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紫陽文集 (1980–1989)( 簡體字版 ) 

《文集》是迄今最全面的趙紫陽文
獻彙編，匯集了趙在中央任職十年
間的文章、報告、講話、談話、信
函和批語，約 180萬字，並首次展
示了重要歷史文獻的原件。文稿由
原趙紫陽辦公室部分成員和相關工
作人員根據一手文獻集結而成，為
研究趙紫陽和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
珍貴的一手史料，使我們對八十年
代改革的認識從模糊、碎片、猜測，
走向清晰、完整、真實。

張春橋獄中家書 ( 簡體字版 ) 
張春橋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重要領導

人、毛澤東最看重的知音，曾擔任國務

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

職。1976 年毛逝世後，四人幫被拘捕，

其成員之一張春橋入獄。本書收錄了

他 1985 年至 2003 年期間從秦城監

獄和江蘇江陰寫給家人的書信共 58

封。書後附上對其女兒張維維的長篇

訪談，包含諸多歷史細節，呈現「女兒

眼中的張春橋」，以及張家在數次政

治變動中的曲折經歷。

978-962-996-719-2．布面精裝連盒．70 美元

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  
林蘊暉 著

1950 年代初的「高饒事件」，是中共執
掌政權後的第一輪黨內高層鬥爭，形
成了之後一系列黨內鬥爭的最初模式，
影響深遠且疑點重重。本書是關於「高
饒事件」的第一部系統、嚴謹的學術
專著，根據有關這一問題的幾乎所有
史料，對當年案件的諸多事實、經過
及疑點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與評介。
978-962-237-010-4．平裝．27 美元

陳獨秀全傳  
唐寶林 著 

本書是陳獨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觀點和
視角。本書運用大量新近解密文獻
詳盡梳理了陳獨秀一生思想發展的
脈胳，尤其深度探討了他和中共之
間政治分歧的焦點。

￭ 2011 年《亞洲週刊》   

 「中文十大好書」
978-962-996-473-3．精裝．45 美元
978-962-996-461-0．平裝．35 美元

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戴晴 著

張東蓀，北平和談國共雙方第一居
間人，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1951年獲定「叛國」罪，從此銷聲
匿跡。著名作家、記者戴晴歷時八
年，完成這部最有歷史價值的「洗
冤錄」。本書以張東蓀的一生為主
線，重構了這一段複雜離奇的案情，
寫出一部翔實的二十世紀中期的中
國政治史。

￭第三屆「香港書獎」

978-962-996-401-6．平裝．25 美元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高華 著

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中國歷史
進程的重大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
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
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
本書詳細剖析了延安整風的前因後果
及運動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徹底顛覆
了中國與西方學界對延安整風運動的
理解，是學界公認的中國現代史經典。
(簡）978-988-17563-2-9．平裝．24 美元

(繁）978-962-201-920-1．平裝．24 美元

￭紀念文集《史家高華》 已出版
 978-962-996-539-6．平裝．16 美元

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 

（ 1945–1976 ）(簡體字版)

沈志華 著

作者以毛澤東、金日成兩位領導人
的視角來論述中朝關係：毛帶有傳
統的中央王朝觀念，把包括朝鮮在
內的周邊國家都視為同一陣營或被
領導者，試圖打造一個革命的「天
朝」，而金日成一生的奮鬥目標就
是謀求朝鮮的獨立地位和個人（及
家族）的專制統治。「天朝」外交
在毛去世後走向終結。 

978-988-237-019-7．平裝．55 美元

鄧小平時代  
傅高義 著 

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傾十年心力完
成的權威巨著《鄧小平時代》，是
對鄧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國
驚險崎嶇的改革開放之路的全景式
描述。作者對鄧小平個人性格及執
政風格進行了深層分析，並對中國
改革開放史進行了完整而獨到的闡
釋，被譽為鄧小平研究的「紀念碑
式」著作。
(簡）978-962-996-511-2．精裝．45 美元
(簡）978-962-996-537-2．平裝．35 美元
(繁）978-962-996-498-6．精裝．45 美元
(繁）978-962-996-538-9．平裝．35 美元

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   
鍾延麟 著

本書關注的是鄧小平研究中「失
蹤」的一段：文革前十年，鄧小
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時期。
作者首次還原了鄧作為毛澤東「副
帥」，在毛所領導的一系列社會
主義建設實驗中所擔任的角色和行
為，並得出「主事在毛，成事在鄧」
的重要結論。對於理解文革前十年
歷史的複雜性，乃至理解「改革開
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本書都是
不可忽略的關鍵。
978-962-996-630-0．精裝．35 美元
978-962-996-556-3．平裝．30 美元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莫理斯．邁斯納 著
978-962-996-173-2．平裝．21 美元

毛澤東與文匯報  
鄭重 著
978-962-996-424-5．平裝．29 美元

超凡領袖的挫敗
王紹光  著．王紅續  主譯
978-962-996-346-0．平裝．23 美元

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記
孫月才 著
978-962-996-462-7．平裝．30 美元

青春無痕：  
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陳益南  著
978-962-996-297-5．平裝．21 美元   

紅衛兵日記
陳煥仁  著
978-962-996-257-9．平裝．27 美元

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  
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
魯禮安  著．王紹光  校
978-962-996-250-0．平裝．23 美元

女性，戰爭與回憶： 
三十五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
李丹柯  著
978-962-996-547-1．平裝．25 美元

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鬥爭
吳國楨 著
978-962-996-350-7．平裝．23 美元

周恩來的政治生涯  
B. Barnouin、余長更 著 
978-962-996-398-9．平裝．18 美元

勝利的困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 ( 簡體字版 )  

周傑榮、畢克偉 編
978-962-996-470-2．平裝．29 美元

￭臺灣中央研究院第四屆  

 「人文社科專書獎」

第一卷 1980-1982．978-962-996-806-9 │第二卷 1983-1984．978-962-996-807-6
第三卷 1985-1986．978-962-996-808-3 │第四卷 1987-1989．978-962-996-809-0

 每卷 45 美元．精裝．簡體字版

走近歷史•閱讀中國
中國近現代歷史精選書目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以毛澤東著名的自喻「半虎半猴」為切入點，法國資深
漢學家魯林（ Alain Roux）教授的這本紀念碑式傳記全
面、詳實、公允地講述了毛澤東的一生。作者匯集數
十年研究成果，根據大量已出版的相關資料及從未公
開的史料，呈現了一個法國版本的關於毛澤東和中國
革命的完整故事。網上訂書：www.chineseupress.com

電  郵：cup-bus@cuhk.edu.hk
官方微博：www.weibo.com/cupress     
查詢電話：(852) 3943 9800

走近歷史•閱讀中國
中國近現代歷史精選書目

￭ 文革政治風雲中的核心人物

￭ 特別法庭上一言不發的囚徒

￭《文匯報》老報人鄭重八旬力作

￭ 迄今為止最詳備的張春橋傳記

張春橋：1949及其後 ( 簡體字版 )

鄭重 著

本書是迄今最詳備的關於文革期間重要領導人張春橋（1917 －
2005）的傳記。作者認為和毛澤東的關係是理解張春橋的關鍵：
隨著革命的深化，毛身邊的筆桿子一個個被淘汰出局，卻始終
視張春橋為知音。他之所以能走到毛的身邊，靠的是對自己的
準確定位：毛澤東忠實的秘書和毛澤東思想的詮釋者。本書顛
覆傳主妖魔化形象，呈現出一個更人性、更複雜的張春橋。

978-962-996-697-3．35 美元

•	畢仰高（Lucien Bianco，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

•	魏昂德（Andrew Walder，斯坦福大學）

•	潘鳴嘯（Michel Bonnin，清華大學）

•	蕭延中（華東師範大學）

	 共同推薦

毛澤東傳
魯林（Alain Roux）著 ‧ 穆蕾 譯

978-962-237-053-1．80 美元



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  
趙鼎新 著

我們今天仍然需要瞭解「六四」，
因為產生大規模反體制運動的社會
結構在中國依然存在。本書提供了
迄今為止對學運最有系統的剖析。
作者縝密翔實地論述解析了一場國
家主導的改革，如何引致廣泛的變
動，進而觸發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
運動。

￭美國社會學協會「傑出書籍獎」

978-962-996-252-4．平裝．28 美元

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   
裴宜理、塞爾登 編 • 夏璐、周凱、閻小駿 譯

當代中國的政權合法性一再受到來
自社會各個方面的挑戰，包括貧富
分化、城鄉差距、官僚腐敗、民族
問題以及環境污染等等方面。本書
從衝突與抗爭的角度來探索當代中
國社會的複雜性，集合十多位學術
與文化背景各異的學者，從社會
學、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以及
歷史研究等多個角度條分縷析，系
統解讀中國自改革和轉型以來，社
會衝突與抗爭之複雜根源，以及國
家應對策略的利弊得失。

978-962-996-572-3．平裝．25 美元

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
莊雅仲 著

本書從社會運動團體和地方社群的
角度出發，探討後威權時代台灣的
民主發展。作者視民主為一種日常
文化和生活實踐，通過深入細緻的
民族誌調查，記錄一般民眾和社運
人士的行動與反思，幫助我們深入
了解這個不斷前行但仍矛盾重重的
民主時代。
978-962-996-592-1．平裝．21 美元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 年代至1940 年代 ( 簡體字版 )  
王柯 著

本書日文版自 1995年出版後，被
公認為迄今為止關於東突厥斯坦獨
立運動最權威的研究著作。本書在
日文版基礎上經過了大幅度的充實
及修訂，增補了追究歷史淵源的章
節，加入作者新近的研究成果，推
進了思考的深度和廣度。在新疆問
題日益突出的今天，嚴肅深入的學
術研究，正是回歸理性的基礎。
978-962-996-500-6．平裝．25 美元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

王柯 著

中國為何選擇了一條與傳統「天
下」思想截然相反、按照「民族」
的範圍確定國家疆界的道路？要回
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承認是因為中
國接受了自稱為「單一民族國家」
的日本的近代國家思想強烈影響所
致。為了尊重歷史事實，本書作者
使用了大量日文原始資料，以探討
中國民族和邊疆問題與日本的關
係。
978-962-996-686-7．平裝．25 美元

消失的「國民」： 
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
王柯 著

王朝時代中國與「異民族」自由自
然地交流融合，這歷史趨勢在 20

世紀戛然而止。「周邊」何以開始
拒絕中國、抵制「中國人」意識？
對民族問題日益嚴重的今日中國，
弄清楚這個問題實在刻不容緩。本
書集結作者 20年間就中國近代少
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之思考，包
括他在多個中國伊斯蘭地區的大量
田野考察。
978-962-996-651-5．平裝．27 美元

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印紅標 著

文革十年時間，青年人的政治思潮
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然而，這些
思想活動卻至今沒有在中國思想史
研究中留下應有的痕跡。見證過那
段思想歷程的人，不禁發出「思想
史上的失蹤者」的感慨。本書作者
進行了大量文本和口述資料的收集
和考訂，考察了文革期間中國青年
的社會政治思潮及思想探索。

978-962-996-389-7．平裝．23 美元

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   
潘鳴嘯 著

1968至 1980年間，大約一千七百
萬人捲入「上山下鄉運動」。這使
他們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影
響到他們的家庭，以及整個社會。
作者對上山下鄉運動作了全方位 

研究，本書論述之廣泛，分析之深
入，構成了當代中國史研究重要的
一章。
978-962-996-391-0．平裝．25 美元

歷史中國的內與外： 
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  
葛兆光 著

本書是作者有關東亞與中國研究系
列論著之一。書中梳理歷史上中國
疆域、族群和文化的移動與交錯，
說明「內」與「外」之變化，並嘗
試溝通原本分屬中外關係史、中國
民族史、歷史地理學、全球史等各
學術領域的資料和方法，對「周邊」
及其相對應的「中國」概念做一個
清晰的界定。
978-988-237-014-2（平裝）18 美元

978-988-237-074-6（精裝）22 美元

中國近代史（上、下冊）  
徐中約 著

本書以英語世界中最暢銷大學教科
書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六版
翻譯出版。這部近代史自清朝立國
起，下迄21世紀，參考了大量西方
及日本學者的研究和檔案資料，對
於近代的重大歷史事件都有客觀冷
靜的分析。
上冊：978-962-201-987-4．平裝．19 美元

下冊：978-962-201-988-1．平裝．19 美元

近代中國史綱（上、下冊）  
郭廷以 著

上冊包括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西
力衝擊、內部動亂、憂患中的自強
運動、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改制
維新與排外、滿清傾覆前夕的內外
情勢，以迄辛亥革命止。下冊包括
袁世凱的獨裁統治、軍閥恣睢、再
革命、兩種內戰、安內攘外、八年
抗日戰爭、及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
978-962-201-353-7．平裝．2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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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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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62-996-821-2．平裝．29 美元

邊疆中國：二十世紀的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
劉曉原 著

國際冷戰史專家劉曉原教授通過梳
理西藏、新疆、蒙古等中國邊疆和
民族問題的典型個案，重現了中國
近現代疆域和民族構成形成的歷史
過程。作者以中國近現代領土屬性
轉型的大視角，來觀察國際關係和
國內政治的發展脈絡，力圖還原特
殊情境下國內政黨鬥爭等極其豐富
的歷史細節。
978-962-996-710-9．平裝．23 美元

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 (1912–1949)
朱麗雙 著

本書對民國時期前往西藏的專使做
了綜合與分析並重的敘事，指出他
們的目的主要是增進漢藏情感及重
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由於專使
的努力，民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確
實維護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但他
們沒能消除清末以來的漢藏隔閡情
形，西藏進一步離心於中國，從而
為以後複雜的漢藏關係埋下伏筆。
978-962-996-711-6．平裝．29 美元

邊緣地帶的革命： 
中共民族政策的緣起 (1912–1945)
劉曉原 著 • 萬芷均 譯

在這部開創性的著作中，劉曉原教
授十分精彩地復原了中共從建黨到
抗日戰爭結束的歷史時期對中國邊
疆、民族事務的理解與相應政策的
轉變過程，並對其作出以上歷史抉
擇的具體原因提出了令人信服的 

闡釋。
978-988-237-059-3．平裝．29 美元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孔飛力 著 • 陳兼、陳之宏 譯
978-962-996-603-4．精裝．22 美元

艱難的轉型：  
現代化與中國社會  
陳健民、鍾華 編
978-962-996-691-1．平裝．18 美元

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
學愚 著
978-962-996-602-7．平裝．32 美元

* 現有網上版供機構訂閱，詳情：http://www.chineseupress.com/chinesepress/ 
promotion/DHCCPM/DHCCPM_c.html

中 國 當 代 政 治 運 動 史 數 據 庫 系 列
宋永毅　主編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第三版）
978-962-996-322-4．CD-Rom
1300美元（機構版）／ 300美元（個人版）

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
978-962-996-441-2．CD-Rom
1560美元（機構版）／ 380美元（個人版）

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1958–1962）
978-1-4675-5997-3．CD-Rom  
1560美元（機構版）／ 200美元（個人版）

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  
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 (1949–1956)
978-1-4951-1029-0．CD-Rom
1560美元（機構版）／ 200美元（個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林蘊暉、辛石、沈志華、錢庠理 
卜偉華、史雲、李丹慧、韓鋼 
蕭冬連 等著

本書集合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
代史家，詳細探討從 1949至 1981年
中國大陸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本
書突破中國官方機構對資料的壟斷，
以豐富的文獻檔案作為基礎，是目
前規模最宏大、敘事最詳盡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史」。

卷二︱ 向社會主義過渡（1953–1955）：978-988-17274-2-8．平裝．36美元
  978-988-17562-2-0．精裝．55美元

卷三︱ 思考與選擇（1956–1957）：978-988-17274-3-5．平裝．36美元

卷四︱ 烏托邦運動（1958–1961）：978-988-17274-4-2．平裝．36美元

卷五︱ 歷史的變局（1962–1965）：978-988-17274-5-9．平裝．29美元

卷六︱ 砸爛舊世界（1966–1968）：978-988-17274-6-6．平裝．36美元

卷八︱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1972–1976）：978-988-17274-8-0．平裝．36美元

卷十︱ 歷史的轉軌（1979–1981）：978-988-17274-0-4．平裝．36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