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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紀

新國際格局與亞太秩序 廖光生 9-4

道德理想重建之夢 陳丹晨 9-7

科技危機與人文世界 胡道靜 9-8

「發展」的發展——面面觀與百年觀 關信基 10-4

憧憬和希望 蔣孔陽 10-6

和平研究及人類的信心 王德祿 10-8

貞下起元 陳　來 10-10

大同新夢 李澤厚 11-4

對歷史學前景的遐想 林劍鳴 11-5

真誠團結　同心協力 丁日初 11-6

向大同世界演進 許　傑 12-4

中國哲學與二十一世紀 李慎之 12-5

朝鮮半島和解的意義 趙全勝 12-8

重訪哥倫布 陳方正 13-4

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唐振常 13-6

知識競賽的新世紀 胡如雷 13-8

東西文化　勢將會合 傅高義 14-4

期待更高的綜合 陳伯海 14-6

應向新加坡學甚麼？ 鄭赤琰 14-8

儒學與世務 柳存仁 14-10

百年中國

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 白魯恂 9-13

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牢籠 金觀濤　劉青峰 9-27

中國區域發展的差異：南與北 孫隆基 10-15

社會變革中的文化制衡——對五四文化 劉夢溪 10-29

　啟蒙的另一種反省

白話文的得與失 黃國彬 10-39

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 唐振常 11-11

近代尚力思潮述論 郭國燦 11-24

王國維的內在緊張：科學主義 楊國榮 11-34

　與人本主義的對峙

正確的黨史從哪Æ來？ 塞　奇 12-13

清末留日學生與立憲運動 張學繼 12-25

中國共產黨為甚麼 金觀濤　劉青峰 13-13

　放棄新民主主義？

紅Ì兵運動的兩大潮流 印紅標 13-26

中日傳統士階層的近代變遷 賀躍夫 14-15

福澤諭吉和張之洞的《勸學篇》 王中江 14-27

讀書：評論與思考

難言之隱——評《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 孫　津 9-43

《與魔鬼交往》和心理史學 邵東方 9-49

重構空間意識：後現代地理研究 唐小兵 10-76

評介《儒家之天道觀》 陳　寧 10-83

「歷史」的民主與民主的「歷史」 鄒　剛 11-44

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 李弘祺 11-49

　——福山新著簡介

　附錄：歷史結束了，世界還繼續下去 麥耐爾

仁學結構的整體分析 夏中義 12-37

　——評《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世界史研究的興起 邵東方　杜小亞 12-45

寧可蹣跚，不要僵化 許倬雲 13-61

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式 陳意新 13-64

經濟史研究的新範式 王　焱 13-73

從經濟史到制度變遷理論 黃一乂 13-76

經濟學與主體性 方紹偉 13-81

制度變遷與意識形態 劉世錦 13-84

亞洲又一個巨人——南朝鮮與晚工業化 王小強 14-37

地獄Æ的思考——讀顧準遺著 陸　山 14-43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談西周文化發源地問題 饒宗頤 14-51

　——與許倬雲教授書

「現代化」的代價 梁治平 14-53

我在的呢喃——張志揚的《門》 劉小楓 14-59

　與當代漢語哲學的「言路」

科技文化

從計算到思維？ 趙挺偉 9-53

　——談並行電腦的發展與前景

數學大師陳省身 張奠宙 10-50

陳省身先生與我 楊振寧 10-62

我看人工智能辯論 李逆熵 11-57

原子核、恆星與宇宙 王榮平　呂南姚 12-52

馮達旋　提爾曼

碳60：分子結構的新天地 李榮基 13-53

人造太陽——聚變：未來文明的希望 曾鏡濤 14-67

景　觀

當前中國藝術的「無聊感」 栗憲庭 9-69

　——析玩世現實主義潮流

回到新石器時代：二十一世紀的產品設計 關善明 10-69

黑人藝術和我們 熊秉明 11-69

士大夫眼中的西方繪畫 吳甲豐 12-69

畫家中的畫家之四——森．山方的選擇 司徒立 13-39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目
1992　第9－14期



題　目 作　者 期-頁題　目 作　者 期-頁

造化弄人，我弄造化 余光中 13-45

　——論劉國松的玄學山水

時間的良知——布列松的藝術 司徒立 14-85

人文天地

毀滅與新生 II 陳方正 9-77

　——土耳其的威權體制與民主歷程

沒有身體的戲劇——漫談樣板戲 王墨林 9-93

現代小說研究在中國 嚴家炎 9-99

文化傳播中的形變 許理和 9-107

　——明末基督教與儒學正統的關係

老內聖開不出新外王 朱學勤 9-116

　——評新儒家之政治哲學

新文學：傳統文學的創造性轉化 陳平原 10-88

卡爾納普和他的哲學 洪　謙 10-100

拒絕與再造：談當代中國詩歌 沈　奇 10-106

暴力的辯證法——重讀《暴風驟雨》 唐小兵 11-80

中國現代小說的政治式寫作 劉再復　林崗 11-92

　——評《春蠶》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原禮 何炳棣 11-102

波普的科學與民主的統一觀 趙敦華 11-111

魯迅個人主義的性質與含意 林毓生 12-83

　——兼論「國民性」問題

「世紀末」的魯迅 孫隆基 12-92

重新認識魯迅 王潤華 12-107

敵我意識的陷阱 王曉明 12-117

新潮詩歌史的幾條悖論 趙毅衡 13-88

周作人的「附逆」與文化觀 董炳月 13-95

中國傳統體育文化 劉　東 13-103

亞洲的「近代」與「現代」 伊藤虎丸 14-91

　——關於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

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方面前的自我意識 伍曉明 14-102

艾利亞斯的文明理論及對中國社會的觀照 陳　彥 14-113

批評與回應

從方法論的角度論何炳棣教授 劉述先 9-140

　對「克己復禮」的解釋

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 姜義華 10-134

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 余英時 10-143

　——答姜義華先生

答劉述先教授——再論「克己復禮」的詮釋 何炳棣 10-150

為甚麼不是「史學與哲學之合」？ 劉　東 10-156

激進與保守贅言 汪榮祖 11-133

激進與保守的迷惑 許紀霖 11-137

讀姜義華「激進與保守」書後 孫國棟 11-141

大陸知識份子的激進主義神話 傅　鏗 11-144

再談「克己復禮真詮」——答何炳棣教授 劉述先 11-148

激進、保守與知識份子的責任 李良玉 12-132

「保守」與「保守主義」 王紹光 12-135

「克己復禮為仁」爭論平議 孫國棟 12-139

答孫國棟教授〈「克己復禮為仁」爭論平議〉 何炳棣 13-129

我所了解的「開出說」 霍晉明 13-134

　——有感於余英時先生的〈錢穆與新儒家〉

激進主義抑或是暴力主義 胡　成 13-139

中國哲學與現代科學 楊綱凱 14-140

隔膜：澄清王潤華所說的騙局 吳中杰 14-143

隨筆．觀察

音樂與死亡 陳永明 9-125

蘋婆與茄 童元方 9-131

上海洋場文人的格調 葉曉青 9-134

太平天國的「太陽」 蘇　人 9-137

五十自戒 劉心武 10-110

「逝者如斯夫？」 思　果 10-113

作繭．鐵籠 陳　彥 10-116

宗教性詩人：海子與駱一禾 朱大可 11-119

論知識的有用與無用 邵燕祥 11-124

中國文化的蠻性遺留：從《金枝》想起 王　毅 11-127

中國飲酒文化 劉　東 12-121

何來「斷層」！ 舒　蕪 12-127

讀書和偵探——略談胡適之先生的考證 思　果 12-129

懷念二叔 巴　金 13-111

官脹揭秘 孫越生 13-114

說揚州 黃　裳 13-117

克萊采奏鳴曲 陳永明 13-121

響應號召罪 牧　惠 13-126

黃金分割也是對稱？ 陳之藩 14-121

辮髮——中國昨天的夢魘 漢　白 14-126

文字獄中的株連 牧　惠 14-130

張藝謀電影中的兩種女性 張　寧 14-134

閒談習藝 思　果 14-137

經濟與社會

論當代中國社會的準身份制 李銀河 9-148

資本主義文明沒落 華倫斯坦 10-118

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壓倒集體主義 邢慕寰 11-151

　經濟理念以後

關係和網絡的建構：一個社會學的詮釋 金耀基 12-143

東亞崛起對現代化理論的挑戰 羅榮渠 13-146

華人資本如何在東南亞扭轉乾坤 佐治希斯 13-153

僭妄的理性與卑微的自由 傅　鏗 14-145

　——海耶克的自由主義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