91-166

　美國政治學的形成》

白凱：《中國的婦女與財產：960-1949年》 付海晏 91-170

王東傑：《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 張仲民 9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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