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H E C H I N E S E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H O N G KO N G P R E S S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二零二一年秋．FA L L 2021
01

代理及零售*

台灣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為一所具國際水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準的中英雙語學術出版社。其前身為1968年設立的

台北市 10476 復興北路 386 號

出版部，1977年正式成立大學出版社。

Tel: +886 02 2500-6600
Email: export@sanmin.com.tw
Website: www.sanmin.com.tw

四十多年來，出版社每年出版約60種新書，迄今
出版書籍逾2,300種，題材包括人文、社會科學、
教育、醫學等多個領域。曾為不少知名學者出版著

日本
*

東方書店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
Tel: +03-3937-0300
Fax: +03-3937-0955

作，如畢仰高、高行健、韓南、許倬雲、饒宗頤、
劉殿爵、王賡武、傅高義等。發行網絡覆蓋北美、
歐洲、澳洲、台灣、日本等地。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常與國際知名的出版社合作，

Email: tokyo@toho-shoten.co.jp

包括紐約書評出版社、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夏威

Website: www.toho-shoten.co.jp

夷大學出版社、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法國加利瑪
出版社等。出版社每年參加亞洲研究協會年會、香

中國大陸（非獨家）

港書展、台北書展和北京書展，並為大學出版社聯

中國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盟（美國）唯一香港會員。

香港新界荃灣沙咀道 362 號全發商業大廈 718 室
電話：+852 2491 1436
傳真：+852 2491 1435
Email: annie@cps-hk.com
廈門外圖台灣書店有限公司
廈門市湖里區悅華路 8 號外圖物樓大廈 4 樓
Tel: +86-592-2230177
Fax: +86-592-5365089
Email: jkb118@118.com

封面圖片 Cover Image：
彥涵：《開展民兵爆炸運動》
（套色木刻），1940年（©彥東）

02

意外的聖地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1942 年生，加州大學聖地亞
哥分校榮休教授，畢生致力於中國近代史、革命史等領域的
研究，其代表作《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曾獲美國歷史學會費
正清獎和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另有《葉：百年動蕩中的
一個中國家庭》、《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等多部
影響深遠的著作行世。

陝甘革命的起源
周錫瑞 著
石岩 譯

焦
點
出
版

石岩，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

著名史家周錫瑞三十年傾力研究
「本書主要是寫給中國讀者的。我深信，
各種具體因素的疊加，甚至一些偶然性因
素，在決定歷史走向的緊要關頭曾發揮巨
大的作用。這是我將延安稱作『意外的聖
地』的用意所在。」

以扎實的研究和強有力的敘事
解析共產革命如何在「一系列因
緣際會的長期過程中」生長起來

延安是中國的「革命聖地」，也是曾經的

之所以能夠出現的種種機緣、意外與偶

中共陝甘寧邊區首府所在地。1935年至

然，和共產革命如何在「一系列因緣際會

1947年，中共中央在這裏推行的一系列

的長期過程」中生長起來。

政策和實踐確立了整個毛澤東時代的坐標
系，令陝北成為中國革命的「搖籃」。陝
甘革命聖地的建立，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
過程。美國著名史家周錫瑞以三十餘年心
血傾力研究，對其間歷史的必然走向與時
勢轉換的偶然因緣提出深刻的洞察。他廣
泛搜集同時代的文獻、親歷者的回憶錄和
口述訪談等資料，並多次前往歷史現場實

周錫瑞是一位實事求是的傑
出史學者，他的書為「歷史
的偶然性」（contingency）
提供了一個精彩的詮釋。

地考察，從不同角度觀察清代以來這一地
區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此消彼
長；對關鍵人物在歷史關口的大小抉擇給
予客觀之認識與同情之理解；並「以扎實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周錫瑞的地方研究清楚揭示，
宏觀和短時段中國革命史的研
究，存有簡單化歷史和歷史必
然性的陷阱。其流暢的歷史敘
事，建立在紮實的史料基礎
上，更具有引人入勝的魅力。
─陳永發

在中國有很多「革命聖地」，
但沒有一個地方像延安那
樣，既是失敗的蘇維埃革命
的救命之所，也是中共通向
1949年勝利之路的起始之地。
─楊奎松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的研究和強有力的敘事」，解析革命聖地

歷史學 • 978-988-237-224-5 • 2021年9月•6 x 9 • 452頁• 精裝 • US$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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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周錫瑞、李皓天編《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 978-962-996-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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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

「看人看問題能從當年的環境和時代出發，就多了理解和寬容。

焦
點

近代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1900–1929

出

有些事情就是突然發生的，火燒趙家樓，不就是青年學生臨時起
意，幹起來了嗎？幾個人一商量，《新青年》不就辦起來了嗎？
出席中共一大的時候，誰能想到後來的事呢？當年共產黨武裝起
義的時候，誰有經驗和謀劃呢？還不是失敗的多，活下來的少。
歷史就是這樣，有一是一，有二是二。這些個案綜合起來，就彙
成了波瀾壯闊的歷史。

劉統 著

將古代史考證方法融入現代史研究

版

實地考察與歷史資料相互參證
把這些真實的細節寫出來，是我的責任。前人沒說清楚的，你把
它講清楚。前人沒寫準確的，你把它寫準確。事情寫得越簡明越
好，文字越平實越好。這樣，這本書才有存世的價值。」

化學術於通俗，為大眾講述生動
故事

本書試圖呈現從1900年庚子國變到1929年

研究成果，並辨查與使用了許多珍貴一手

古田會議期間，中國人尋找不同救國路徑

文獻。在案頭功夫之外，作者走訪了眾多

的過程，呈現了晚晴、北洋、民國期間不

歷史現場，用近距離考察和直觀感受為歷

同階層不同團體不同個人的嘗試，並把中

史細節提供了獨到的描述和解釋。難得的

國共產黨的誕生與興起放在了一個更大的

是，作者將學術研究成果化入生動的歷史

歷史脈絡中觀看與闡釋，呈現了共產黨早

敘述中，脫離枯燥的教條和學究氣息，使

期的挫折與迷茫，從草創到逐漸成熟的

書中的歷史事件真實生動，歷史人物亦有

過程。

血有肉。

以往的近代通史或黨史通常都是從1919年
五四運動開始寫起，作者卻將晚晴和現代
打通，試圖探尋現代改革與革命的動力起
點，延長與完善了中國人探尋救亡圖存之
路的歷史畫卷。
作者是古代史研究出身，將扎實的考證

「我要把這本書寫成一個尋路
的過程，寫20世紀前30年風雲
激盪的中國史。真正的歷史，
有血有肉有眼淚。」

方法融入現代史研究，充分吸收了學界

歷史學 • 精裝 978-988-237-241-2 •平裝 978-988-237-240-5 • 2021年7月• 6 x 9 • 628頁• US$40（精）US$32（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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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統，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曾任中國人民
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山東大學碩士，師從古代史大家王仲犖教授治魏晉南北朝
史。復旦大學博士，師從中國歷史地理學奠基人譚其驤教
授研習歷史地理學。
主要著作有：《東北解放戰爭紀實》、《華東解放戰爭紀
實》、《唐代羈縻府州研究》、《中原解放戰爭紀實》、
《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始末》、《中國的1948年—
兩種命運的決戰》、《跨海之戰：金門．海南．一江山》、
《戰上海》、《火種—尋找中國復興之路》、《大審判—
國民政府處置日本戰犯實錄》；編著有：《早年毛澤東：傳
記、史料與回憶》、《紅軍長征記：原始記錄》。

延伸閱讀 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上冊 978-962-201-987-4 •下冊 978-962-201-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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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成立史

焦

(增訂版）

出

點
版

石川禎浩 著
袁廣泉、瞿艷丹 譯

歷史主義方法的經典著作
首次全文譯介
詳細考證中共成立前後的「每一個
事件」

左：現存的《中國共產黨宣言》
右：英國共產黨黨刊The Communist的封面

本書為日本著名歷史學家石川禎浩教授的
代表作。作者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這一
大事件置於20世紀初的國際背景之下考
察，通過對中外文獻進行徹底的比較和對
照，詳細考證中共成立前後的「每一個事
件」，重新還原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過
程。2001年日文版面世後，相繼推出的中
文、英文版均引發巨大反響，被推為「歷

石川禎浩像史學界的福爾摩斯
一樣，竟然找到以前學者所不
知道的中、日、英、俄文線
索，並詳加考訂，寫出了一本
引人入勝的精彩作品。
─陳永發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史主義方法的經典著作」。
本增訂版係據日文原版全文譯出。除因應
相關領域的新資料與新研究進行全面修訂
和增補之外，又續寫一章，着重討論「一
大」歷史地位的變遷及相關資料的形成
過程。

歷史學 • 978-988-237-219-1 • 2021年7月 • 6 x 9 • 544頁• US$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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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廣涉多語言文獻，其
精密的考證令人驚歎，常人難
以望其項背。
——高橋伸夫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教授

石川禎浩，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專治中國
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中共黨史、中日交流史。曾著《「紅
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中國近代
歷史的表與裏》等書。
袁廣泉，曾任江蘇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京都大學
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副教授。曾譯多部中國近現代歷史研
究著作。
瞿艷丹，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文東洋史學博士，現為京都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學連攜研究者。

延伸閱讀 石川禎浩著《「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 978-988-237-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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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的詛咒

本書從微觀的角度，探討一個
宏觀的問題。從村裏人的眼光
來看，文化的融合從來都是一
種日常的生活。

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
(1640–2000)
沈艾娣 著
郭偉全 譯

——科大衛（David

在華北村莊落地生根的外來宗教
歷經三個世紀的跌宕，何以與周
邊文化漸行漸遠

上：一群來自博洛尼亞的傳教士

出
版

Faure）

要不是一代代村民們留下歷史
記憶，一個個傳教士們留下文
獻檔案，有關這個村莊的小歷
史，就湮滅在整個中國的大歷
史中，也不會促成如此精彩而
生動的一本全球史著作。
——葛兆光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下：洞兒溝七苦聖母教堂

在華北的洞兒溝村，有位傳教士為了帶走

的宗教生態如何變遷、借鑒與融合。沈艾

一尊聖母雕像，被當地教眾極力阻攔，不

娣教授提供了遠超出「禮儀之爭」或「文

歡而散；離開之際，他憤而詛咒這個農村

化適應」的視域—從17世紀耶穌會傳教

將遭受七年天災，誰知不幸言中。為了解

開始，天主教就適應了中國傳統文化，只

咒，這些天主教村民在山上興建了一座七

不過中外傳教士、教眾及羅馬教廷，在各

苦聖母堂，年復一年的冰雹才終於停止。

種衝突和妥協中無意地形成一股合力，試

的共同背景，是傳教士與依附他們的貧苦

點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牛津中國史教授耗費十年工夫生
動凝煉

口耳相傳的故事還有相類似的版本，它們

焦

圖把本地教會拉到全球發展的潮流中，而
這個進程一直延續至今。

村民之間千絲萬縷的對抗關係，屬於一場
在更大範圍內、日益整合中國天主教和國

《傳教士的詛咒》以普世性的視野，結合

這是把微觀研究與宏觀視野
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一本引
人入勝的著作。
——王 笛

歐洲的情況，講述在外部力量影響下中國

澳門大學歷史系主任、講座教授

際教會的博弈。可惜像洞兒溝這樣天主教
已經傳播了三百多年的村莊，一直消失於
經典的中國史和教會史敘事中。

歷史學 / 人類學 • 978-988-237-223-8 • 2021年6月• 6 x 9 • 328頁 • 單色圖21幅 • 平裝 • U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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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曾任教於哈佛大學，現為牛津
大學中國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華
北鄉村與宗教等。著作有《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
（1857–1942）》、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等。
郭偉全，北京大學世界史博士，研究方向為英國教會史，以及
西方政治、教育思想史。

延伸閱讀 曹南來著《溫州基督徒與中國草根全球化》• 978-988-237-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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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

奧林匹克之夢

劉統 著

體育視野下的中國與世界，
1895–2050

「重走二十世紀」系列

徐國琦 著
尤衛群 譯

中共黨史、軍事史專家劉統
講述中共紅軍二萬五千里絕境求
生的故事

現代體育如何塑造中國的歷史與
現實？
「以扎實的材料和不偏不倚的立
場」回溯體育視野下的百年中國
崛起之夢

在上個千年之交的時候，美國《生活》雜

《長征》新增了章節標題並加入了歷史圖

自20世紀初以來，體育成為中國人追求民

誌 Life Magazine 回顧過往的一千年歷史，評

片和作者拍攝的實地照片，同時和原文交

族認同和國際地位的重要手段，體育的發

選了影響人類的100件事和100個人（the

錯對照著編入紅軍當年寫下的原始記錄（選

展因之與政治史和外交史密切交織、互為

100 most important events & people of the past

自劉統編《紅軍長征記：原始記錄》），

表裡，參與塑造了現代中國的歷史景觀。

1000 years）。中國有三個事件入選「100件

增加了親歷者的視角和聲音。這些在長征

在本書中，作者利用大量檔案資料，還原諸

事」，其中一個就是長征。對於這一中共

後不久就記下的有血有肉的文字揭開了另

多豐富生動的歷史細節，細緻入微地分析奧

歷史中關鍵和傳奇的事件，雖然已有不少

一維度的故事，展現了豐富的歷史肌理。

林匹克委員會成員資格之爭、「乒乓外交」

描述和研究，但很多都流於意識形態，少

等體育與政治交匯的微妙時刻，再現了大國

有新意。

崛起之夢與國際現實的交互往還。

這本《長征》小書，是在中共黨史、軍事
史專家劉統兩次講座的基礎上修訂增補而
成。作者結合大量檔案史料和實地考察，
將數十年研究化為兩個多小時的生動講
述，在常見的長征敘事之外，揭示了大量
複雜、精彩、殘酷、意外的歷史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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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統，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曾
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山東大學碩士，師從古代史大家王仲犖教授治
魏晉南北朝史。復旦大學博士，師從中國歷史
地理學奠基人譚其驤教授研習歷史地理學。

傳記 / 歷史學 • 978-988-237-248-1 • 2021年6月

延伸閱讀 魯林著《毛澤東傳》（全四冊）

5.1 x 7.8 • 172頁 • 平裝 • US$16

978-988-237-053-1

增訂版據英文版全文譯出，作者並另闢新
章，引入2008年以後的資料和研究成果，
討論2008–2050年體育與政治的關係將出現
怎樣的新面貌，並對「何為中國？何為中
國人？」等根本性問題提供了新的反思。

徐國琦，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大學嘉里集
團基金全球化歷史講席教授。長期關注以中國
為中心的體育史、國際史和共有歷史等。著有
《中國與大戰》、《一戰中的華工》、《中國人
與美國人》等多部專著。
尤衛群，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近代中外關係
史碩士。

梳理現代中國的體育政治史恰
逢其時，歷史學家、新聞記者
以及對體育賽事在現代中國之
興起有興趣的人，都將從這本
書中學到很多。
——

柯偉林（William Kirby）

哈佛大學商學院Spangler Family講席
教授、T. M. Chang中國研究講席教授

歷史 • 978-988-237-216-0 • 2021年7月
6 x 9 • 300頁 • 精裝 • US$33

延伸閱讀 馬佳士、史大偉著《中國與非洲：一個世
紀的交往》• 978-962-996-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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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兩遍的路

有緣有幸同斯世

我的中國歷史學家之旅

金耀基 著

柯文 著
劉楠楠 譯

追憶「同生斯世」的有緣之人
著墨學術文壇的人物群像

每一代歷史學家
都要重寫上一代歷史學家寫下的
歷史

著名美國歷史學家柯文從治學中國歷史至今

事，如與兩位導師、史學泰斗費正清和史

本書收錄金耀基教授近三十年來的人物書

重要發展時刻。「他們每一個都曾為這個

六十年出頭，回頭審視他所走過的路，正當

華慈的交流經歷，出書過程中艱難險阻、

寫，除父親之外，還包括他的三位老師，

世界增添光輝與溫情，他們更都使我的生

其時：「我對中國歷史和歷史本身的思考，

鮮有人知的故事等。作者希望，這些能讓

王雲五、浦薛鳳、鄒文海；錢穆、徐復

命意義變得充盈、豐實，我之能與他們『同

經歷了一系列演變。」到底柯文的學術事

不是中國歷史學家，甚至不研究歷史的人

觀、費孝通等前輩人物，以及傅高義、余

生斯世』不只『有緣』，更屬『有幸』，

業在何處開啟？一些節點他的觀點如何轉

也覺得饒有興致。

英時等與他同世代的朋輩友人。這些文章

真的是『有緣有幸同斯世』」。透過作者

變，又為何轉變？現在的他如何思考？

大都是追思之作，有的則是在他們生前因

感性的筆觸，追憶與故人交往的舊事，感

柯文選擇《走過兩遍的路》作為題目，象

不同機緣，為他們書寫：「在八十年的人

受到其對人世間的深情。

徵著一個關鍵分別：當初親身經歷的歷史
與後來重構的歷史迥然不同。重構歷史
時，人們已然知曉結果，歷史學家會把精
力放在理解上，解釋為何出現這樣的結
果。因此回憶錄作為歷史的一種形式，往
往講述當時或隱而不發，或未曾存在的
視角。
這本歷史學家的回憶錄主要講學術生涯，
探尋柯文成為歷史學家的一波三折的故

傳記 / 歷史學 • 978-988-237-211-5 • 2021年6月
5.8 x 8.3 • 344頁 • 平裝 • US$23

柯文（Paul A. Cohen），麻省衛斯理學院亞洲
研究及歷史榮休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
研究中心研究員。師從費正清及史華慈。代
表作包括《中國與基督教》( China and Christianity)、
《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歷史三調：作
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in Three
Keys)、《與歷史對話》(Speaking to History)、《歷
史與大眾記憶》(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等。

生中，從二十世紀到廿一世紀，這段歲月
恰是中國歷史（甚或人類歷史）上一個發
生巨變的大時代，我深以為我與同生這個
大時代的人有一大因緣」。
作者對每位人物的生平軌跡皆具深刻認
識，勾畫出了他們鮮明的輪廓，並借由他

金耀基，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家和書法
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新
亞書院院長，社會學系主任等職。現為香港中
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
院士。

們的事跡，回顧了大學教育與學術思想的

劉楠楠，香港大學翻譯研究哲學博士。

延伸閱讀 王賡武回憶錄（兩卷本）
上卷 王賡武著 978-988-237-198-9

歷史 • 978-988-237-252-8 • 2021年12月
5.8 x 8.3 • 約200頁 • 精裝 • US$21

延伸閱讀 陳方正著《當時只道是尋常》
978-962-996-792-5

下卷 王賡武、林娉婷著 978-988-23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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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鄰在側

焦

(三冊)

中國和東南亞邊區的改造

出

黎志添 主編

韓恩澤 著
林紋沛 譯

道藏輯要．提要

首部有關《道藏輯要》的解題與
研究巨著

行了整體分析。通過剖釋這部清代道教典

本書提供了一個歷史比較論述，描述這片

收道書門類眾多，作為近代規模最大的道

籍的編撰與流傳，本書揭示了近代中國宗

「有機」高地—緬甸，及其兩個強鄰中國

教經典選集，它無疑是研究明清道教，尤

教的重要發展歷程。

和泰國在近現代的關係。尤其聚焦中、緬、

其是清代道教乩壇、呂祖與文昌信仰、全

泰三國交界的邊區，詳盡描繪了這三個國家

真派道經等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

邊區地帶的國家建構及國族建構進程。本書

《道藏輯要．提要》旨在為《道藏輯要》所

提出以「鄰域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

位國際學者合作完成，不僅介紹經本的基本
內容，更釐清文本歷史和版本來源。
作為首部《道藏輯要》的解題編著，本書
不但為研究某一特定道教經典的學者提供
便利，對《道藏輯要》的背景和演變也進

宗教研究 / 道教 • 978-988-237-188-0 • 2021年5月

12.1 x 6.9 x 8 • 上冊：704頁，中冊：720頁，下冊：648頁
單色圖135幅、彩圖54幅．精裝（函裝）• US$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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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的和平進程又如何深深牽動
中國一帶一路的整體戰略利益？

《道藏輯要》是清代的大型道教叢書，所

提供詳實準確且條理清晰的信息。提要由74

版

邊區地帶的國家破碎化是如何形
成的？

從清代道教典籍的流傳與編撰，
揭示中華帝國晚期宗教的發展

收藏內（即《正統道藏》）、藏外道經，

點

黎志添，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執行副所長、道教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道教研究學報》創刊主編及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總編。研究領域包括
六朝道教史、天師道經典、道教科儀、清代《
道藏輯要》、明清呂祖乩壇信仰等。近年專著
有《道貫嶺南─廣州三元宮志》（2019）、
《修心煉性─〈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
白話註譯》（2017）等。

做為思考國家與國族建構的理論視角，爬梳

延伸閱讀 黎志添編著《道貫嶺南：廣州三元宮志》

政治 • 978-988-237-244-3 • 2021年12月

978-988-237-180-4

了各國國家、國族建構差異的歷史發展及當
代樣貌，藉此強調跨越國界的不對等國力關
係，如何深深地影響邊界地帶的政治結構
方式，與國家整合和國族認同建構的多樣結
果。這個過程，對於我們了解現今緬甸國內
的政局，及其與中國和泰國的關係，都舉足
輕重。

6x9

• 約220頁 • 平裝 • US$23

韓恩澤，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
於普林斯頓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現為香港大
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中
國族群政治、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等。
林紋沛，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歷
史學系碩士，現為專職譯者。

韓恩澤博士以獨創性和敏感性闡
述了鄰里效應如何對國家互動產
生影響。此書對相關領域貢獻卓
越，強烈推薦。
——

王賡武

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

延伸閱讀 劉曉原著《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
族關係史述》• 978-962-996-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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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粵語

蘇聯政策中的新疆
斯大林與東突厥斯坦的
穆斯林運動（1931–1949）

二百年滄桑探索
張洪年 著

賈米里．哈桑雷 著
楊恕 譯

粵語在香港作為一種有機體
有自己蓬勃的生命力且不斷變化

邊疆系列

語言並不如想像中那樣古板或死板
挖掘和梳理前蘇聯檔案
全方位闡釋和分析蘇聯對新疆
事務的干涉

1930–1940年代，蘇聯對中國新疆展開積極
干涉，通過培植代理人，建立親蘇團體實
施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擴張，進行軍事
干預等手段，企圖將該地區納入其勢力範
圍。而這些政策的主要領導者就是斯大林
本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即是蘇聯干
涉的結果。
為還原此紛繁複雜的歷史場景，作者對
俄羅斯檔案館中關於前蘇聯政治、外交和
安全機構的檔案展開挖掘和梳理，並在此
基礎上，對蘇聯干涉新疆的政策過程和效

賈米里．哈桑雷（Jamil Hasanli），現為倫敦大學
IIE-SRF/Cara研究員，曾任阿塞拜疆巴庫國立大
學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訪問學者（2016–
2017），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中心訪問學者
（2011–2020）。專研中亞、中東現當代史，著
述豐富，其著作已在阿塞拜疆、美國、英國、
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等國出版。
楊恕，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教授、所長，主要
研究領域為中亞、反分裂、反恐、地緣政治、
國際關係理論等。曾於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工
作，先後在蘭州大學地質系、地理系、國際政
治系、政治與行政學院任教，並擔任蘭州大學
黨委副書記、副校長等職務。

香港早期的粵語來自廣州，二十世紀中期

史有興趣的人必須面對、尋求答案的重要

以後逐步與廣州話分道揚鑣，漸漸自成一

切入點。作者希望能從眾多的語料之中，

種語言。如今香港人口絕大部分以粵語為

擬構出粵語在這新舊交替之際的發展軌

母語，社會上的活動都以粵語為主要溝通

跡，供後來者參考和討論。

語言。香港的粵語雜用大量外來語，有的
已經成了本地詞彙一部分，在語音和語法
層面也發生了許多新變化。
然而，這些變化到底如何發生，幾時發
生？變化的牽涉面有多廣，軌跡是否可
循？我們能否在其他語言中，找尋到類似
的發展？這種種問題，都是對語言發展歷

張洪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榮休教授，著有《香港粵語
語法的研究》（1972年初版，2007年增訂版）、
A Practical Chinese Grammar（1994）、《一切從
語言開始》（2017）等。

果進行了全方位、抽絲剝繭般的闡述和分
析。譯筆專業、流暢、準確，得以將本書
獨特、珍貴的歷史價值更完美地呈現給
讀者。

中國歷史 / 邊疆研究 • 978-988-237-204-7 • 2021年4月
6 x 9 • 340頁 • 平裝 • US$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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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劉曉原著《邊緣地帶的革命：中共民族政
策的緣起（1921–1945）》• 978-988-237-059-3

語言學 / 香港研究 • 978-988-237-193-4 • 2021年6月
6 x 9 • 428頁 • 平裝 • US$25

延伸閱讀 文潔華編《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
異質與多元》• 978-962-996-5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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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創新

霍姆斯與
百年中西法學

中華傳播研究40年
李立峯、黃煜 主編

蘇基朗、於興中、蘇壽富美 編

華人傳播學者解答的一定只是華
人社會的問題？

全面剖析霍姆斯大法官的法律思想
透視其所孕生的現代普通法系精神

中華傳播學的理論觀點，又能否
成為國際傳播學的一環？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

義、新實用主義等思想的關連。本書不但

香港的傳播研究已走過四十餘載，中國大

1935）是美國著名的法學家，也是近代

代表著中國學者對霍姆斯思想的研究水平

陸與台灣學者對華文傳播現象的研究也有

美國最具影響力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

和最新見解，而對美國法律思想史乃至法

了長足進步。然而，中華傳播研究與學科

一。霍姆斯作為「法律實用主義的教父

理學史研究，也極具啟發作用。

發展究竟取得了哪些值得傳承的成果？在

和現實主義的開創者」，其簡潔精闢的司

傳播理論與研究方法上，有哪些突破與創

法觀點和懷疑一切的態度，以及其對普通

新，未來又有甚麼需要改進的問題？到底

法、公民自由和憲政民主的見解，在一百
多年來對中西法學及法律思想，均產生深
遠影響。
本書從不同角度切入，勾勒霍姆斯法律思
想的輪廓。除了探討霍姆斯思想的理論來
源及主題，還揭示霍姆斯與普通法傳統、
憲法權利觀、薩維尼佔有論、法律現實主

蘇基朗，澳洲國立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澳門大
學歷史學講座教授、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代院
長、法學院禮聘教授等職。
於興中，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現任美國康奈爾
大學法學院王氏中國法講席教授、杭州師範大
學特聘教授。
蘇壽富美，多倫多大學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哲學
博士，現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訪問學者。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及
院長。專研新聞學研究、政治傳播、公眾輿論
與公共話語、媒體與社會運動、文化價值觀變
遷等。
黃煜，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及院長。專
研新聞與媒體表現、傳播政治經濟學等。

是否有所謂「中華特色的傳播研究」，抑
或僅是全球學術的有機組成部分？
本書旨在從全球的角度審視中華傳播研
究，總結不同地區、不同領域傳播學的發
展脈絡，並探討如何提高傳播理論概念水
平，以及加強傳播研究的方法。本書還結
合知識社會學及相關學科來反思過去的研
究成果，並處理特定的焦點問題，如數據

對於任何一位希望一窺華人傳播
研究貢獻與最新進展的讀者而
言，本書都將是重要的依據。
——

汪琪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與理論的關係、概念及方法的應用與改
進、學術本土化與全球化之張力等。

歷史 / 法學 • 978-988-237-242-9 • 2021年12月
6 x 9 • 約330頁• 精裝 • US$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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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周保松著《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
點看（第三版）• 978-988-237-214-6

傳播學

• 978-988-237-217-7 • 2021年9月
6 x 9 • 460頁 • 精裝 • US$37

延伸閱讀 邱林川、黃煜、馮應謙編《傳播學大師訪
談錄》• 978-988-237-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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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之學

現代西藏史
1957–1959

人文、哲學與通識教育

梅．戈爾斯坦 著
彭雲 譯

張燦輝 著
通識教育叢書

邊疆系列

通識教育與大學教育是甚麼關係?
西藏史權威

半生錘鍊

怎樣的通識教育才能賦予大學教
育一個靈魂？

完成現代西藏史系列最終章

了解1957至1959年這段時期的複雜歷史，
對於理解1950年代的西藏，並延伸到20世
紀往後的西藏歷史至關重要。
本書是梅．戈爾斯坦現代西藏史系列的第
四部著作，為1957至1959年的漢藏歷史提
供新的解讀。作者還重新評估了在大眾領

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美國凱斯
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人類
學教授與西藏研究中心協同主管，美國國家科學
院院士。著有多部關於西藏的重要著作。
彭雲，本職工程師，對藏族的興趣始於參觀雲
南德欽的普利藏文學校，此後翻譯了多種有關
西藏與藏族的文章與書籍。

域和學術文獻中廣被誤解、刻板化和歪曲

未出版的回憶錄、新的傳記，以及大量專
門進行的深度政治採訪，史料豐富，分析
細緻入微，不偏不倚地敘述了漢藏關係的
最後關鍵兩年中主要參與方和其政策。

神和西方博雅教育傳統，一直以人文與通識
教育作為大學教育理念的基礎。經過近二十
年來的努力，大學通識教育建立「四智性範
學通識課程的「中大模式」。

教育部任教時的多篇文章，不但記錄了作

本書重要且易讀，填補了現代西
藏歷史研究領域的空白，是有志
於理解錯綜複雜的現代西藏歷史
的專家及普通讀者的必讀之書。
—— 裴嘉琪（Dáša Pejchar Mortensen）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前系主
任、前大學通識教育主任。研究範圍包括現象
學、海德格哲學、生死愛欲之存在問題，以及
攝相現象學。

圍」及「對話課程」，確立了有別於其他大

本書收錄張燦輝教授在中大哲學系和通識

的問題(例如毛澤東的西藏政策)。本書採
用了新發現的中國政府重要文件、出版和

自創校以來，香港中文大學結合中國人文精

者對人文學科、哲學及通識教育種種問題
的反思，也著重探討中大通識教育課程背

我毫無猶豫地說，張燦輝教授
與他的團隊為中大通識教育所做
的定性、定位的工作十分傑出，
而且富於真、善、美三維的智性
想像。

後的理念和實踐。通過剖析通識課程的設
計，本書從根本上回答對大學教育本質的
叩問。

——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美國戴維森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

歷史 • 978-988-237-218-4 • 2021年4月
6 x 9 • 728頁 • 精裝 • US$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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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朱麗雙著《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1912–
1949）》• 978-962-996-711-6

通識教育 / 哲學 • 978-988-237-243-6 • 2021年9月
6 x 9 • 252頁 • 平裝 • US$19

延伸閱讀 梁美儀、張燦輝合編《凝視死亡：死與人
間的多元省思》• 978-962-996-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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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的故事

給孩子的古文

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商偉 選編

熊景明 著
給孩子系列

留下長輩的故事，
每個時代應該有自己的古文選
本，展現主題、風格、文體交織
而成的活潑精神，今天讀來也沒
有絲毫過時感

比留下他們的骨灰更有意義

說起古代文學，很容易就想到唐宋詩詞，

章大意，導讀各有側重，力圖展現出古文

《長輩的故事》是一部家族記憶史，它透

但中國歷來也是一個散文大國。就語文學

寫作的千姿百態，啟示閱讀古文的不同方

過人物的命運沉浮，展現了西南邊陲城市

習來說，古文是起點，捨此別無他途。

式，幫助讀者深入理解文本。

昆明自民國至共和國近百年間的政治風雲

本書是商偉教授精心為當代讀者編選的古

古文是進入廣袤的中國文化傳統的關鍵鑰

和新舊衝突，以及革命風暴對一個大家庭

文讀本，對孩子、家長和所有想學習古文

匙。本書正是希望能培養一生受用的古文

的深刻影響，細膩地描繪了在時代巨變的

卻無從入手的讀者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

閱讀與欣賞能力，使數千年的中國古典文

潮流中，在新生和毀滅的地基上，一群人

選本。

化資源能夠重新進入和滋養當代讀者們的

仍恪守傳統美德，堅守著人性的美好信

本書精選從先秦到近代的八十多篇古文，

思想世界。

念，以至情至性彼此溫暖、造福社會。

既有諸子百家之言，如《老子》、《莊
子》等篇章，也有史傳篇目；既有膾炙人
口的唐宋八大家散文，也有歷代學者名家

讀，不同於一般作者簡介、背景知識和篇

商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杜
氏中國文化講座教授，畢業於北京大學、
哈佛大學，師從袁行霈、林庚、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韓南（Patrick Hanan）等
泰斗級學者。

文學 • 978-988-237-176-7 • 2021年7月

延伸閱讀 北島編《給孩子的詩》• 978-962-996-665-2

的精彩篇章。文體包羅萬象，篇章由易到
難，帶領讀者一步步走入豐富的古文世界
之中。編者在每篇之前添加了細緻的導

5 x 8.25 • 456頁 • 平裝 • U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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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1943年出生於昆明，1979年移民香
港。1988–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

歷史 • 978-988-237-230-6 • 2021年9月

務中心工作，其間參與多項中國大陸的農村扶
貧項目，並編撰數本中國研究論文集。近年從
事民間歷史寫作、推廣、資料收集。

只有大家庭的背景，才產生這樣
的故事。平靜敘述，沒有怨尤，
寫傳統與革命的衝突，舉重若
輕。
——

王鼎鈞
作家

延伸閱讀 顏純鈎著《血雨華年》• 978-988-237-106-4

6 x 9 • 404頁 • 平裝 • U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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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不平等

字裏人間

社會不公如何影響我們的
健康

梁卓恒、劉保禧、李駿康 合編

人文經典與通識教育

麥可．馬穆 著
洪慧芳 譯

通識教育叢書

殺人的不只是病毒，更是權力、
財力和資源上的不平等

如果你對生命、道德、苦難、公
義等議題有困惑，
我們希望與你一起思考美好人生
與理想社會的圖像

僅是貧窮不必然會導致健康惡化，但不平
等則會使人生病。每個國家的健康不平等
問題和社會梯度密切相關——社會地位越
低，健康越差。
創造賦權的社會與環境，是減少健康不平
等，從而改善個人健康的關鍵。馬穆以人

麥可．馬穆（Professor Sir Michael Marmot），
倫敦大學學院（UCL）流行病學教授及健康公
平研究所所長、香港中文大學健康公平研究所
聯席所長。曾任世界醫學協會會長，與世界衛
生組織「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主席。
洪慧芳，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管理碩士，現為專職譯者。

《字裏人間》的編纂目標很清晰：直接以
東西方經典介入人文議題，透過研讀經典
引發人們思考美好人生與理想社會的條
件、規範和準則。「字裏」與「人間」的
互動，表明當代的經典教育必然是一個文
況，是讀者能夠體驗到將經典與人文價值

方和國家制訂改善政策的框架：兒童早期

問題連結的問題意識，培育一種通古今、

件、健康生活的最低收入、營造健康與永
續的社區，以及強化預防的角色與影響。
馬穆強調，我們擁有工具與資源，可以顯
著地改善世界各地的個人與社會的健康水
準；如果可以改變卻不採取行動，就是一
種不公的展現。

當代從事這方面研究多年的靈
魂人物馬穆爵士引用多國的例
子，深入淺出地解釋健康不平
等的因由、推論為何這問題必
須要處理以及提出具體的解決
方案。
——

鍾一諾

李駿康，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主修神學及宗
教研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講
師、崇基學院服務學習中心副主任。

字與社群相互創造的過程。最理想的情

的生命歷程為視角，提出六個領域作為地
發展、教育與終身學習、就業和工作條

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客席任教於哲學
系。研究興趣是儒家哲學與比較哲學。

辨是非的能力，重新審視一己生命與時代
關懷。

梁卓恒，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哲學博
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
曾獲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模範教學獎（2019）。
劉保禧，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

本書藉分析經典文本的進路，探
討自我意識、道德問題、信仰與
苦難、社會制度等與幸福人生及
美好社會有關的價值議題，務求
讓讀者感受到經典閱讀與價值探
究的緊密關係。
——梁美儀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公平研究所副所長

醫療 / 公共健康 • 978-988-237-209-2 • 2021年2月
7.3 x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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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頁 • 平裝 • US$27

延伸閱讀 葉家威、曾瑞明著《全球正義與普世價
值》• 978-988-237-072-2

通識教育 / 哲學 • 978-988-237-194-1 • 2021年6月
6 x 9 • 324頁 • 平裝 • US$18

延伸閱讀 黃沐恩著《情動於中：生死愛慾的哲學思
考》• 978-988-237-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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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怎麼辦？

焦

(共五本)

出

峯村良子 著
唐亞明、郭敏、崔穎 譯

版

點

小中大系列

去圖書館、野營有甚麼要注意的？
出席婚禮、葬禮又有甚麼禮儀？
吃西餐或日本餐時餐具放在哪裏？
日本的女兒節又是怎麼過的？

峯村良子，1947年出生於日本福岡縣。在三愛
宣傳部做設計工作，之後成為自由插畫家。現
在活躍於多個領域，包括畫插畫、寫文章、做
手工書等，但以創作兒童書籍為主。負責插圖
或創作的書系數量甚豐。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碰到「這個時
候該怎麼辦？」的問題，或是不知道在不
同情景中要遵守甚麼規則才不會給別人帶
來困擾，或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孩
子們也許不明白甚麼是困擾和麻煩，如果
有了辨別能力，那麼在遇到問題時，孩子
們自然而然就懂得如何對待和處理了。
這套書用圖畫和簡單的文字介紹各個情景
中的禮儀規範，孩子沒有必要把它們都背
下來，規範也不是那麼絕對。請你們用愉
快的心情去閱讀，知道了基本禮儀，就能
與他人愉快地交往、相處。

繪本/兒童圖書 • 2021年6月 • 9 x 11 • 各冊32頁 • 精裝 • 每冊U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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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怎麼辦？① 日常生活》
978-988-237-232-0
《這個時候怎麼辦？② 餐桌禮儀》
978-988-237-233-7
《這個時候怎麼辦？③ 出門社交》
978-988-237-234-4
《這個時候怎麼辦？④ 待人接物》
978-988-237-235-1
《這個時候怎麼辦？⑤ 日本節慶》
978-988-237-236-8

唐亞明，在北京出生和成長，畢業於早稻田大
學文學系、東京大學研究生院。1983年應「日本
繪本之父」松居直邀請，進入日本最權威的少兒
出版社福音館書店，成為日本出版社的第一個外
國人正式編輯，編輯了大量優秀的圖畫書，多次
榮獲各種獎項。曾任「意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書
展」評委、日本國際兒童圖書評議會（JBBY）理
事等。
崔穎，帝冢山學院大學日本文學系畢業，大阪
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學語言碩士畢
業，同大學院言語文化學部中國文學課程博士結
業。現任該大學講師，活躍在教育第一線。現居
大阪。
郭敏，1987年赴日本留學，在東京藝術大學音
樂學部學習民族音樂學。曾參與多部電影、展
覽的音樂演奏；在日本各大電視台出演，與各
國著名音樂家同台演出。現居東京。

延伸閱讀 泉美智子著《經濟學是什麼？》（六冊） • ①978-988-237-134-7 ②978-988-237-135-4 ③978-988-237136-1 ④978-988-237-137-8 ⑤978-988-237-138-5 ⑥978-988-237-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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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影會

香港古典詩文集
經眼錄續編

(簡體字版，全三冊)
第一冊：現場
第二冊：檔案

詩社集、詞社集
鄒穎文 編著

第三冊：觀點
徐勇 主編

香港古典詩文文獻首次系統整理
對了解中國古典文學在香港之發
展裨益匪淺

在陡變時代爆發的一場攝影觀念
更新運動

四月影會，是中國文革後首個民間自發的

動的全面回顧與深入討論，填補了中國藝

青年攝影團體。它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至

術史的一段空白。內容包括首次公布的展

80年代初舉辦的三回藝術攝影展，是改革

覽作品文獻與檔案、當時文化藝術界對展

開放之初發生的一場攝影觀念更新運動，

覽的報道與評論、對四月影會主要成員及

能從個別詩人文集或報刊所載領略鱗爪。

掀開了中國攝影史的新篇章，在文化藝術

相關者的訪談等。

為搜潛揚逸，本書乃繼著錄詩人個人文集

界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四月影會1979

過去150年，國內文士每於政治動蕩播遷流
徙，雲集香港，延續中國詩歌傳統，大小
詩社、詞社相繼崛起，部分社課曾經結集
流播，惟大部分均未經爬梳整理，後人只

之《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介紹晚清
以來至1997年香港約150家詩社、詞社，
著錄其中36家所輯詩社集、詞社集49種，
羅列其基本出版資料及學者論評，介紹詩
社、詞社創立緣起、活躍時間、社員背景
及社課，讓讀者了解過去詩人結社大概，

鄒穎文，香港大學畢業，現職香港中文大學圖
書館。輯有《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
人手札》、《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及《書
海驪珠：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珍藏專輯》等。

詳考篇目，撰述源流，耗費心
力，成果豐碩，俾百年以來香
港詩壇之輝煌面貌，得以重現。
——

黃坤堯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教授

填補香港古典詩文研究空白。

文學 / 詩詞 • 978-988-237-227-6 • 2021年2月

7.3 x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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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頁 • 平裝 • US$50

延伸閱讀 鄒穎文編《書海驪珠：香港中文大學圖書
館珍藏專輯》• 978-962-996-551-8

年4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辦的第一回展
覽，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發端性事件之一。

資料難以尋覓。這部文獻是對四月影會活

徐勇，藝術家。1954年出生於上海。1984年至
1988年擔任北京廣告公司攝影師。1993年發起北
京胡同文化遊覽活動。2003年發起「再造798」
藝術活動，是北京798藝術區主要發起人之
一。曾任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攝影藝術代
表作有《胡同101像》、《解決方案》、《十八
度灰》、《這張臉》、《底片：掃描》等。

藝術 • 978-988-237-229-0 • 2021年6月• 7.1 x 9.8

延伸閱讀 栗憲庭、黃銳編《Stars 79–80 星星美展》

它的緣起與經過，四十餘年來並未得到全
面、系統的回顧和梳理；意義與價值，
也迄今未得到藝術界的充分重視，展開討
論，予以明確。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相關

三冊共916頁 • 彩圖670幅 • 精裝（書盒）• US$70

978-988-237-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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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國與日本：

近

1500年的交流史

出

傅高義 著 • 毛升 譯

版

平裝 978-988-237-115-6
精裝 978-988-237-117-0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
毛升 著
978-988-237-206-1

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
張歷君 著
978-988-237-102-6

顧孟餘的清高：

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
黃克武 著
978-988-237-133-0

王賡武回憶錄
家園何處是 王賡武 著
978-988-237-198-9
心安即是家 王賡武、林娉婷 著
978-988-23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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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S
Book, Jackets,
& Journal Show
Selections
2021

HONG KONG
LITERATURE
SERIES
The Drunkard Liu Yichang
Dragons Leung Ping-kwan
Lotus Leaves Leung Ping-kwan
The Teddy Bear Chronicles Xi Xi
The Best China Edited by John Minford
Ordinary Days Leo Ou-fan Lee and Esther Yuk-ying Lee

第三屆
「香港出版雙年獎 2021」

通向現代財政國家的路徑

文學及小說類

「最佳出版獎」

編輯鍾叔河

ICAS Book Prize 2021

紙上的紀錄片

Best Book
Translation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lade

彭小蓮、汪劍 著

英國、日本和中國
和文凱 著 汪精玲 譯

訂購及查詢
香港 • 新界 •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電話：+852 3943 9800
電郵：cup-bus@cuhk.edu.hk
網址：cup.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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