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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TITLE

How the Red Sun Ros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30–1945
Gao Hua
Translated by Stacy Mosher and Guo Jian

“A monumental and path-breaking study of Mao’s rise in
the party.”
—Joseph W. Esheri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History/ Politics
November 2018
978-962-996-822-9
229 x 152 mm
840 pp
Hardcover
US$70

“This forceful account of Mao Zedong’s rise to preeminence displays extraordinary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 A. Smith
University of Oxford

This work offer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from 1942 to 1945.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campaign emancipa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Soviet-influenced dogmatism and unified the Party,
preparing it for the final victory against the Nationalist
Party in 1949. More importantly, this monograph shows
in great detail how Mao Zedong established his leadership
through this party-wide political movement by means of
aggressive intraparty purges, thought control, coercive
cadre examinations, and total reorganizations of the Party’s
upper structure. The result of this movement not only set
up the foundation for Mao’s new China, but also deep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tructure toda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How the Red Sun Rose was
published in 2000, and has had twenty-two printings
since then.
Gao Hua (1954–2011) was a professor at Nanjing University and a
leading historia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20th-century
China.

3

LEAD TITLE

The China-U.S. Trade War and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Lawrence J. Lau

“Lawrence Lau’s book on the current U.S.-China trade war
is insightful, balanced and comprehensive. It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one who wants to get past the headlines.”
—A. Michael Spence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 Sciences (2001)
Senior Fellow, Th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Economics/ China-U.S. Relations
December 2018
978-988-237-112-5
229 x 152 mm
216 pp
Hardcover
US$39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 in the
world today. The U.S. and China are respectively the
largest and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y are also respectively the largest and the second
largest trading nations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each
other’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If China and
the U.S. work together as partners towards a common
goal, many things are possible.
It is essential to know the true state of the China-U.S.
trade balance before effective solutions can be devised
to narrow the trade surplus or deficit. The impacts
and potential impacts of the 2018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n the two economies are analysed
and discussed. The longterm forces that underlie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eyond
the 2018 trade war are examined. In this connection,
how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 help to keep the competition friendly
and avert a war between them is explored.
Prof. Lawrence J. Lau (PhD i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69) is Kwoh-Ting Li Profess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meritu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e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and, from 2004 to 2010,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CUHK) sixth Vice-Chancellor
and President. Since 2007, Professor Lau has been serving as Ralph and
Claire Landau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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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COMING

The Chu Silk Manuscripts from Zidanku,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Volume One)
Li Ling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Archaeology/ Paleography
October 2019
978-988-237-097-5
280 x 215 mm
App. 250 pp
Hardcover
US$100

The Silk Manuscripts from Zidanku, Changsha (Hunan),
are the only pre-Imperial Chinese manuscripts on
silk found to-date. This is the first in a two-volume
monograph on the Zidanku manuscripts, reflecting
almost four decades of research by Professor Li Ling of
Peking University. Superseding previous efforts, this is
the definitive account that will sets the record straight
and establishes a new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se
uniquely important artifacts.
While the philological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anuscript texts is the subject of Volume Two, this first
volume presents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history of
transmission of the physical manuscripts. It records how
they were taken from their original place of interment
in the 1940s and take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6;
documents the early stage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finds
from the Zidanku tomb and its re-excavation in the
1970s; and accounts for where the manuscripts were kept
before becoming the property, respectively, of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New York (Manuscript 1), and
the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Manuscripts 2 and 3). Superseding previous efforts, this
is the definitive account that will sets the record straight
and establishes a new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se
uniquely important artifacts.
Li Ling is a distinguished Chinese historian and archaeologist, a
towering figure in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civilization today.
He has been on the faculty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since 1985. He has published
prolifically in the areas of Chinese paleography, classical philology,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material culture and art history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Chinese bronzes). He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Eurasia in antiquity.
In 2016, he was named Foreig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236-yearold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AA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restigious honorary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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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COMING

The Mingjia & Related Text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Ian Johnston and Wang Ping

Literature/ Philosophy
August 2019
978-962-996-777-2
229 x 152 mm • 1184 pp
Hardcover • US$90

The Mingjia (名家, School of Names) is a notional
grouping of philosophers first recorded as such in the Shiji.
Their identifying feature was a concern with linguistic
issues particularly involving the correct use of names. The
group comprised seven men living between the 6th and 3rd
centuries BC, while only four (Deng Xi, Yin Wen, Hui
Shi, and Gongsun Long) have extant writings attributed to
them. It is an important group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Qin philosophy as the men themselves
and the concepts they explored feature prominently in the
writings of the other schools.

Wittgenstein, A One-way Ticket, and Other
Unforeseen Benefits of Studying Chinese
Edited by Perry Link

Languages & Linguistics / Essays
September 2019
978-988-237-094-4
210 x 140mm • 260 pp
Paperback • US$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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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collects essays from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who studied Chinese, learned it unusually well, and then
used it in very successful careers in journalism, business,
government work, and academe. Many of essays show that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difference is made?” can
have a charming unpredictability. The ten essays converge
on some important points: that speaking Chinese leads
much more quickly to deeper trust with Chinese people
than can be had through speaking English or by using
translation; that thinking “inside”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some ways offers different way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is book is unique in the language-teaching field. It can
also be an eye-opener for a general reader who believes that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is a simple matter of switching
codes and does not realize how life-changing the embrace of
a different language can be.

FORTHCOMI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1942–2015
Moira M. W. Chan-Yeung

History
August 2019
978-988-237-085-2
229 x 152 mm • 390 pp
Hardcover • US$49

This book gives an account of Hong Kong’s medical and
health development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the
present day, investigates how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grew and adapted as Hong Kong’s political and the socioeconomic landscape—and the world beyond it—changed,
and continued changing. The author is a clinician-scientist
rather than a social scientist, her writing is therefore based
on her first-hand knowledge of the changes in the Hong
Kong medical and healthcare scene during the period
1942–2015, and the book has also been enriched by her
meticulous research via the archives of availabl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other literature, and media reports. This book
is a sequel to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2–1941.

Is the Chinese Economy a Miracle or a Bubble?
Lawrence Juen-yee Lau

China Studies/ Economics
September 2019
978-988-237-095-1
229 x 152 mm • 480 pp
Hardcover • US$55

This book presents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by Professor
Lawrence Juenyee Lau from 1994 to 2018, discussing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s.
With empirical findings, the author identifies the source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and scrutiniz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development at various stage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China’s macro-economy, the
author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s an extraordinary “miracle” or merely an implausible
economic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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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C E N T LY P U B L I S H E D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termediate Chinese Textbook (Vol.1 & Vol.2)

學習漢語與文化
中級漢語課本（上／下冊）
Weijia Huang and Qun Ao

“This textbook is a supreme example of how to integrat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learning.”
—Hsiao-wei Wang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June 2019
978-988-237-060-9 (Vol.1)
978-988-237-061-6 (Vol.2)
284 x 210 mm
314 pp (Vol.1)/ 350 pp (Vol.2)
Paperback
US$39 (Vol.1)
US$43 (Vol.2)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textbook, which was intended to be us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school year and designed mainly for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introductory course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is book illustrates Chinese language
knowledge and introduces Chinese culture in twenty-two
lessons, covering a variety of cultural content, including
customs and manners, holidays and festivals, poems and
idioms, calligraphy and couplets, myths and legends, feng
shui and superstitions, and historical relics and sceneries
and many others. In every lesson, the authors have strived
to maintain a clear topic and a coherent structure. They
have also endeavored to keep the contents lively and achieve
a fluent writing style while closely controlling the structure
and grammar of every lesson.

Weijia Huang is senior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World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Boston University and certified 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tester by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Qun Ao is professor of Chinese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 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and certified
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tester by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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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C E N T LY P U B L I S H E D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Liu Lihong / Translated by
Gabriel Weiss and Henry Buchtel
with Sabine Wilms / Edited by
Heiner Fruehauf

The Writ of the Three
Sovereigns

From Local Lore to Institutional
Daoism
Dominic Steavu

The English edition of Liu Lihong’s milestone work is a sublime
beacon for the profess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21st century.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delivers
a straightforward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ly motivate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isdom
with Western science during the
last sixty years, and represents an
ardent appeal for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 science
in its own right. Professor Liu’s
candid presentation has made this
book a bestseller in China, treasured not only by medical students
and doctors, but by vast numbers
of non-professionals who long for
a state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that is founded in a deeper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648 CE, Tang imperial
authorities collected every copy of
the Writ of the Three Sovereigns
(Sanhuang wen) and burned
them. Two or three centuries
earlier, this text was only known
in Jiangnan, where it was regarded
as essential local lore. In the span
of a few generations, it would
become the cornerstone of one
of the three basic corpora of
the Daoist Canon, a pillar of
Daoism—and a perceived threat
to the state. This volume provides
a lucid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xt’s
hidden history and enigmatic
practices while shedding light on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medieval China.

Chinese Medicine
April 2019
978-988-237-057-9
229 x 152 mm • 696 pp
Hardcover • US$90

Daoism / Religion
June 2019
978-988-237-099-9
229 x 152 mm • App. 384 pp
Hardcover • US$65
* Worldwide except North America

New Life for Old Ideas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Donald
J. Munro
Edited by Yanming An and Brian
J. Bruya
Over five decades, Donald J.
Munro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voices in sinological
philosophy. His rapprochement
with contemporary cognitive
and evolutionary science helped
bolster the insights of Chinese
philosophers, and set the standard
for similar explorations today. In
this festschrift volume, students
of Munro and scholars influenced
by him celebrate Munro’s body
of work in essays that extend his
legacy, exploring their topics as
varied as the ethics of Zhuangzi’s
autotelicity, the teleology of nature
in Zhu Xi, and family love i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Philosophy
June 2019
978-988-237-052-4
229 x 152 mm • 432 pp
Hardcover • US$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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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C E N T LY P U B L I S H E D

Taipei People

The East Turkes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1930s to 1940s

Gao Village Revisited

Pai Hsien-yung (白先勇)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and Patia
Yasin / Edited by George Kao

Wang Ke
Translated by Carissa Fletcher

Mobo. C. F. Gao

Pai Hsien-yung i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world literature. His
masterpiece Taipei People is a classic of Taiwanese modernism; with
an intensity of vision comparable
to James Joyce’s Dubliners, it
follows the individual struggles of
the Taipei people, with a mix of
compassion, nostalgia, mourning,
and tenacious clarity.

Based on rare first-hand historical
data, Wang Ke presents the analysis of the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slamic social structur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oughts on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Re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of this
book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research work
on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East Turkestan. This revised,
enriched English edition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prominent issues of Xinjiang today.

This is a close study of Gao
Village twenty years after the
author, an anthropologist and
native of Gao village, wrote his
original ethnography Gao Village. It combines ethnographic
analysis, personal vignettes, and
a number of fascinating stories,
which presents a convincing yet
complex picture of how Gao
villagers inter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With his sympathetic and
insider’s approach,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ural Chinese display
great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er
strength of self-improvement; they
are active contributors to China’s
economic boom.

History/ Politics
November 2018
978-962-996-769-7
229 x 152 mm • 384 pp
Hardcover • US$50

China Studies
October 2018
978-962-996-578-5
229 x 152 mm • 300 pp
Hardcover • US$45

Fifty years after its publication,
the collection continues to move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Stories
from this collection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French, German,
Italian, Dutch, Hebrew, Japanese
and Korea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November 2018
978-988-237-006-7
216 x 140 mm • 392 pp
Paperback • U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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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fe of Rural Peopl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IAN STUDIE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Soft Power

Edited by Yip Ka-che, Wong Man
Kong, and Leung Yuen Sang

Frank Vigneron

Edited by Chan Sin-wai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marks the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the outbreak of SARS epidemic
in Hong Kong in 2003. This
documentary study, originating
as a research project a year after
the epidemic, is a comprehensive
attempt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in Hong
Kong from 1841 to the early
1990s. It analyses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intersection of colonial
priorities and indigenous agency
and practices that affected disease
outbreaks and development,
government and local responses,
advances in technology related to
health and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health agencies and
institutions.

This book investigates the varied
forms of art practices in Hong
Kong and greater China over the
last decade. The author explores
how and why the artists of the
city engage in practices ranging
from the most personal to the
most socially oriented, with an
interesting analysis of the works of
about fifty local art practitioners
and a representative range of art
institutions.

As a sequel to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 English-Chinese,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95, this volume, An Encyclopedia of Practica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focuses on practica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e
two emerging areas of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recent decades.
Some chapters in this volume
are illustrated with examples in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China, France, Hong Kong, Spain,
Taiw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with us
their 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 or
interpreting practice.

Hong Kong Studies/ History
October 2018
978-962-996-836-6
229 x 152 mm • 464 pp
Hardcover • US$60

Hong Kong Studies/ Art Criticism
July 2018
978-962-996-804-5
235 x 190 mm • 412 pp
Hardcover • US$60

Translation
July 2018
978-962-996-839-7
229 x 152 mm • 596 pp
Hardcover • US$52

Art Practices i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05–2014

An Encyclopedia of Practica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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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出版

紅色新聞兵
一個攝影記者密藏底片中
的文化大革命

李振盛 著

文化大革命期間，攝影記者李振盛由於「紅色新
聞兵」的身份，得以用相機記錄文革現場的眾多
景象。在他記錄的文革百態中，有大量本應銷毀
的「為文革抹黑」的照片。他將這近兩萬張「負
面」底片藏在家中地板之下，加上細心保存的另
外八萬張，共計十萬張底片，為文革保存了珍貴
的一手影像資料。
本書精選超過三百張照片，真實呈現文革的方方
面面，包括批鬥會、戴高帽、坐飛機、破四舊、
樣板戲、忠字舞、集體勞動、大遊行等等，將讀
者帶回文革狂熱、赤誠、暴力、荒誕的歷史現
場。對於文革而言，敘述與研究的文字資料已有
許多，但影像記錄卻始終零碎甚至缺失。因此當
我們從遠距離的閱讀者變成近距離的觀看者後，
影像中所呈現的文革現場令人震撼。

歷史
2018年7月
978-988-237-058-6
260 x 185mm • 360 頁
黑灰雙色圖287幅
精裝 • US$60

這批珍貴照片不僅是歷史的記錄，也具有很高的
藝術價值。2003年，以出版藝術類畫冊享譽國際
的英國菲登（Phaidon）出版社推出了英、法、
德、意、西、日六個版本，引起極大震動，受到
《紐約時報》 《時代周刊》 《讀者文摘》 《泰
晤士報》 《世界報》等全球主流媒體報道；並獲
美國海外記者協會「最佳攝影報道獎」 2004
被《美國攝影》評為「世界最佳攝影畫冊」
2 0 0 3 ）。 法 國 攝 影 大 師 布 列 松 稱 讚 李 振 盛 為
用鏡頭記錄歷史的同路人 。2013年，李振盛
獲頒有「國際攝影界奧斯卡」之稱的露西獎
The Lucie Award ，成為全球首位華人得主。

李振盛，1963年起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1982年任北
京國際政治學院（後更名為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新聞系新聞
攝影教研室主任。1996年應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邀
請赴美訪問講學，旅居紐約，任紐約華文月刊《天下華人》
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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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出版

傳奇攝影記者

10萬張底片

40年密藏

重現文革極端年代的歷史現場

用「會說話的照片」來告訴大家當年發生文革的荒謬和殘酷，是沉澱文字所不能傳達
的意象。

—美國《世界週刊》（World Journal）

刻有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馬克．呂布 Marc Riboud 、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 、威廉．克萊因 William Klein 等等英雄名單的露西獎項，今天添加了李振盛
的名字。他所躋身的這群大師行列，是在良知與痛感的永恆關係中，用鏡頭，使人類
對自身的行為保持震驚。
─陳丹青（華裔藝術家，2013年美國第11屆露西獎頒獎典禮上的頒獎詞）
李振盛不朽的作品是由大批判、處決、群眾的政治狂熱等照片構成的。儘管他無法完
全理解當時發生的情況，卻用相機記錄下了一個社會的崩潰、無理性的狂、瘋狂的崇
拜和人性的淪喪。這些照片既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又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事實上，從
某種意義上來說，李振盛是當今中國的英雄。
—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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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出版

天塌不下來
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係

劉遵義 著 • 余江 譯

中美關係無疑是當今世界最重要也最關鍵的雙邊
關係。美國和中國分別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
體，也是第一和第二大貿易國，且互為最重要的
貿易夥伴。假如中美兩國結為夥伴，為共同目標
聯手行動，許多事情將成為可能。但中美經濟關
係中存在著重大摩擦和潛在衝突，持久且較大的
美中貿易逆差就是問題之一。

經濟／中美關係
2019年1月
978-988-237-103-3
229 x 152 mm • 212 頁
精裝 • US $30

為縮小貿易順差或逆差而設計有效的解決方案，
必須首先弄清楚中美貿易收支的真實情況。本書
不僅討論了2018 年中美貿易戰對雙方的直接和
潛在衝擊，還超越了貿易戰，探討影響中美兩國
經濟關係的長期基礎性因素，以及與之相關的如
何利用兩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來維持和平競
爭，從而避免戰爭。

劉遵義教授於1964年獲得斯坦福大學物理學理學士學位，並
先後於1966 年及1969 年獲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文
學碩士與哲學博士學位。自1966 年起任教於斯坦福大學經濟
系，1976 年晉升為正教授，1992 年出任該校首任李國鼎經濟
發展講座教授，1992 年至1996 年間擔任亞太研究中心共同主
任，1997 年至1999 年間擔任經濟政策研究所主任，2006 年自
斯坦福大學退休並出任李國鼎經濟發展榮休講座教授。2004
年至2010 年間，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2010 年9月至2014
年9月，擔任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現為香港中
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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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出版

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四十年，備受高層信賴的改革顧問
• 1966年，年僅22歲的劉遵義即建立了全球首個中國計量經濟模型，並最早
將計量經濟學引入中國。
• 劉的建議幫助中國政府平穩渡過1988年通貨膨脹，1990年代銀行債務重
組、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等重要關口；他參與
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度與影響力，其他海外經濟學家無人可及。

秉持獨立的學術立場，基於嚴謹的科學分析，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依然樂觀作為這一領
域最傑出的經濟學家，劉遵義適時貢獻這部專著，為兩國當前出現的爭端提供了細緻
的分析、深刻的見解與甚有助益的建議。
—邁克 • 博斯金Michael J. Boskin
斯坦福大學Tully M. Friedman 經濟學教授，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
這本書給我們思考當下中美經貿關係及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視角。
—劉明康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前主席
劉遵義的經濟分析建立在嚴謹和扎實的事實之上，為這一吵吵鬧鬧、充斥着錯誤指控
和政治詭辯的熱門論題提供了新的洞見。
—勞倫斯 • 薩默斯 Lawrence H. Summers
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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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出版

一九八四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劉紹銘

文學
2019年7月
210 x 148 mm • ~365 頁
978-988-237-116-3
平裝• US $ 15

譯

以小說形式出之的反烏托邦文字紀錄頗多，但以英文作
品來說，想是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麗
新世界》最知名，也流傳最廣。《一九八四》是個老大
哥（極權統治者的代表）無所不在的世界。通過電幕，
思想警察對黨員日常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在這世界
生長的孩子，從小就受到黨的訓練和指示：監視父母的
行動。一有差池，就馬上檢舉。不但親情已絕，愛情、
友情和人類最基本的同情心，都受當權者有計劃的一一
抹煞。人間唯一容許而受鼓勵的愛，是愛老大哥。歐威
爾通過溫斯頓‧史密斯這個還有殘存「反動思想」的人
物所作的種種叛逆行為，反映出極權政治滅絕天良與傷
殘人性的種種恐怖面目。

亦師、亦友、亦敵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增訂版）
王柯 著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加之
歷代政權為了渡過各種危機而不時利用民族主義，使許
多中國人至今視日本為「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敵。
但是必須承認的是，從宏觀上來說看，對於近代中國來
說，日本事實上扮演了亦師、亦友、亦敵的三重角色，
而在造成兩國激烈衝突之根源和成為具體表現形式的民
族主義的層次上，則更能夠讓人感受到這種複雜的關
係。
歷史 ／中日關係
2019年9月
978-962-237-110-1
229 x 152 mm • 600頁
平裝 • US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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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
「邊疆」與歷史認識》（2015）的增訂版，新增五章並
重新組織，就是為了從多個角度和層面進一步深入探討
分析近代中國按照近代日本學習民族主義的問題。

即將出版

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 著
閆宇譯

歷史
2019年7月
978-962-237-127-9
229 x 152 mm • 420頁
平裝 • US $27

本書以社會結構關係為主線，敘述1949—1976年間毛澤
東革命政權的興衰。這個時代既取得驚人的成就，也發
生了史無前例的災難和動蕩。原因錯綜複雜，然而高高
在上、主導一切的正是毛澤東本人。毛澤東的種種設想
和指令，藉助高度一致的共產黨組織體系與從蘇聯複製
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層層下發，在地方各級實施；同時
也在這兩大體制架構下經歷了一個放大、變形、歪曲，
直至與毛的初衷相去甚遠的過程，常常帶來災難性的
後果。著名史家、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曾評價：「對於大學生和想了解共產主義
中國的讀者來說，未來很長時間內將難以出現堪與本書
媲美的作品。」

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
張歷君 著

文化研究
2019年10月
978-988-237-102-6
229 x 152 mm • 約280 頁
平裝 • US $23

本書將瞿秋白的思想、政治和文學實踐，理解為二十世
紀初中國「跨文化現代性（transcultural modernity) 的重要
案例。誠如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彭小妍所
言，「所謂跨文化，並非僅跨越語際及國界，還包括種
種二元對立的瓦解，例如過去 / 現代、菁英 / 通俗、國家
/ 區域、男性 / 女性、文學 / 非文學、圈內 / 圈外。」因
此，我們討論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的關係，無疑於在
討論瞿氏如何跨越這些二元對立的界線，將來自各種不
同文化脈絡的思想資源，創造性地轉化成嶄新的思想和
書寫軌跡。正是在這一跨文化現代性的研究視野裏，瞿
秋白多重複雜的思想世界才得以重新展現在我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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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雨華年

給孩子的港臺散文

吃馬鈴薯的日子

顏純鈎 著

劉紹銘、 梁淑雯 編

劉紹銘 著

那是烈火烹油的1966年夏
天，幾乎一點星火就能引
燃。一場摧枯拉朽的革命運
動，迅速席捲全國……

《給孩子的港臺散文》絕對
是老少咸宜的讀物，只要讀
者有童心，即可瞬間感受到
文字所迸發的童趣。本書分
港臺兩輯，選來三十七位作
者共五十九篇散文，寫作年
份由七十年代至今。香港是
「方塊文章」的天下，短短
的一塊豆腐空間，高手輩
出；相對香港而言，臺灣部
分有賴報紙雜誌歷年給予作
者廣闊的空間，文章大放異
彩。兩輯文字盡是人情趣
味、地方記憶和飲食藝術的
書寫，讓讀者從妙趣的文字
中細味「人間煙火」。

｢《吃馬鈴薯的日子》不是
自傳文學，但既然涉及我個
人一些經歷，總可算作自傳
文字。我記下這段生平的用
心，是為了勵志。當然，今
天香港的社會環境，與五十
年代是雲泥之別。但我相
信，即使今天大部份香港青
年在求學、就業和生活都有
改善，總還有一些人是個例
外。《吃馬鈴薯的日子》，
也就是為了這一類沒有享受
到父母或社會福蔭的人。撫
今追昔，吃馬鈴薯的日子，
比起童年那段歲月來，並不
算是什麼折磨。為了達到既
定的目標，櫛風沐雨、旰食
宵衣，也是值得的。我想香
港一定有不少與我童年經驗
相似的孩子。我希望他們看
了本書，也會像我當年的決
心一樣：咬着牙，掙下去。

文學

文學

文學

2019年4月
978-988-237-106-4
229 x 152 mm • 464頁
平裝 • US $19

2019年6月
978-988-237-116-3
148 x 210 mm • 312 頁
平裝 • US $16

2019年6月
978-988-237-118-7
148 x 210 mm • 200 頁
平裝 • US $14

在閩南沿海一個小鎮上，
「我」與幾個年輕人義無反
顧地一頭栽進紅衛兵的造反
運動中。從運動初期的滿腔
熱忱，到運動中期的懷疑和
困頓，再到後期的沮喪和反
省，描述了紅衛兵一代在文
革運動中的心路歷程。
在歷史的風口浪尖上逐浪前
行的年輕人，越勇敢越革
命、莽撞呼嘯。造反過後，
有的成為烈士，有的當上叛
徒；他們背負著各自傷痕
累累的人生，等候時代的
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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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動於中

南中國的世界城

生死愛慾的哲學思考

廣州的非洲人與低端全球化
麥高登 （Gordon Mathews） 著

1972–1982 年以北京為視角的
現代美術實踐側影
Edited by Liu Ding (劉鼎) and
Carol Yinghua Lu (盧迎華)

黃沐恩 著

情緒是複雜而多面向的—
它既是一種身體反應，又是
一種理性活動；既是人人生
而有之，又是後天文化塑造
而成的心靈活動。本書以哲
學為主幹，綜合心理學、神
經科學、社會學、人類學、
演化生物學等最新研究，並
引述文學、音樂、電影、繪
畫等藝術形式中關於情緒的
經典表達為佐證。華語學術
界對於情緒哲學的研究尚在
起步階段，本書採用實證科
學和人文藝術證立哲學論證
的寫作形式，有助於讀者以
更豐富多元的視角，去認識
和檢視情緒。

沙龍沙龍 Salon Salon

在國際都會廣州，來自五湖
四海的人們都在尋找商機，
開始新生活，重新認識自
我。新移民中有為數不少的
非洲小商人，他們在中國採
購廉價或假冒名牌的產品，
然後運回家鄉銷售。本書探
究廣州如何成為「低端全球
化」的中心，也使我們理解
這一全球重要的人類商業和
文化現象。
書中的人物和故事令人難
忘，呈現生動的全球化個
案，讓我們得以近景觀察南
中國世界城內跨文化和種族
交流的豐富細節。

《沙龍沙龍》敘述了自文
革後期到改革開放初期十
年間（1972–1982）北京
當代藝術的發展情況。本
書考察了當時活躍在藝壇
的藝術家的創作與實踐，
思考創作者如何盡可能在
嚴苛的政治環境下進行
「內部放逐」，在藝術與
政治的緊張關係中摸索，
或調整個人的立足點。本
書通過具體案例的討論，
凸顯歷史的現場感，以求
從原有的藝術史敘述中發
現隱蔽的縫隙，作為反思
的起點。

哲學／心理學

人類學

藝術評論 ／中國研究

2019年6月
978-988-237-096-8
229 x 152 mm • 384 頁
平裝 • US $20

2019年6月
978-988-237-086-9
229 x 152 mm • 272頁
平裝 • US $21

2019年5月
978-988-237-089-0
215 x 286 mm • 660頁
平裝 • US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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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史綱（重排本）

趙紫陽文集（1975–1980）
： 《毛主席語錄》的誕生及其他
唐平鑄文革實錄
四川卷

郭廷以 著

《趙紫陽文集》編輯組

唐炎明、唐亞明 著

《近代中國史綱》是著名歷
史學家郭廷以先生逝世前
完成的最後一部作品，被譽
為「史家融會貫通的成熟之
作」。全書凡十九章，以世
變與應對為主線，上起十九
世紀以來西力衝擊為中國造
成的大變局，下迄國民黨在
國共競爭中被驅離歷史舞台
的經過。

本 書 是 《 趙 紫 陽 文 集
（1980–1989）》（本社
2016年出版）的「前篇」，
收錄了趙紫陽自1975年出任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至1980
年4月進京之前五年間的文
章、報告、講話、談話、批
語、文電等，以及1981年2
月回川時講話一篇，共75
篇，依時間順序排列。多
數篇目屬首次公開或首次完
整公開。

毛時代人人必讀、必帶、
必用的「紅寶書」是如何
誕生的？文革初期被打
倒的第一人羅瑞卿是如何
被批鬥的？中共輿論喉舌
「兩報一刊」，其重要社論
是如何起草、定稿的？前
《解放軍報》副總編輯、
《人民日報》代總編輯、軍
隊的筆桿子唐平鑄，是《毛
主席語錄》編輯出版的主要
負責人，也曾主持起草《解
放軍報》和《人民日報》多
篇重要社論和文章。本書根
據唐平鑄及其戰友胡痴遺留
的日記、筆記、會議記錄、
申訴信、平反材料等獨家一
手史料，記述了《毛主席語
錄》這本對二十世紀世界革
命具有深遠影響的書出版、
傳播的全過程， 以及一位軍
隊知識份子親歷的文化大革
命。

值此出版四十週年之際，本
社鄭重推出《近代中國史
綱》新版，將上下二冊合為
一卷，重新錄入並校訂全
書；增入郭先生及夫人珍貴
舊照。

《四川卷》延續了《北京
卷》的原有體例和規範，呈
現了趙紫陽文革末期主政四
川，在政治阻力下解決四川
糧食問題，並通過聯產承
包、撤社復鄉、擴大企業自
主權等措施逐步在農村和城
市開展改革試驗的歷史過
程，展示了四川如何由文革
重災區轉變為「改革之鄉」
的豐富細節。

歷史

歷史

歷史 ／政治

2019年3月
978-962-996-713-0
229 x 152 mm • 816 頁
精裝 • US $40

2019年3月
978-988-237-114-9
235 x 166 mm • 832 頁
精裝 • US $52

2019年1月
978-988-237-069-2
229 x 152 mm • 470 頁
平裝 • US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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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醫

黃帝內針

王賡武談世界史

和平的使者

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

楊真海 傳講 、 劉力紅 整理

黃基明 著、劉懷昭 譯

「黃帝內針」是源自《黃帝
內經》的針灸方法，傳承細
密久遠，至楊真海先生一代
才有機會公之於眾，至劉力
紅教授才有機緣進行文化的
印證和理論的探索。這套針
法以陰陽為本，又能直守中
道，在施針之際或上或下、
或左或右，探究病原從而根
治。就像《靈樞・九針十二
原》所言，這套針法對於學
習針灸的人來說，易用難
忘，其效果「如拔刺」、
「如雪污」 「如決閉」 「
如解結 。從整個理論體系
到具體的療效上看，「黃帝
內針」都展現了中國傳統醫
學的鮮活生命力。無數患者
受惠於黃帝內針的高超醫
效，並在針法的學習與修
行中，不斷加深對中醫哲
學的領會與對健康和平的
信念。

「人類歷史曾是大陸史，
一切有文字可考的歷史
都發生在歐亞大陸，但
是近現代以來的全球化
擴張則是海洋性的。西
方的勝利就是海洋霸權的勝
利。」歐亞大陸的邊緣，產
生了三大文明：地中海、印
度、中華。為了避開歐亞大
陸的阻隔，西方開啟了大航
海時代，三大文明激烈碰撞
……

醫學及保健衛生 ／中醫

醫學及保健衛生 ／中醫

世界歷史／中國歷史

2019年1月
978-988-237-091-3
229 x 152 mm • 548 頁
精裝 • US $23

2018年5月
978-962-996-832-8
216 x 152 mm • 140 頁
平裝 • US $12

2018年7月
978-988-237-003-6
216 x 140 mm • 340 頁
精裝 • US $28

《傷寒論》導論 對自然與生命的
時間解讀
劉力紅 著
從中醫經典《傷寒論》出
發， 深入淺出，帶領讀者進
入中醫最精妙的境界。本書
是對東漢張仲景《傷寒論》
的解讀之作，除了學術探
討，還包含對自然與生命的
文化思考。
本書作者劉力紅教授是中醫
扶陽派的代表人物，一直致
力傳統中醫理論的系統化。
他認為現代學人需正確認識
中醫， 而學習經典則是瞭解
中醫理論的有效方法。本書
從《傷寒論》入手，結合作
者行醫多年之實際案例，透
徹地剖析不同病症的病因、
病機及病理，將經典之精奧
娓娓道來。本書通俗易懂，
知識性與實用性兼具，理論
與臨床結合，是研習中醫的
絕佳讀物。

歷史學家王賡武縱談今日世
界格局的來路與去向。

21

最新出版

唐詩的讀法

絢爛無邊

權力的劇場
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

西川 著

劉紹銘 著

吳國光 著 趙燦 譯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態度閱讀
古文學？是把古人供起來
讀，還是把自己當作古人的
同代人來讀？這兩種態度會
導致不同的閱讀方法，指向
不同的發現。我們從當下出
發，進入前人的生死場，就
會發現古人並非高不可攀。
他們的政治生活、道德麻
煩、創造性等，與我們今天
的情況其實差不了多少。

本書收入作者63篇散文，發
表時間跨越三十年，作者學
貫中西、筆風統一，題材不
囿於一時一地。其中隨筆題
材或中或西、莊諧並重，滲
入作者的人生閱歷，發人深
省，筆風幽默，引人發噱；
書話部分引經據典，妙趣橫
生，每每顧念着一位認真學
者所關心的家國大事、道德
風尚以及學界走向；語言、
文學和翻譯既是作者本業，
文集中也多是作者信手拈來
的文字趣話，機智靈巧，
華文作者少有這種學養與
幽默。

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
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黨的路線和確定全
黨的領導人。本書細緻描述
了中共黨代會的運作方式，
深入分析了對於中共政治而
言，黨代會上受到操控的會
議、討論和選舉因何意義重
大；揭示了威權政體須借用
正式機構內的動員儀式和程
序化運作以尋求政權的合法
化。本書既是比較政治學界
的理論創新，亦是理解當代
中國政治現狀的重要書目。

文學 ／文化史

文學

中國研究／政治

2018年11月
978-988-237-092-0
183 x 127 mm • 236 頁
平裝 • US $14

2018年6月
978-988-237-079-1
210 x 148 mm • 300 頁
平裝 • US $14

2018年5月
978-988-237-056-2
229x 152 mm • 384 頁
精裝 • US $32

西川針對當代唐詩閱讀中存
在的問題，向讀者提供另一
種讀法，希望自古人處獲得
創造的秘密。西川引領讀者
回到唐代，置身於唐人的生
活與寫作現場，回答了「唐
人怎樣寫詩？」「他們怎麼
一被貶官、一送別、一遊山
玩水就要寫詩？」「為什麽
好詩人集中在唐代？」「非
主流詩人的作品如何迷倒西
方垮世代詩人？」「寫詩的
技術性秘密是什麼？」等問
題，展示了唐詩多元、迷人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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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出版

中國如何跳出貧困陷阱

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

黃昏未晚

洪源遠 著、馬亮 譯

葉家威、曾瑞明 著

彭麗君 著

1970 年代末，中國與孟加
拉、馬拉維、乍得等最貧困
國家同列。如今這些國家還
在為脫貧而奮鬥，中國卻已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
許多領域都位居前列。中國
如何實現「驚天大逆轉」？
中國的發展經驗，對其他發
展中國家是否有借鑒意義，
可以推而廣之？對此，本
書提供了富有創造性和啟發
性的答案。作者在剖析了相
關現代化理論的基礎上，揭
示了制度和市場的三步共演
過程，指出了「有什麼用什
麼」的初期發展道理，以及
「引導創變」這一獨特的系
統，作為共同演進的基本條
件。結合中世紀的歐洲、內
戰前的美國和當代「尼萊
塢」的發展案例，本書不僅
挑戰了西方「一刀切」的規
範標準和國際主流的政策
工具，同時還總結了中國
的適應性和因地制宜的發展
可以提供給其他國家的幾大
啟示。

全球化的浪潮無遠弗屆，具
體而微地影響我們生活的每
一方面，人們的得益和損失
各有不同，近年排外民粹在
歐美崛起，某程度上是源於
對全球化的反彈。僅從單一
社會或國家的層面去討論正
義，不足以處理重大的道德
問題，因此我們需要找出超
越國界的正義原則，以建立
一個更公平的世界。
本書探討在全球化年代，人
們要面對一系列普世性的
正義問題：人權是西方霸權
還是普世價值？我們在消費
時有否想到生產者的勞動條
件？富裕國家的人們對他國
的窮人有什麼道德責任？應
付氣候變化的責任應該由誰
承擔？是什麼標準來決定誰
能擁有公民身分？本書引領
讀者思考我們作為世界公民
的道德責任，走出思想的牢
籠， 造就改變世界的可能。

本書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出
發，研究香港電影在近年的
發展和境遇，探討電影文
本、電影工作者和電影工業
的不同嘗試和進退失據的困
境。通過對香港電影多角度
的閱讀，本書特別着眼於香
港本土身份在全球跨國電影
和大中華跨境製作中的掙扎
和探索。在一片蕭條和衰敗
的氣氛中，這個工業還有着
驚人的柔韌性和生命力。究
竟現在的香港電影是黃昏遲
暮，還是衝在重生的當頭？
本書希望把當中的複雜性呈
現出來，也希望從一個微觀
和在地的角度，重新探討電
影和社會的關係，呈現香港
文化的意義和潛質。本增訂
版新收入兩章，討論香港獨
立電影文化與中港兩地界線
的意義，又更新了一些基本
資料、更多地概述中國電影
市場近年的發展對香港電影
的影響。

中國研究／政治

政治 ／通識教育叢書

電影 ／文化

2018年6月
978-988-237-082-1
229 x 152 mm • 440 頁
精裝 • US $36

2019年1月
978-988-237-072-2
229 x 152 mm • 200 頁
平裝 • US $15

2018年7月
978-988-237-081-4
210 x 148 mm • 334 頁
平裝 • US $23

後九七香港電影（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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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出版
在學術界謀生存
李連江 著
2018年5月 • 978-988-237-055-5 • 215 x 146 mm

• 252

頁 • 平裝 • US $18

學術界是怎樣的江湖？在其中要如何生存？作者以二十多年
在學術界探索的親身經歷與清醒思考，揭開學術圈的生存法
則和注意事項、規則與潛規則，分享學習研究的方法與捷
徑。所涉及內容包括選題、研究方法、論文寫作、期刊發
表、英語學習、學者生涯等等，皆是當下年輕學者或學生切
實面對、卻往往無路可循甚至誤入歧途的問題。作者不僅清
楚了解研究的方法與訣竅，也深知當下年輕學者的問題和苦
惱。本書不僅適用於社科、人文領域，對所有想進入或剛進
入學術圈的研究者都極有啟發。

蘇聯流亡記
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
雷光漢 著
2018年7月 • 978-962-996-698-0 • 229 x 152 mm • 416 頁 • 平裝 • US$27

在北京大學就讀時，雷光漢因揭露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的「反
蘇」言論成為「右派分子」，被分配到新疆教書。文革開始
後，正在挖煤勞改的雷光漢擔心被清算，於1970年泅過中蘇
邊界的霍爾果斯河，從新疆外逃到蘇聯哈薩克斯坦，以無國
籍者的身份開始了流亡異國的生活。全書內容引人入勝、歷
史細節豐富，是第一部從華人流亡者角度觀察中亞社會的回
憶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吳耀宗全集 第三卷
抗戰後期及國共內戰時期（1942–1949）
（上、下兩冊）
吳耀宗 著
2018年9月 • 978-962-996-671-3 • 229 x 152 mm • 440 頁（上）/ 456頁（下）• 精裝 • US $42

吳耀宗（1893–1979），基督教「三自革新（愛國）運動」發起
人，近百年中國基督教歷史中極具爭議的人物，其神學思想及
生平長久以來均為中國基督教史的重要議題。本套《全集》的
出版，對吳耀宗研究及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研究，裨益甚大。
《全集》共四卷（七冊），按吳氏生平思想分期編輯，每卷按
文章出版日期編排，另附由其兒子珍藏的未刊文稿，包括日記
摘錄及文革期間的檢討等。每卷均有導論介紹。

宋元學術思想史論集（上編）
戴景賢 著
2018年10月 • 978-988-237-013-5 • 237 x 160 mm • 656 頁 • 精裝 • US $46

本書從宋代文化史的大背景系統闡釋北宋理學的學術傳統，
指出理學是一種合道德與倫理為一的義理精神。第一部分分
析宋代文化的特點（道統的確立、文官體制、崇儒的社會風
氣、技術的發達、民間宗教興盛等），以及宋儒所建構的義理
傳統及其哲學特質。第二部分詳細討論北宋理學諸家的思想
體系，點評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理論貢獻，所涉學人
包括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並兼及討論南宋的
朱熹和陸九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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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研究系列
現代西藏史 1955–1957（即將出版）
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著 • 彭雲 譯
2019‧229 x 152mm‧約 650 頁‧978-988-237-104-0‧黑白地圖 6 幅 黑白圖 20 幅‧平裝‧ US$40

本書是梅．戈爾斯坦現代西藏史系列的第三部著作，檢視了 1955 年到
1957 年這一關鍵時期的諸多事件。在這段時期中，西藏自治區籌備委
員會在拉薩成立，四川省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藏族起義。藏人反共流
亡團體哲堪孜松成為一個重要角色，他們秘密保持着與多方的幕後聯
繫，包括印度情報局、達賴喇嘛的大管家、美國，以及臺灣。在西藏，
范明主持拉薩的西藏工委事務。他發動了「大發展」，招募數千名漢族幹
部到拉薩為民主改革做準備。這一行動被毛澤東果斷制止，中央啓動
「大收縮」，把這些人送回內地，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終止了有關西藏改革
的討論。

西藏問題
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
林孝庭

著•朱麗雙

譯

2018‧229 x 152mm‧320頁‧978-962-996-821-2‧平裝‧US$29

本書是中國邊疆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重要專著，曾入圍 2007
年國際亞洲學者研究大會（ICAS）人文類最佳圖書獎。在這部書
中，林孝庭教授通過深入探討民國政府與西部邊陲地方政治勢力的互
動關係，揭示了國民黨政權在對日抗戰前後與國共內戰期間等不同歷
史階段，把原本幾乎不存在的中央政令與影響力，滲入包括西藏在內
的中國西南與中亞內陸地區，逐步實現在這些地區的國家建構。

邊緣地帶的革命
中共民族政策的緣起 (1921-1945)
劉曉原

著•萬芷均

譯

2018‧229 x 152 mm‧264頁‧978-988-237-059-3‧平裝‧US$29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操著南方口音的中國共產黨人按照蘇俄布爾什維
克的教條來對待中國國內的「民族問題」，通過煽動少數民族的分離
主義以取得國家權力。但長征使中共來到政治環境極為嚴峻的中國
西北邊疆，先後同藏、回、蒙族發生了錯綜複雜的關係。在自身求存
和全國抗戰交織的過程中，以漢族為主的中共完成了一次民族政治轉
型，在國內民族關係的處理上擱置蘇俄列寧主義模式，轉而採取與國
民黨政府「五族共和」主張大致相同的政治立場。

嘉峪關外
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
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著•賈建飛

譯

2017‧229 x 152mm ‧448頁 ‧978-988-237-004-3‧平裝‧US$29

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 (1912–1949)
朱麗雙

著

2016 ‧229 x 152mm‧528頁‧978-962-996-711-6‧平裝‧US$29

邊疆中國
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
劉曉原

著

2016‧229 x 152 mm‧352頁‧978-962-996-710-9‧平裝‧U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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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三十書系
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
洪長泰 著 •麥惠嫻 譯
2019年 • 229 x 152 mm • 400 頁 • 978-988-237-128-6 • 平裝 • US $27

中國共產黨在立國初期通過擴建天安門廣場，開展國慶工程，舉辦大
型巡遊，提倡烈士崇拜，推行油畫和漫畫的圖像宣傳運動等文化政
策，來加強人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認同，鞏固政權的合法地位。這些
政策最初受到蘇聯影響，但鼓吹民族自主的中共，決定另覓獨立的發
展道路。本書結合歷史、政治、文化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探究毛澤
東等領導人如何把中國變成宣傳大國。作者運用檔案、內部通訊、圖
像、專家的憶述等資料，說明官方如何利用種種政治文化形式，編寫
了一部共產革命的英雄史。

文革中的公民權競爭與集體暴力
楊麗君 著 •趙曉靚 譯
2019年 • 229 x 152 mm • 420頁 • 978-988-237-080-7 • 平裝 • US$28

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家內部的政治鬥爭和派別的利益競爭等多方面的
複雜因素纏繞在一起，產生了各種類型的集體暴力行為，給當時的政
治、經濟以及社會秩序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作者提出，人們期待獲得
「公民權」—與權利掛鈎的革命者身份—來保障前途，在瞬息萬變的
政治風暴中受保護，獲得國家掌控的政治經濟資源。

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
高崢（James Z. Gao）著 •李國芳 譯
2019年 • 229 x 152 mm • 978-988-237-100-2 • 324頁 • 平裝 • US$24

在1949年軍事勝利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離開熟悉的農村根據地，逐
步接管城市，進入陌生的政治文化生態，恢復經濟、改造機構、鞏固
政權。高崢教授強調由此啓動的文化轉型，與政權更迭具有同等重要
的意義。本書以杭州為中心，詳細考察1949至1954年間中共對接管幹
部的準備和訓練、城市政策的制定與對話，以及接管後城市與鄉村、
南方與北方、革命與傳統等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互動。在此過程
中，革命者改造了傳統城市，城市也改造了農村革命者。而革命者這
種新的文化認同，對確立新政權的合法性、穩定性和現代性，同時保
持其革命理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學習蘇聯：1949 年至今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李華鈺 編

2019‧229 x 152 mm‧612頁‧978-962-996-797-0‧平裝‧US$ 32

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
丹尼爾．里斯 (Daniel Leese) 著 • 秦禾聲、高康、楊雯琦 譯

2017‧229 x 152 mm‧352 頁 ‧978-962-996-798-7‧ 平裝 ‧US$23

複製的藝術：文革期間的文化生產及實踐
彭麗君

著‧李祖喬

譯

2017‧229 x 152 mm‧320頁‧978-988-237-005-0‧平裝‧US$23

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
文浩 (Felix Wemheuer)

著‧項佳谷

譯

2017‧229 x 152 mm‧304頁‧978-988-237-018-0‧平裝‧US$23

紅色工程師的崛起：
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
安舟

著‧何大明

譯‧董一格

譯校

2017 ‧229 x 152 mm ‧344頁 ‧978-962-996-796-3 ‧平裝 ‧US$23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
蘇陽 著‧宋熙

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 (簡體字版)

高王凌

著

2013 ‧229 x 152 mm ‧352頁 ‧978-962-996-575-4 ‧平裝 ‧US$23

中國農業的不穩定性(1931–1991)：
氣候、技術、制度 (簡體字版)
郭益耀

著

2013 ‧229 x 152 mm ‧528頁 ‧978-962-996-555-6 ‧精裝 ‧US$35
2013 ‧229 x 152 mm ‧528頁 ‧978-962-996-600-3 ‧平裝 ‧US$25

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
郭于華

著

2013 ‧229 x 152 mm ‧284頁 ‧978-962-996-543-3 ‧平裝 ‧US$23

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 (簡體字版)
高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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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2017 ‧229 x 152 mm ‧325頁 ‧978-962-996-576-1 ‧平裝 ‧US$23

著

2013 ‧229 x 152 mm ‧288頁 ‧978-962-996-558-7 ‧平裝 ‧US$23

邊城思想者系列

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
譚蕙芸 著
2019 ‧ 210 x 148 mm ‧ 432頁 ‧ 978-988-237-124-8 ‧ 平裝 ‧ US$22

新聞界對「速度」有一種普遍、近乎強迫症狀的迷戀；講求深度
的採訪和寫作，是否便無立錐之地？投入長時間採訪，多角度、
立體去呈現受訪者和他們的世界，是新聞特寫一大特色；透過脈
絡化的重新呈現，陌生人變成可理解，熟悉的事物拉遠了，我們
便能誠實檢視自己的盲點。

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
朱耀偉 編
2019 ‧ 210 x 148 mm ‧340 頁 ‧ 978-988-237-050-0 ‧ US $22

香港有獨特的歷史，既是特別行政區也曾是殖民地，一直以來是
不同文化碰撞交會之地，具有建構批評論述的豐厚潛力。本書嘗
試以不同關鍵詞探討香港理論的可能性，而作者來自不同學術領
域，各有專精，審視香港的角度各有不同；所選關鍵詞同時具備
普世及特殊意涵，既適用於香港的具體脈絡，也能回應世界理
論。全書以語言、身份、地方／家園為基礎，加上歷史、國族這
兩個近年香港社會關注共五個課題，從不同角度探論香港。

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
黃兆輝 著
2018 ‧ 210 x 148 mm ‧ 356頁 ‧ 978-988-237-067-8 ‧ 平裝 ‧ US$24

孫中山與鄧小平皆推崇「香港經驗」，但究竟如何「積極不干預」
？當年夏鼎基的解釋似是而非，至今辯論未休。早年來華英國年
輕官員閱讀四書五經之後，驀然發覺儒學沒有像西方宗教般，把
道德與人死後的結局捆綁著，反而用世俗中人性最美麗的一面，
來克服七宗原罪。解開西方道德盲點之後，洋儒與中國通官員懂
得不用干預，卻產生「積極自由」及「共同之善」。本書觀察他
們的人格演變過程，從百多個案例中歸納出「積極不干預」的各
種招式。

華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
江紹祺 著
2018 ‧ 210 x 148 mm ‧ 444頁 ‧ 978-988-237-062-3 ‧ 平裝 ‧ US$24

第一本以「性公民權」的視角，分析當代華人社會與全球文化
下，華人男同志在身份、慾望與陽剛氣質方面的社會學著作，其
研究骨幹是來自1996 到 2008 年之間所進行的大規模民族誌實地考
察，當中包括九十個來自香港、倫敦與中國大陸的生命故事。本
書主張，浮現於三地的男同志身份—無論是奉行耀眼消費主義
的香港memba、中國城市下的同志與 money boy 抑或是倫敦的女性
化金童—均是受到全球且在地酷兒文化的跨國浪潮影響。

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
鄭煒、袁瑋熙 編
2018 ‧ 210 x 148 mm ‧ 336頁 ‧ 978-988-237-066-1 ‧ 平裝 ‧ US$18

18 位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以冷靜嚴謹的學術角度，為理解
香港特區第二個十年，提供了現象之下的深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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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城思想者系列
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空間
胡嘉明、張劼穎 著
2016 ‧ 210 x 148 mm mm ‧ 176頁 ‧ 978-962-996-649-2 ‧ 平裝 ‧ US$18

廢品在民國和毛澤東時代標誌著獨特的國家城市文化和現代性。
今天從廢品看盛世中國，可以展開更複雜的有關城鄉關係、階級界限、國
民行為與身份、空間和城市化過程的分析。

當代政治學十講
閻小駿 著
2016 ‧ 210 x 148 mm mm ‧ 296頁 ‧ 978-962-996-620-1 ‧ 平裝 ‧ US$18

廿一世紀政治科學尤其關注規則問題，即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中人們如
何在政治系統和生活中互動。在政權和治理的根本議題下，政治科學研究
這些關乎國家與社會管治的根本問題。

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 ( 增訂版 )
周保松 著
2015 ‧ 210 x 148 mm ‧ 372頁 ‧ 978-962-996-664-5 ‧ 精裝 ‧ US$21
2015 ‧ 210 x 148 mm ‧ 372頁 ‧ 978-962-996-678-2 ‧ 平裝 ‧ US$18

國家必須訴諸道德理由向每個自由平等的公民證明其統治的正當性。
作者的「自由主義左翼」論述是關於政治的道德哲學，其增寫一系列
「覺醒之於公民」文章成為書的最後部份。

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 (1999-2014)
沈旭暉 著 • 沈旭暉、劉永艷、爾雅 譯
2015 ‧ 210 x 148 mm ‧ 416頁 ‧ 978-962-996-642-3 ‧ 平裝 ‧ US$21

藉研究中國對外關係尤為重要的中美雙邊關係，提出中國政府、
知識份子和社會大眾的民族主義論述的多元本質，在不同目的和彼此默契
下不斷重塑和重構，成為國境內外的穩定劑。

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
周耀輝、高偉雲 (Jeroen de Kloet) 著 •王睿 譯
2015 ‧ 210 x 148 mm ‧ 176頁 ‧ 978-962-996-587-7 ‧ 平裝 ‧ US$18

橫跨香港過去四十年歷史，以流行音樂為脈絡，書寫關於身份、
記憶、語言和政治的紀錄；以本土特殊性為起點，探討華語流行
音樂歌詞、視像製造、粉絲文化、表演場所等領域。

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
文潔華 編
2014 ‧ 210 x 148 mm ‧ 264頁 ‧ 978-962-996-589-1 ‧ 平裝 ‧ US$18

再見亞洲：全球化時代的解構與重建
羅貴祥 編
2014 ‧ 210 x 148 mm ‧ 232頁 ‧ 978-962-996-590-7 ‧ 平裝 ‧ US$18

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
彭麗君 編
2013 ‧ 210 x 148 mmmm ‧ 308頁 ‧ 978-962-996-544-0 ‧ 平裝 ‧ U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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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系列
「錢賓四先生終其生，志力所在，都在為中國文化
往聖繼絕學，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之設立正是
希望通過講座講者之積學專識，從不同領域，不同
層面，對中國文化闡析發揮，以彰顯中國文化千門
萬戶之豐貌。……講座之講者固為學有專精之學
人，但講座之論題則儘量求其契扣關乎學術文化、
社會、人生根源之大問題，超越專業學科之狹隘界
限，深入淺出，觸引廣泛之回應，更豐富通識教育
之內涵。」－金耀基

論中國詩
小川環樹

著

2018‧210 x 148 mm ‧ 352頁‧978-962-996-715-4 ‧平裝 ‧US$16

綜論《詩經》、《楚辭》至清代二千多年中國詩人的自然
觀、人生觀、審美觀、社會觀的變化歷程，就特定的題材
尤其是宋代詩人的藝術成就，作出深入的論考。

中國古代科學
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著

2017‧210 x 148 mm ‧ 220頁‧978-962-996-568-6 ‧平裝 ‧US$16

探索古代中國與歐洲科學的情況，介紹道家煉丹術與火藥、
醫藥等發展的關聯，依據神經生物化學來解釋針灸療法，並
對比華夏文明與猶太─基督教文明中關於時間與變化概念的
看法。

一切從語言開始
張洪年

著

2017‧210 x 148 mm ‧188頁‧978-962-996-762-8 ‧平裝 ‧US$18

語言學涉獵面其實很廣，舉凡任何和語言甚至文字有關的
現象，都值得深入探討和分析。作為語言的研究者，作者
相信任何一個人張嘴吐舌，發放聲音，每個聲音、每個詞
語、每個句子，都是按著一定的規律組合，表達自己心中
想表達的意思；要是在聲音高低、用詞造句方面，略有挪
動，那麼表達的意思或語氣也就有所不同。
作者的研究重點放在漢語，對歷時和共時變化的觀察、對
方言之間的異同、對漢語教學所面對的各種課題，都有精
闢的見解。

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
劉述先

著

2015‧210 x 148 mm‧300頁‧978-962-996-714-7‧平裝‧US$18

中國的自由傳統
狄百瑞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著

2015‧210 x 148 mm‧172頁‧978-962-996-716-1‧平裝‧US$16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錢穆

著

2009‧210 x 148 mm‧160頁‧978-962-201-203-5‧平裝‧US$12

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
朱光潛

著

2009‧210 x 148 mm‧148頁‧978-962-201-319-3‧平裝‧US$10

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
楊聯陞

著

2009‧210 x 148 mm‧154頁‧978-962-201-378-0‧平裝‧US$12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
許倬雲

著

2009‧210 x 148 mm‧148頁‧978-962-201-554-8‧平裝‧U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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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批 評 領 域 兩 大 巨 擘

夏志清 夏濟安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978-962-996-661-4．Hardcover．US$60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978-962-996-657-7．Hardcover．US$49
978-962-996-763-5．Paperback．US$32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978-962-996-675-1．Hardcover．US$45
978-962-996-687-4．Paperback．US$29

黑暗的閘門：

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
978-962-996-684-3．精裝．US$27
978-962-996-709-3．平裝．US$22

夏志清論中國文學
978-962-996-685-0．精裝．US$32
978-962-996-695-9．平裝．US$25

夏濟安譯美國經典散文（中英對照版）
A Collection of American Essays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978-962-996-702-4．平裝．US$23

中國現代小說史（新版）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簡體字版）

978-962-996-666-9．精裝．US$30
978-962-996-667-6．平裝．US$23

卷一：1947–1950
978-962-996-701-7．精裝．US$33
978-962-996-744-4．平裝．US$23

中國古典小說（簡體字版）
978-962-996-778-9．精裝．US$32
978-962-996-779-6．平裝．US$23

卷二：1950–1955
978-962-996-747-5．精裝．US$33
978-962-996-749-9．平裝．US$23
卷三：1955–1959
978-962-996-780-2．精裝．US$33
978-962-996-781-9．平裝．US$23
卷四：1959–1962
978-962-996-782-6．精裝．US$38
978-962-996-783-3．平裝．US$27
卷五：1962–1965（即將出版）
978-962-996-793-2．精裝．US$38
978-962-996-794-9．平裝．US$27

期刊（中英文）

The China Review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
The China Review (an SSCI journal) is an international
peer-reviewed journal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dop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e journal cover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sociology,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business and economics, geography,
history,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eachers,
scholars, researchers, journalists and students interested
in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a will find this publication a
comprehensive and indispensable tool.
ISSN 1680-2012 • Four issues per year

Print Version: Individuals: US$100 / year • Institutions: US$176 / year
229 x 152mm • Latest issue available: Volume 19, Number 2, May 2019

Hong Kong Studies 香港研究
半年刊‧中英文‧ISSN: 2618-0502‧229 x 152 mm
US $37 per year (institution)
US $20 per year (individual)
Latest Issue available: Vol. 1, No. 1&2, (Spring & Fall 2018)

Communication & Society 傳播與社會學刊
季刊 • 中文 • ISSN: 1992-1985 • 240 x 170 mm
US$150 per year (institution)
US$46 per year (individual)
Latest issue available: Serial Issue 48, April 2019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
年刊 • 中英文 • ISSN: 2075-2776 • 229 x 152 mm
US$37 per year (institution)
US$20 per year (individual)
Latest issue available: Number 9, 2017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報
半年刊 • 中英文 • ISSN: 0091-3723 • 229 x 152 mm
US$67 per year (Asia / institution)
US$48 per year (Asia / individual)
US$77 per year (Other Districts / institution)
US$58 per year (Other Districts / individual)
Latest issue available: Number 1, Volume 47, 2019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半年刊 • 中文 • ISSN: 1016-4464 • 260 x 184 mm
US$93 per year (institution)
US$93 per year (individual)
Latest issue available: Number 68, January 2019

Today Literary Magazine 今天
季刊 • 中文 • ISSN: 0803-0391 • 215 x 140 mm
US$48 per year (HK/institution)
US$48 per year (HK/individual)
Latest issue available: Serial No. 121, 2019

Twenty-First Century 二十一世紀
雙月刊 • 中文 • ISSN: 1017-5725 • 285 x 210 mm
US$180 per year (institution)
US$125 per year (individual)
Latest issue available: Serial No. 172, Apr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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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contact cup-bus@cuhk.edu.hk for more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