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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自恋： 读书与写作 （增订

版）

苏力 著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本书此次增订ꎬ 篇目增加了 １ / ３ꎬ 篇幅增加超过了 １ / ２ꎬ 新增文字超过

２ / ３ꎮ “逮谁批谁” 批的人更多了ꎬ 包括更多尊敬的前辈、 同辈以及一

些年轻学者ꎮ 由于自己写的文字也多了ꎬ 自我辩解或解说也多了ꎬ
“自恋” 的范围也就扩大了ꎮ 还有四篇访谈或对谈文字ꎬ 谈的是自己

的书或研究ꎬ 也收入这一编ꎮ 另单独增设一编ꎬ 名为 “不务正业”ꎮ

波斯纳及其他 （增订版）

苏力 著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理查德波斯纳是当代美国最具声望的法学家之一ꎬ 苏力教授组织翻

译了多部波斯纳的代表性著作ꎬ 堪称国内研究波斯纳学术观点的权

威ꎮ 本书收录了苏力教授翻译的多部波斯纳作品的译序或译后记ꎬ 可

以说是对波斯纳每部作品学术思想的提炼与总结ꎮ 通过本书ꎬ 读者可

对波斯纳的学术观点形成一个较为宏观而全面的认知ꎮ

惊世判决
申晨 译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 美国最高法院ꎬ 以 ５∶ ４ 的票数比例ꎬ 就 “奥伯格

费尔诉霍奇斯案” 做出在美国全境确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决定性裁

判ꎮ 该判决终结了长期以来美国司法界对同性婚姻合法性的争论ꎬ 成

为美国同性平权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ꎮ 本书将该案判决书全文

译出ꎬ 并附上相关背景资料介绍、 案件分析与后果展望等ꎬ 辑录成

书ꎬ 以飨读者ꎮ

穷人能否获得公正审判： 吉迪

恩诉温赖特案实录

〔美〕 安东尼刘易斯 著 陈虎 译

３２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９８１￣５

本书曾获普利策新闻奖ꎬ 并在美国热销 ８０ 万册ꎮ 吉迪恩案为贫穷的刑

事被告人争取到了律师帮助的权利而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起经

典案例ꎬ 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推翻了之前的一个判例ꎬ 认为 “在

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获得律师的帮助是公平审判必需的基本权利”ꎬ 本

书以此案为中心ꎬ 讲述了公平审判和律师帮助权的确立历程ꎮ

刑法的启蒙 （第三版）

陈兴良 著

３２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９０５９￣０

全书以孟德斯鸠、 贝卡利亚、 边沁、 龙勃罗梭等十位刑法学巨擘为经

线ꎬ 以刑法思想为纬线ꎬ 勾勒出了刑法理念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转

变ꎮ 通过本书的梳理ꎬ 读者得以进入一个没有条文的法理世界ꎮ 作者

旨在为学习与研究刑法者提供一种刑法条文以外的刑法思想ꎬ 使人认

识到ꎬ 除了法条注释以外ꎬ 还有一种不以法条为本位的刑法研究的范

式之存在ꎮ

自由主义传
〔美〕 埃德蒙福赛特 著 杨涛斌 译

３２ 开 ８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５３８￣１

本书堪称一部令人眼界大开的自由主义史ꎬ 全面扫描了自由主义这一

主题ꎬ 介绍了纷然多样的人物与理念ꎬ 发人深省地重新思考了众所熟

悉的紧张关系ꎮ 作者以轻快利落的叙述ꎬ 展示了指导政治实践的自由

主义原则近两百年来的沿革ꎬ 检视了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迄今众多重

要思想家ꎬ 探明他们政治思想的传承关系ꎮ

东吴身影： 走近导师潘汉典

白晟 著

３２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５６２￣６

本书是我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潘汉典先生的学术传记ꎬ 作者白晟教授曾

师从潘先生ꎬ 获得悉心指导ꎬ 并深受赏识与信任ꎮ 这样的便利条件ꎬ
让作者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ꎬ 包括日记、 手稿等诸多原始文献ꎬ 以及

访谈、 通话等私人素材ꎮ 作者运用这些弥足珍贵的材料ꎬ 以时间为

轴ꎬ 细致地描绘了潘汉典先生勤勉而纯粹的治学生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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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美国法学教育百年史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英〕 罗伯特史蒂文斯 著 李立丰 译

３２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６７１￣５

本书是法律教育史领域的经典ꎮ 作者罗伯特史蒂文斯是声誉卓著的

法学家兼教育家ꎬ 历任多所一流高等院校的管理者ꎮ 他将研究旨趣与

自己的专业所长、 工作经历相结合ꎬ 运用大量文献资料ꎬ 撰写了这部

以 “美国大学法学教育的诞生与发展” 为研究对象的传记型学术作

品ꎮ 全书丰富的历史素材与深刻的社会分析相得益彰ꎬ 令人印象

深刻ꎮ

迷失 Ｚ城
〔美〕 大卫格雷恩 著 陈信宏 译

３２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４８３￣４

福塞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探险家ꎬ 为了证明 “Ｚ 城” 古文明

的存在ꎬ 他深入亚马逊密林ꎬ 然而ꎬ 福塞特一行人却从此消失ꎮ 他们

的下落和 Ｚ 城留下的线索ꎬ 成为一个重大的探险悬案ꎬ 种种传说随之

而生ꎮ 多年后ꎬ 本书作者为了破解谜团ꎬ 跑到巴西ꎬ 亲历福塞特当年

行经的路线ꎬ 而一桩惊人的发现ꎬ 就在前方等待着他

律师为什么替 “坏人” 辩

护?: 刑事审判中的真相与谎言

〔英〕 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 著

何远 汪雪 译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２５７￣１

本书向读者呈现的不是法庭剧ꎬ 而是英国真实的庭审ꎮ 作者娓娓讲述

在律师办公室、 法庭和监狱中发生的一幕幕场景ꎬ 让读者不仅得以领

略律师的日常工作ꎬ 而且能够进入作者的内心ꎬ 体会律师为身陷囹圄

的客户努力辩护时的各种心理活动ꎮ 诙谐的文风中ꎬ 潜藏着一个巨大

难题: 如何保证无辜者不会蒙冤ꎬ 有罪者罚当其罪?

从卢梭到尼采： 耶鲁大学公选课

〔美〕 弗兰克Ｍ. 特纳 著

〔英〕 理查德Ａ. 洛夫特豪斯 编

王玲 译

３２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８０１９￣５

弗兰克Ｍ. 特纳是当代最为杰出的文化史及思想史大师之一ꎬ 他在

耶鲁大学开设的系列讲座公选课 “欧洲思想史” 犹如一座丰碑ꎬ 数年

来一直吸引着众多学子ꎮ 本书编者曾师从特纳ꎬ 他将授课录音及相关

文字素材编排整理ꎬ 汇集成书ꎮ 这本书展现了特纳这位首屈一指的历

史学家对于现代欧洲思想形成过程的睿见ꎮ

深渊居民： 伦敦东区见闻

〔美〕 杰克伦敦 陈荣彬 译

３２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８２７￣７

本书是 ２０ 世纪初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的报告文学代表

作ꎮ 作者以一位落魄美国水手的身份ꎬ 深入伦敦东区ꎬ 在当地贫民窟

中生活了数十天ꎬ 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ꎮ 书中ꎬ 他为读者展示了一幅

幅反映 ２０ 世纪初叶伦敦东区贫民生活状态的生动画卷ꎬ 不加虚饰地揭

露出当时当地的诸多社会问题ꎬ 促人深思ꎮ

不含传说的普鲁士
〔德〕 赛巴斯提安哈夫纳 著 周全 译

３２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２５７￣２

普鲁士是一个神话ꎮ 对某些人来说ꎬ 它代表着秩序、 正直与宽容ꎻ 对

其他人来说ꎬ 它却集军国主义与反动作风于一身ꎮ 身为普鲁士人的塞

巴斯提安哈夫纳抛开旧有的传说ꎬ 娓娓道出这个国家的历史ꎮ 哈夫

纳探讨这个不寻常的国度时ꎬ 心中不存偏见、 抱持批判态度ꎬ 但不无

钦佩之意ꎬ 使得本书成为一部关于普鲁士历史的独特著作ꎮ

我的刑法研究
〔日〕 西原春夫 著 曹菲 译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０９１￣２

本书是日本著名刑法学者、 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原春夫先生的访谈式

自传ꎬ 多角度地展现了他作为刑法学家、 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的不同

侧面ꎬ 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学术人生和独特的人生观ꎮ 本书由代表当今

日本刑法学界最高水平的顶级学者井田良、 佐伯仁志、 高桥则夫三位

教授担任访谈者ꎬ 在与西原先生的交流中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和魅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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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底色
胡健 著

３２ 开 ５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０２４￣０

本书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胡健博士的法律评论随笔集ꎮ 本书既有

对其立法本职工作的思考ꎬ 又涵盖了社会治理、 司法改革等多领域的

话题ꎮ 本书共分八辑ꎬ 分别是民主根基、 宪意阑珊、 良善之法、 治理

之道、 竞争法则、 司法正义、 公民问政、 香江札记ꎬ 包括 “理性看待

‘两高’ 的反对票” “大会堂北门亲历记” 等文章ꎮ

要命的选择： 霍尔姆斯杀人案、 洞

穴奇案和吉姆的困境

〔美〕 雨果亚当贝多 著 常云云 译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４８７￣４

本书源自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雨果亚当贝多教授 １９９５ 年春在塔夫

茨大学开设的一系列讲座ꎮ 贝多教授在讲座中选取了三个著名的案

例ꎬ 既有真实发生的 “美国诉霍尔姆斯案”ꎬ 也有经典的虚构案例

“洞穴奇案” 和 “吉姆的困境”ꎮ 试图让读者共同思考: 当无论怎样选

择都会导致有人丧生时ꎬ 我们该如何做出 “要命的选择”?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 马伯里诉

国务卿麦迪逊案

〔美〕 克利夫斯隆、 〔美〕 戴维麦基

恩 著 王之洲 译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５５６￣０

本书围绕马歇尔大法官笔下一则里程碑式的著名判例 “马伯里诉麦迪

逊案” 展开ꎮ 通过该案ꎬ 最高法院手中的司法权大大加强ꎻ 但更重要

的是ꎬ 原本只存于国父们脑海中的三权分立理想ꎬ 最终照进了现代国

家的政治蓝图ꎮ 通过引人入胜的细节、 勾心斗角的政争以及精彩纷呈

的人物ꎬ 本书展现了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初民主革命的精彩岁月ꎮ

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 法律

职业的未来

〔英〕 理查德萨斯坎德 著 何广越 译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９３５￣１

理查德萨斯坎德预言了一个法律服务的未来世界ꎬ 包括虚拟法庭、
基于互联网的全球化律所、 执业泛化的法律市场、 法律服务大宗商品

化与外包、 基于网页的模拟法律执业ꎬ 以及全新的工作机遇ꎮ 本书写

给那些有志于未来的法律人ꎬ 以及所有期待着法律体制现代化的读

者ꎬ 为从事法律服务的职业人群提供富有远见又脚踏实地的指导ꎮ

乡土中国再认识
王德福 著

３２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０４６￣３

本书是一部真正从乡土中生长出来的书ꎬ 既是与费孝通先生 «乡土中

国» 的一种学术对话ꎬ 也是对华中村治研究的接续ꎮ 书中展示的内容

完全来自作者及其团队多年的农村调查ꎬ 没有简单套用和比附理论教

条ꎮ 本书包括再识 “乡土中国”、 乡土社会再阐释、 农民的面子观、
接力式进城等内容ꎬ 描绘出 ２１ 世纪初期乡土中国的转型图景ꎮ

埃德蒙·柏克： 现代保守政治教父

〔英〕 杰西诺曼 著 田飞龙 译

３２ 开 ５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０５０￣０

可借用作者的一番话来概述本书内容: “本书是对柏克生平与思想的

一种个人化解释ꎬ 侧重于我本身作为一个实践型政治家在哲学与经验

上的自有背景ꎮ 本书不仅呈现了作为普通人的柏克ꎬ 并将其生平追溯

至十八世纪社会绚丽丰富的图景之中ꎬ 而且阐述了作为政治家和思想

家的柏克ꎮ”

淡泊从容莅海牙 (增订版)
倪徵 著

３２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１５８￣３

作者在 ９２ 岁高龄撰写了回忆录 «淡泊从容莅海牙» 一书ꎮ 全书以翔

实的材料ꎬ 简练质朴的文笔ꎬ 叙述了作者早年蓄志学法ꎬ 留学深造ꎬ
回国后当律师ꎬ 任法官ꎬ 四十年代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对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日本主要战犯的审判ꎬ 及至 １９８４ 年以 ７８ 岁的高龄当选为

新中国第一任国际法庭大法官等的不凡经历ꎮ

法律： 七堂法治通识课
〔新西兰〕 杰里米沃尔德伦 著 季筏

哲 译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７４９￣４

杰里米沃尔德伦是当代法学与政治哲学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ꎬ 现任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ꎬ 本书是其早年的代表作ꎬ 是对 “法治” 理念一

次深入浅出的常识性推广ꎮ 全书以英国的法律实践与制度经验为素

材ꎬ 选取了法哲学领域的七个主要问题ꎬ 联系具体实例ꎬ 血肉丰满地

展现了这些理论问题的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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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为何存在： 探索万物之谜的奇

妙旅程

〔美〕 吉姆霍尔特 著 高天羽 译

３２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６４６￣７

本书荣获 «纽约时报» ２０１２ 年度十大好书之一ꎮ 作者从自己的亲身经

历入笔ꎬ 讲述年轻时读萨特和海德格尔的著作ꎬ 被 “世界为何存在ꎬ
而非一片虚无?” 的追问所震撼ꎬ 由此展开了一场探索宇宙起源的旅

程ꎮ 作者带着对这个终极问题的困惑出发ꎬ 遍寻全世界的知识精英ꎬ
尝试从多学科的路径来解答这个终极问题ꎮ

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 美国著名

法官讲演录

〔美〕 戴维奥布莱恩 编 何帆、 姜强、
刘媛、 黄琳娜、 林娜 译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１０２￣７

２ 位首席大法官、 １７ 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１１ 位上诉法院和初审法院法

官ꎬ 以讲演的方式ꎬ 分享自己对法治的观察、 对公正的理解ꎮ 这些著

名法官的作品ꎬ 首次完整收录到一本书中ꎮ 透过本书ꎬ 读者可以了解

到美国法官对司法功能的认识ꎬ 知晓美国式 “案多人少” 的困境和信

息化时代庭审逐渐消失的缘由ꎬ 以及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的思考ꎮ

苏格拉底的审判
〔美〕 斯东 著 董乐山 译

３２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４５６￣１

本书是研究苏格拉底之死这一里程碑事件的著名作品ꎮ 西方文明史

上ꎬ 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以外ꎬ 没有任何其他审判ꎬ 像对苏格拉

底的审判一样给人带来如此深刻的反思ꎮ 苏格拉底饮鸩自尽是为了什

么而牺牲的? 古代雅典是思想及言论自由空前发达的社会ꎬ 为何会发

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雅典怎么不忠实于自己的原则?

茶叶江山： 我们的味道、 家国与

生活

周重林、 李乐骏 著

３２ 开 ３９ ８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９２７￣７

千百年中ꎬ 茶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与血脉? 近代以来ꎬ 茶运与国运

如何相互影响? 今天ꎬ 我们还能经由这片叶子ꎬ 找回昔日的味道和生

活方式吗? 历时 ２ 年ꎬ 行程 １８０００ 公里ꎬ 我们走过沙漠、 草原、 海洋ꎬ
寻访 ２８ 座城市ꎬ 实地采访 １２０ 人ꎬ １６２０００ 字ꎬ ３０ 张罕见历史图片ꎬ
为你呈现一片叶子ꎬ 一本书ꎬ 和我们的故事ꎮ

亡者归来： 刑事司法十大误区

何家弘 著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３２５￣０

本书是何家弘教授的最新力作ꎮ 全书采用法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形式ꎬ
选取了两个曾经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冤错案件ꎬ 用文学的语言和结

构讲述了错判背后的故事ꎬ 演绎出冤案发生的原因ꎮ 同时ꎬ 作者在介

绍相关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总结出中国刑事司法中生成冤案的十

大误区ꎬ 并探讨了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进化与改良的路径ꎮ

质问希特勒： 把纳粹逼上法庭的

律师

〔美〕 本杰明卡特黑特 著 何远 译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６１２￣２

本书是一位德国传奇律师的人生传记ꎮ 汉斯利滕 ２７ 岁时ꎬ 纳粹已如

日中天ꎬ 为了揭穿纳粹的暴力本性ꎬ 在冲锋队制造的一起刑事案件

中ꎬ 他申请法庭传唤希特勒作为证人出庭ꎬ 使希特勒当庭丑态百出ꎮ
希特勒上台后ꎬ 他便成为首批被投入集中营的囚犯之一ꎮ 利滕在集中

营里去世时年仅 ３４ 岁ꎬ 如今他已成为德国律师的代名词ꎮ

到法学院学什么
〔美〕 特蕾西  Ｅ 乔治、 〔 美〕 苏珊

娜雪莉 著 屠振宇、 何帆 译

３２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９３４￣６

本书是美国法学院的入门必读书ꎬ 由何帆与屠振宇合作翻译的ꎬ 为法

学院的新生讲解入门知识ꎮ 本书将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美国法学院的教

学模式ꎬ 由此比较中美法学教育的差异ꎬ 为准备进入美国法学院的学

生提供基本知识ꎬ 告诉读者在美国法学院会学到什么ꎮ 同时ꎬ 本书也

能帮助读者对美国式法律治理的思维方式获得基本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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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之结： 法律能为战胜贫穷做

什么？

〔美〕 罗伯特库特、 〔德〕 汉斯 伯恩

特谢弗 著 张巍、 许可 译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４５６￣２

本书论证了法律在国家兴衰中的关键作用ꎮ 消除贫困的最好办法就是

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ꎬ 而持续增长的秘诀在于创新ꎮ 通过为创新建立

法律的宏观架构和微观架构ꎬ 创新者与投资者之间得以形成牢不可破

的 “所罗门之结”ꎬ 共同致力于创造财富而非攫取财富ꎮ 本书为中国

未来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ꎮ

电车难题： 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

〔美〕 托马斯卡思卡特 著 朱沉之 译

３２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３４５￣９

本书虚拟了一桩符合 “电车难题” 情境的事件及随之而来的审判ꎬ 检

控官、 法官、 被告、 受害人家属、 陪审团、 律师、 媒体、 大学师生、
论坛网友等各路人马纷纷登场ꎬ 各自表态ꎬ 一场思维的激烈碰撞就此

展开ꎮ 全书生动有趣ꎬ 全景式地呈现了诞生数十年来讨论不休且越来

越热烈的 “电车难题”ꎬ 堪称一次为广大公民讲授的伦理通识课ꎮ

法学院
朱伟一 著

３２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７１３￣７

本书以哥大法学院为主线ꎬ 讲述了美国法学院的许多人与事ꎬ 从入学

考试 ＬＳＡＴꎬ 到法学院的课程考试和美国律师资格考试ꎬ 有很多事里事

外的述评ꎮ 作者还以一个法律人特有的视角介绍了美国法律界的职业

现状ꎮ 本书是难得的介绍美国法学院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知识性思想性

为一体的读物ꎮ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美〕 艾伦德肖维茨 著 黄煜文 译

３２ 开 ２９ ８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５３６￣２

权力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如此重要ꎬ 是因为权利的来源

决定了权利的地位和内容ꎮ 德肖维茨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

理论———权利来自于恶行ꎮ 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看到犹太人大屠杀之类

恶行再次重演ꎮ 权利正是来源于人类对过去经历的暴行磨难的反思ꎬ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ꎬ 人类创立和积累起权利体系来抵抗恶行的侵袭ꎮ

新控辩审三人谈
张军、 姜伟、 田文昌 著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５０４￣１

本书以 «刑事诉讼法» 的修订为契机ꎬ 是张军、 姜伟、 田文昌的再次

对话ꎮ 三位作者分别站在法官、 检察官和律师的角度ꎬ 对新刑事诉讼

法背景下的刑诉理论与实务问题展开激烈讨论ꎮ 读者可以从中领略他

们各自不同的立场、 观点的交锋和思想的碰撞ꎬ 体会我国刑事诉讼制

度和理念的演变历程、 经验得失以及对刑事诉讼未来发展的愿景ꎮ

咆哮彭城： 唐代淮上军民抗争史

卢建荣 著

３２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４２５￣９

本书是卢建荣先生广受赞誉的一部作品ꎬ 以类似 «万历十五年» 的故

事讲述方式回顾了唐代安史之乱后在徐州发生的一起叛乱事件ꎬ 作者

以小说的方式还原了历史事件的细节和过程后ꎬ 再从法制史的角度解

剖了唐代末期在中央集权势弱与地方势力兴起、 自治需求提升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ꎬ 意图对 “一个庞大的帝国为何会出现叛乱” 作出解释ꎮ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 沈四宝演讲

录 (第三版)
沈四宝 著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４２６￣６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赋予法律学人们一个重要任务ꎬ 就是促进中外

法律的交流ꎬ 并将之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ꎮ 作为我国民商法和

国际法学界著名的教授、 律师、 仲裁员ꎬ 作者沈四宝教授就是法学界

和实务界身体力行上述宗旨的法学家ꎮ 本书记述了沈老师近半个世纪

所经历的风云变幻ꎬ 他见证并亲身经历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变革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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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酒传奇
〔美〕 马特邦杜兰特 著 常非 译

３２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８１５￣９

本书是一部混合了兄弟情谊、 贪婪和谋杀的禁酒时代小说ꎮ 邦杜兰特

三兄弟是 １９２０—１９３３ 年美国大禁酒时期ꎬ 在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县以

酿造私酒和暴力而闻名的黑帮ꎮ 新闻记者和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

查探出邦杜兰特兄弟与 “富兰克林县最大的私酒集团” 之间的微妙联

系ꎬ 同时也打破了富兰克林县长久以来的集体沉默

亡命驾驶
〔美〕 詹姆斯萨利斯 著 章忠建 译

３２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６１８￣６

小说的主人公有多重身份ꎬ 白天他是一名好莱坞特技演员ꎬ 晚上是黑

帮生意链中 “最沉默的司机”ꎮ 他工作在浮华喧闹的好莱坞ꎬ 却行走

于社会边缘ꎮ 与女邻居的微妙情愫似乎是他与这冰冷世界的唯一联

系ꎮ 在一次帮助她出狱不久的丈夫送货时ꎬ 女邻居被黑帮谋杀ꎮ 他开

始了血腥复仇和亡命驾驶ꎬ 但无论逃向何方ꎬ 命运ꎬ 似乎已被注定ꎮ

中华文明讲演录
俞学明、 赵晓华 主编

１６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１１７￣３

本书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开设的全校通识课核心课程 “中华文明通论”
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ꎬ 由一批北京知名学府的优秀学者以专题的形式

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华文明的个性特征与基本精神ꎬ 以通俗的方式阐述

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ꎬ 在注重主题横向跨度的同时ꎬ 又照顾到历史

的维度ꎬ 使读者对中华文明有全面的了解ꎮ

新乡土中国 (修订版)
贺雪峰 著

３２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７２１￣３

世纪之交前后ꎬ 中国农村几乎同时在三个层面发生巨变: 一是国家与

农民关系的巨变: ２００６ 年取消了农业税ꎻ 二是农村基础结构之变: 农

村内生秩序基础的社会基础结构快速解体ꎻ 三是农民价值之变: 传宗

接代观念开始丧失ꎮ 这三个千年未有之变ꎬ 恰好都发生在 ２０００ 年前

后ꎬ 这就可以在一个更具体的时空下面理解新 “乡土中国”ꎮ

故纸遗律： 尹藏清代法律文书

尹伊君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６６９￣８

本书收录清代法律文书 ９２ 件ꎬ 民国时期法律文书 ８ 件ꎬ 共 １００ 件ꎬ 分

为 １６ 项ꎮ 内容涉及传唤、 诉讼、 判决、 保甲、 继承、 分家、 典当等方

面ꎮ 编排体例按照 «清律» 先后顺序ꎮ 本书图文并茂ꎬ 每幅文书图录

均为首次发表ꎬ 文字部分既有对该项文书的总体定义说明ꎬ 又对每一

幅图录分别予以介绍ꎬ 其中包含了大量作者研究成果ꎮ

你好， 真相！： 蒙冤者的告白和

他们的故事

〔美〕 特蕾莎马丁内斯 莫尔韦恩 主编

陈效、 苑宁宁 等译 顾永忠 审校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９９５￣９

本书让那些无辜入狱的蒙冤者们一个一个走到台前ꎬ 在聚光灯下发出

他们自己的声音ꎮ 全书以纪录片式的冷静直白和蒙冤者的自我讲述呈

现他们的故事ꎬ 并配以他们创作的艺术作品ꎬ 展现蒙冤者在入狱前、
监狱中及出狱后的愤怒、 挣扎、 原谅和救赎ꎮ 每位关心司法公正和具

有人道情怀的人都值得在此稍微驻足ꎬ 侧耳倾听他们的声音ꎮ

法治的细节
周大伟 著

３２ 开 ３３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８１２￣９

娓娓道来的故事ꎬ 铿锵有力的驳斥ꎬ 看似平淡的讲述ꎬ 深刻分析的法

理ꎮ 时而淡定ꎬ 时而义愤ꎬ 时而慷慨ꎬ 时而平静ꎬ 我们会随着作者的

思路浮想联翩ꎬ 随着作者的情绪喜怒哀乐ꎮ 这就是 «法治的细节»ꎬ
讲述世间法治的人情世故ꎬ 日积月累的思考记录ꎬ 从貌似琐碎的细节

出发ꎬ 寻求制度建设的原理与途径ꎬ 这就是作者典型的论证方式ꎮ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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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守护公正：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

官访谈录

〔美〕 布莱恩拉姆、 〔美〕 苏珊斯温、
〔美〕 马克法卡斯 编 何帆 译

１６ 开 ５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５３４￣０

法官们用生动、 通俗的语言ꎬ 详细解读了美国最有权力ꎬ 也最为神秘

的政府机构的内部运作ꎮ 他们畅谈自己的司法理念、 奋斗经历ꎬ 对最

高法院的决策内幕也不讳言ꎬ 大量内容都是首度公开ꎮ 为丰富大家的

理解ꎬ 书后还附上了对各种人士的访谈ꎬ 从不同视角ꎬ 向读者全面展

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渊源、 职能定位和传统文化ꎮ

冤案何以发生： 导致冤假错案的八

大司法迷信

〔美〕 吉姆佩特罗、 南希佩特罗 著

苑宁宁、 陈效 等译 顾永忠 审校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３８４￣１

一起突发的强奸杀人案使得一位从无劣迹的男子被定罪入狱ꎮ 坚信丈

夫清白的妻子四处奔走ꎬ 为其洗刷冤情ꎬ 却一再受挫ꎮ 在一个致力于

为无辜者洗冤的公益组织帮助下ꎬ 他们获得了一份关键的 ＤＮＡ 样本ꎬ
证明真凶另有其人ꎮ 经过该州检察总长的亲自推动和努力ꎬ ７ 年之后ꎬ
冤案得以澄清ꎬ 真正的凶手竟是与蒙冤者同处一狱的牢友

法的门前
〔美〕 彼得德恩里科、 邓子滨 编著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０６４３￣０

«法的门前» 是美国法律经典著作 «法律之门» 的精编本ꎬ 是由 «法

律之门» 的编著者之一彼得德恩里科教授与 «法律之门» 的译者邓

子滨教授针对中国读者重新编著而成的ꎮ 本书以卡夫卡 «审判» 中一

篇古奥而悲辛的寓言开始ꎬ 以当代社会个人信息保护的话题作结ꎬ 是

结构开放、 素材多样、 观点纷呈的美国法治图谱ꎮ

刑法与民法的对话
〔日〕 佐伯仁志、 道垣内弘人 著 于改

之、 张小宁 译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３４９￣８

本书是对日本东京大学刑法学教授佐伯仁志与民法学教授道垣内弘人

就刑法与民法相交错的诸问题历时两年所进行的对话的整理ꎬ 主要探

讨刑民交界领域的法律问题与司法适用ꎮ 该领域近年来因为 “许霆

案” 的影响ꎬ 正成为国内法学界的研究焦点ꎬ 引入日本学者在这一领

域的研究成果ꎬ 正好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参照与借鉴ꎮ

批评官员的尺度： 《纽约时报》

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美〕 安东尼刘易斯 著 何帆 译

３２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８７３￣６

１９６０ 年ꎬ 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ꎬ 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ꎬ 将 «纽

约时报» 告上法庭ꎮ 两审失利后ꎬ «纽约时报» 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

法院ꎮ 九位大法官的判决维护了媒体、 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ꎮ «纽约

时报» 资深记者、 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ꎬ 以翔实史料、
生动笔触ꎬ 系统回顾了这起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案件ꎮ

盲人奥里翁： 龚祥瑞自传

龚祥瑞 著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６４４￣２

本书是一代宪法学名师龚祥瑞先生生前亲笔所写的自传ꎮ 龚祥瑞先生生

于辛亥革命之年ꎬ 考入清华大学ꎬ 公派至英国学习宪法、 行政法ꎬ 归国

后受聘于西南联合大学ꎮ “文革” 中被发往江西鲤鱼洲劳改农场教育改

造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重新任教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ꎮ 本书完整记载了龚

祥瑞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和 ２０ 世纪法、 政、 学界的风云变幻ꎮ

法律稻草人
张建伟 著

３２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２３２￣１

本书是张建伟教授近年来关于法律学术、 法学教育以及司法实践的一

系列短文精品ꎬ 文章或借题阐发或针砭时弊ꎬ 但都恪守学术界限ꎬ 阐

释法律精神ꎬ 言短意长ꎬ 点到为止ꎬ 隽永中饱含深趣ꎬ 是比较难得的

法律人文读物ꎬ 尤其适合关注法律的人文阅读爱好者ꎮ 本书由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序ꎬ 入选 ２０１２ 年 “两岸最美的书”ꎮ

０２



政法往事： 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

陈夏红 著

３２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９９８￣７

近世以来ꎬ 西风东渐ꎬ 冲突碰撞ꎬ 法治徘徊ꎬ 中国是个茶几ꎬ 上面摆

满杯具ꎬ 每个法律人的精神家园都在政治博弈的角斗中飘摇ꎮ 本书试

图拂去遮蔽历史真相的尘埃ꎬ 以史学之眼光、 文学之笔法、 法学之思

维ꎬ 研究、 访谈、 阅读等多般器械轮番上阵ꎬ 在政法舞台上钩沉往

事ꎬ 呈现一部可思可叹的政法史ꎮ

法律文化三人谈
何勤华、 贺卫方、 田涛 著

３２ 开 １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２２９￣３

本书是何勤华、 贺卫方、 田涛三位教授关于法律文化的 “锵锵三人

谈” 现场实录ꎮ 三位教授以漫谈的形式ꎬ 对法律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

了别开生面的讨论ꎮ “三人谈” 的谈话地点历经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ꎬ 前后共计三地六场ꎬ 充分展现出

三位教授智慧与学识的碰撞ꎮ 谈话背景的切换使读者更有时空感ꎮ

寻找法律的印迹 ２： 从独角神兽

到 “六法全书”

余定宇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１８３￣８

继本书的姊妹篇 «寻找法律的印迹: 从古埃及到美利坚» 的 “环球法

旅” 之后ꎬ 作者展开了另一场波澜壮阔的 “中国法律之旅” ———从黄

河两岸的黄土高原ꎬ 到长城内外的万里戈壁ꎬ 从 “铁马秋风” 的塞

北ꎬ 到 “杏花春雨” 的江南ꎬ 作者一步一个脚印地寻找着 ５０００ 年来

中国法律的遥远故事ꎬ 聆听着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依稀足音ꎮ

被解缚的哥特城： 纽约黑帮兴

衰史

〔美〕 杰 克 布 斯、 弗 里 尔、 拉 迪 克 著

时延安 译

１６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４３５￣９

本书对 ２０ 世纪美国纽约市有组织犯罪的兴衰史进行了深入分析ꎬ 对美

国联邦和纽约州执法机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实践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分

析ꎮ 作者详尽地剖析了黑帮势力渗入纽约主要经济领域的整个过程ꎬ
以犯罪学的视角解构了在这一过程中政治、 经济乃至文化因素之间错

综复杂的关系ꎮ

无讼的世界： 和解理性与新熟人

社会

贺海仁 著

３２ 开 １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６６８￣１

本书通过案件社会结构的分析原理ꎬ 讨论了和解理性的社会学基础ꎮ
本书认为ꎬ 在新的时代来临之际ꎬ 如果要继续坚守以和解为中心的纠

纷解决机制ꎬ 就应当重新认识和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ꎮ 本书试

图论证: 我们每一个人依旧和应当生活在熟人社会中ꎬ 从而为天下无

讼提供方向性观念和现实可能性ꎮ

论法学研究方法
陈瑞华 著

１６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１６７￣９

当中国的法制进程在近 ３０ 年来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ꎬ 中国的法学研究

和法学教育却步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ꎬ 法制变革的波澜壮阔ꎬ 映

衬着法学研究的停滞不前和法学教育的人才凋敝ꎮ 在对 “中国法学怎

么了” 的不断反问声中ꎬ 陈瑞华先生提出了他的 “第三条道路” 和

“中国的问题ꎬ 世界的眼光” 的宏大雄心ꎮ

接触与碰撞： １６ 世纪以来西方人眼

中的中国法律

田涛、 李祝环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３３８￣６

人类在各自封闭的地域环境中ꎬ 发展着不同的法律文化ꎬ 当西方人在

１６ 世纪发现了中国的时候ꎬ 随着接触与碰撞ꎬ 首先遇到的是法律冲

突ꎬ 于是东西方的法律从此走向整合ꎮ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这一

冲突的过程ꎬ 作者用百余幅鲜为人知的珍贵图文资料ꎬ 为我们描述了

那一段被遗忘了的历史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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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名家经典阅读苏力法学作品系列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第三版)
苏力 著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００５￣１

本书内容以交叉学科为背景ꎬ 从浅近的社会法律问题入手ꎬ 集中讨论

了中国当代法律和法学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ꎮ 其学术背景涉及经济

学、 人类学、 社会学、 阐释学等ꎮ 本书作者力求从平易中展现法学与

其他学科的不可分割的关系ꎬ 创造性地把交叉学科的知识引入到中国

的法学研究中来ꎬ 并融合进中国法学ꎮ

走不出的风景： 大学里的致辞，

以及修辞

苏力 著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０８９２７￣９

本书是作者苏力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１０ 年任期内各种致辞的汇集ꎬ
主要是迎新和毕业致辞ꎮ 因为苏力的致辞一洗官腔套话ꎬ 贴近年轻学

生的心灵与生活ꎬ 这些致辞在当时就引起了校园轰动ꎬ 并逐渐成为每

年新生以及毕业生们翘首期待的一道风景ꎮ 并且从苏力开始ꎬ 引发了

一系列大学院校长们的清新致辞风气ꎮ

送法下乡： 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修订版)
苏力 著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０６１￣７

本书各章 (有关方法的第十二章除外) 集中关注和讨论的中国司法制

度的所有问题ꎬ 在不同程度上或以改变了的方式仍然存在ꎻ 当年研究

问题的基本思路ꎬ 以中国问题和经验为基础的分析和理论追求ꎬ 至今

或许仍然前沿ꎬ 特别是面对概念法学和教义法学的泛滥ꎻ 随着中国的

崛起ꎬ 书中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关注甚至变得更为急迫了ꎮ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增订版)
苏力 著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６８２￣０

本书所收文章皆是作者发表于各种重要期刊的学术文章ꎬ 大致可分为

三编: 第一编主要是关注一些社会和法律的热点问题ꎬ 诸如言论自由

和隐私权、 送法下乡、 科技与法律以及司法审查和制度形成的问题ꎮ
第二编主要是对于法学自身的反思和总结ꎮ 最后一编是读书笔记和读

后感ꎮ

法政名家经典阅读冯象法学作品系列

政法笔记： 附利未记 (增订版)
冯象 著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６７３￣４

«政法笔记» 是冯象先生在 «读书» 开的专栏文字ꎬ 以英美中古文学

博士的笔意ꎬ 言说国内法治领域的大小故事ꎬ 从孔夫子名誉权、 鲁迅

肖像权、 婚前财产公证、 取名用生僻字、 性贿赂、 人体写真到版权、
美国大选涉及知识产权的方方面面ꎬ 就文章而言ꎬ 都称得上汉语

法学随笔写作的巅峰之作ꎮ

木腿正义 (增订版)
冯象 著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１４０４￣９

本书共收录作者以前的文章 ３１ 篇ꎬ 其中上编 １６ 篇谈法律ꎬ 属于带有

学术性的法律杂文ꎻ 下编 １５ 篇谈文学ꎬ 学术性较强ꎬ 也包括一些访谈

文章ꎮ 法律与文学、 法律与社会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ꎬ 作者凭借

其深厚的法学与文学功底ꎬ 立足社会现实ꎬ 以其一贯犀利的笔锋为我

们展示了法学、 文学、 法律与文学不一样的图景ꎮ

２２



法政名家经典阅读刘星法学作品系列

法学知识如何实践
刘星 著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８４１８￣９

法学知识属于法律实践的一个内在部分ꎬ 或说当进行法学知识研究时ꎬ
也就是正在进行社会实践ꎬ 特别是法律实践ꎮ 本书主题是关于法学理论

与实践关系的探讨ꎮ 社会科学中ꎬ 较之于其他学科ꎬ 法学则更为强调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ꎮ 作者结合近年来的最新思考及研究成果ꎬ 用独到的见

解及清新的笔触ꎬ 通过多个专题ꎬ 来阐述在这一领域内的思考ꎮ

有产阶级的法律
刘星 著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２７４１￣４

本书是著名法学家刘星教授的学术随笔辑录ꎮ 虽是学术文章ꎬ 却绝非

术语的堆砌ꎬ 作者在娓娓讲述那些有趣故事和社会现象的同时ꎬ 自然

而然地引领读者进入对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诸多基本问题的思考ꎮ 文

章的顺序安排亦颇具匠心ꎬ 一篇篇看似独立的文章ꎬ 其实是作者是对

法律本质探求的层层深入、 递进、 展开ꎮ

法政名家经典阅读赵明法学作品系列

文人政治的一曲悲歌： 王安石变

法启示录

赵明 著

３２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００７￣７

北宋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文人政治时代ꎬ 王安石作为文人士

大夫政治群体中的佼佼者ꎬ 以坚定的信念担纲神宗皇帝的变法大臣ꎮ
王安石一生不为功名利禄所动ꎬ 为改革变法兢兢业业ꎬ 却又处处树

敌ꎬ 污蔑、 冷落相伴ꎬ 并在身后长达千年的岁月里ꎬ 背负着王朝覆灭

的沉重罪名ꎮ 这是千古一相的英雄悲歌ꎬ 也是文人政治的时代悲歌!

在尘世安顿人生： 走进孔子的思

想世界

赵明 著

３２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００６￣０

«论语» 中记录的孔子的话语ꎬ 既是哲人的箴言ꎬ 又是诗人的歌声ꎬ
延续并光大了华夏礼乐文明的精神传统ꎮ 本书拒绝伦理、 道德的说

教ꎬ 不同于流俗的 “心灵鸡汤”ꎬ 用平实、 感性的笔调引领读者倾听

一位伟人的诉说ꎬ 领略孔子传奇的一生ꎮ 让我们打开书本ꎬ 倾听圣

言ꎬ 感悟先哲智慧ꎬ 一起寻找如何 “在尘世安顿人生” 的答案吧!

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 商鞅的政

治人生

赵明 著

３２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００５￣３

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ꎬ 它呼唤伟大的立法者ꎬ 以担当二重奏

的总指挥ꎮ 商鞅应运而生ꎬ 他是演奏这个时代二重奏的顶级高手ꎬ 在

秦国成功地推行了变法ꎬ 为秦国统一六国、 开创中华帝国文明奠定了

坚实基础ꎮ 商鞅是一个知晓经术而深通世务的政治家和立法者ꎬ 他悲

剧性的人生结局其实蕴含着政治哲学的人性之谜ꎮ

法政名家经典阅读切萨雷贝卡里亚经典著作

论犯罪与刑罚 (增编本)
〔意〕 切萨雷贝卡里亚 著 黄风 译

３２ 开 ５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７８５￣３

«论犯罪与刑罚» 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长ꎬ 但影响却极为深远ꎬ 被誉

为刑法学乃至法学领域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ꎮ 此次ꎬ 为纪念 «论

犯罪与刑罚» 诞生 ２５０ 周年出版精装增编本ꎬ 由黄风教授再次校订译

稿ꎬ 并增收贝卡里亚后期有关政治犯罪和死刑问题的两篇重要文章ꎬ
以期更为全面地体现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ꎬ 以飨读者ꎬ 以志缅怀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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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与刑罚
〔意〕 切萨雷贝卡里亚 著 黄风 译

３２ 开 ２２ 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２２８￣８

本书自 １９９３ 年第一次由黄风教授翻译成中文出版以来ꎬ 已经成为中国

刑法学研究和学习者的必读书目ꎬ 当时翻译依据的是原著的法文版

(也称 ４２ 章版)ꎮ 本次再版依据的是贝卡里亚原著的 ４７ 章版ꎬ 力图完

整再现贝卡里亚的著作原貌ꎬ 同时增加了黄风教授撰写的导读ꎬ 方便

读者更为清晰地了解贝卡里亚的刑法学思想ꎮ

贝卡里亚刑事意见书 ６ 篇
〔意〕 切萨雷贝卡里亚 著 黄风 译

３２ 开 １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５２９￣３

“刑事意见书 ６ 篇” 是贝卡里亚后期关于刑事法律问题的作品ꎬ 基本

上属于贝卡里亚在走入仕途后撰写的咨询意见ꎬ 带有一定的公文色

彩ꎬ 但是他们仍然鲜明体现着作者关于现代刑事法律原则的创新思想

和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愫ꎮ 这 ６ 篇作品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ꎬ 对于熟悉

«论犯罪与刑罚» 的广大读者来说ꎬ 本书将成为他们的必选读物ꎮ

法政名家经典阅读理查德波斯纳文丛

超越法律
〔美〕 理查德波斯纳 著 苏力 译

１６ 开 ７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０２５￣７

本书既是一本法律理论的书ꎬ 也是一本关于法律理论的书ꎻ 这两个虚词

分别指出了本书的建构的一面和批判的一面ꎮ 导论、 第一编和第六编的

各章主要是建构的ꎮ 其间各编主要是批判的ꎮ 法学缺乏批评传统ꎬ 因此

作者不想辩解ꎬ 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精力来批评其他理论家ꎻ 读过本书手

稿的一些读者告诉作者 (而且作者也相信)ꎬ 这些批评章节最为生动ꎮ

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
〔美〕 理查德波斯纳 著 苏力 译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３７６￣３

美国当代最富盛名的法官理查德波斯纳ꎬ 在本书中首度回顾了他 ３１
年的法官生涯ꎬ 揭示了在此期间美国司法体系经历的改变ꎮ 在某种意

义上ꎬ 可以把本书看做是波斯纳法官个人自传的预演ꎮ 他通过对自己

法官之路的回顾ꎬ 讨论了律师应该如何辩论以及法官如何裁决才能提

升审判的公正性和社会效应ꎮ

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美〕 理查德波斯纳 著 李晟 译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９６７￣４

本书是波斯纳关于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本著作ꎬ 进一步深入

到经济学的理论语境当中ꎬ 不仅从现实层面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危机

应对政策做出了细致分析和犀利批评ꎬ 还从理论层面讨论了金融危

机的形成与发展所带来的启示ꎬ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改革

措施ꎮ

资本主义的失败： ○八危机与经

济萧条的降临

〔美〕 理查德波斯纳 著 沈明 译

１６ 开 ２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６６６￣７

始于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因其惊人的蔓延速度而成为这代美国人

一生中最为危急的事件ꎮ 危机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人们事先没有预

测出来ꎬ 以采取挽救措施避免其发生或减轻其危害? 可以用什么对策

来阻止经济陷入深度萧条? 理查德波斯纳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简

明的、 非技术化的解释ꎮ

并非自杀契约： 国家紧急状态时期

的宪法

〔美〕 理查德波斯纳 著 苏力 译

１６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４４１￣９

监听公民的电话ꎬ 建立军事法庭审理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嫌疑恐怖分

子 “９１１” 之后布什政府的许多举措招致了愤怒的抗议ꎮ 在本

书中ꎬ 波斯纳法官对这些抗议作出了简明而有说服力的回答ꎮ 波斯纳

着重讨论了在面对国家安全事务时法律的局限性ꎬ 并且强调: 我们得

承认ꎬ 有一类在当下不合法的政府行为事实上体现了道德责任ꎮ

４２



法官如何思考
〔美〕 理查德波斯纳 著 苏力 译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４７５３￣５

在 «法官如何思考» 一书中ꎬ 作者理查德波斯纳主要通过经济学模

型分析了美国法院法官ꎬ 尤其是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如何决策以及决策的智慧和技巧ꎬ 并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

法官任职的考虑ꎬ 为读者展示了法官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独特性和吸

引力ꎮ

论剽窃
〔美〕 理查德波斯纳 著 沈明 译

３２ 开 １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２３０￣９

在本书中ꎬ 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对剽窃问题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考

察ꎮ 到底什么是剽窃? 这个内涵出名地含混的语词的含义ꎬ 是如何发

生演变的? 剽窃行为到底是愈演愈烈了ꎬ 还是仅仅由于技术进步而变

得更容易发现了? ———一种对他人作品的无意识的、 非故意的盗用?
本书对这些纠缠的问题多有讨论ꎮ

法政名家经典阅读罗纳德德沃金作品系列

身披法袍的正义
〔美〕 罗纳德德沃金 著 周林刚、 翟

志勇 译

１６ 开 ４９ ８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３４２￣８

我们最常听说的是 “依法治国”ꎬ 整个社会知识阶层对传统知识分子

的 “道德” 诉求ꎬ 也常常持否定态度ꎮ 然而ꎬ 法官以及立法者的道德

信念ꎬ 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真的毫无关系吗? 作为当今最伟大的自由

主义旗手和思想家之一ꎬ 德沃金从法理学、 语义学等多个角度展开辩

论ꎬ 他的结论是: 毫无疑问ꎬ 法律与道德是相互交织的ꎮ

民主是可能的吗？： 新型政治辩

论的诸原则

〔美〕 罗纳德德沃金 著 鲁楠、 王淇 译

１６ 开 ３９ ８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３４１￣１

在本书中ꎬ 罗纳德德沃金指出: 真正的民主国家ꎬ 首先是要尊重每

个人生命的基本人权ꎻ 民主的精神不仅是选举和投票ꎬ 它最具生命力

的精神内核是参与ꎮ 这两大原则ꎬ 不仅针对当下美国ꎬ 对我们如何理

解当下中国ꎬ 乃至于未来的中国该往何处去ꎬ 都具有深远的指导

意义ꎮ

坐标书系

法律科学的悖论
〔美〕 本杰明Ｎ 卡多佐 著 劳东燕 译

３２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６３６￣５

本书是美国 ２０ 世纪最出色的法学家与法官之一本杰明卡多佐的代表

作ꎬ 问世至今近百年ꎬ 影响力持续不衰ꎮ 卡多佐在书中犀利地提出了

如下观点: 法律肯定是不足够严谨、 科学的ꎻ 许多法学的基本概念ꎬ
源自哲学的思辩ꎻ 许多法律原则的价值是单向度的ꎬ 哪怕法律原则之

间是交叉并被排列出秩序和价值优先层次ꎮ

法的新路径
〔美〕 罗斯科庞德 著 李立丰 译

３２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７２０４￣６

“有言道ꎬ 条条大路通罗马ꎬ 但本书想要迫切传达的意思却恰恰相反:
法路千条ꎬ 却罕有殊途同归者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在内布拉斯加大学 “罗

斯科庞德讲席” 的创办仪式暨首场系列讲座上ꎬ 哈佛法学院前院长

罗斯科庞德留下了这句名言ꎮ 该系列讲座为期三天ꎬ 名为 “法的新

路径”ꎮ 本书即由该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ꎮ

美国宪制政府
〔美〕 伍德罗威尔逊 著 宦盛奎 译

３２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４８５￣０

本书是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经典名篇ꎬ 源于 １９０７ 年威尔逊在

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一系列讲座ꎬ 被认为是现代美国政治科学具有代

表性的典范作品之一ꎮ 威尔逊对造成建国者理论与现代实践断裂的原

因提供了哲学式的解读ꎬ 并对建国者的缺陷提供了一种 “威尔逊式的

解决途径”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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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与一神教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张敦福 译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０２０￣３

本书是心理学宗师弗洛伊德的经典之作ꎬ 由三篇论文构成ꎮ 在这部作

品中ꎬ 弗洛伊德通过对摩西传说的深入研究ꎬ 得出如下结论: 摩西是

埃及人ꎬ 他传给犹太人的宗教是从埃及带去的ꎮ 此书是毕生坚持无神

论的弗洛伊德对犹太人宗教起源问题的一次开创性的探索ꎬ 作为他生

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ꎬ 也是他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最后一次贡献ꎮ

美国宪法的 “高级法” 背景
〔美〕 爱德华Ｓ 考文 著 强世功 译

３２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００２￣０

这本小书简洁而极生动地写出了对美国法的性格和美国宪法制度产生

重要影响的具有二百年历史的自然法思想背景ꎮ 美国宪法的力量以及

美国宪法条款中具有的公正意识ꎬ 皆来源于高级法诸原则法律主

要是被发现而非被制定的ꎬ 这样一种法的概念可以从德摩塞尼斯一直

追寻到加尔文库利奇和后来的其他人ꎮ

司法审查的起源
〔美〕 爱德华Ｓ 考文 著 徐爽 编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４１０￣３

本书包含美国宪法学大师考文两篇经典论文: １９１０ 年发表的 «论司法

审查的确立» 和 １９１４ 年发表的 «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与司法审查原

则»ꎬ 并附上编者长文 «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的起航» 作为导读ꎮ
通过如此选编ꎬ 力图为读者呈现关于司法审查的法律与历史起源的清

晰解说ꎮ

谁在守望言论
〔美〕 欧文Ｍ 费斯 著 常云云 译

３２ 开 ２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２６５￣９

本书是一部挑战言论自由原则传统观念的杰作ꎬ 其主要内容可用作者

的一段话来概括: “以往的论辩预设了政府是自由的天敌的观点
这一观点极富洞见ꎬ 但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ꎮ 政府确实可能是压制

者ꎬ 但它也可能是自由的源泉ꎮ 通过考察如今出现在报刊上言论自由

的论战ꎬ 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有关国家的传统假设具有误导性ꎮ”

法律的成长
〔美〕 本杰明Ｎ 卡多佐 著 李红勃、
李璐怡 译

３２ 开 ３２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０６９￣３

«法律的成长» 源自卡多佐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在耶鲁大学所做的演讲ꎮ 演

讲分三次讲完ꎬ 后来讲稿被整理成书ꎮ «法律的成长» 历来被认为与

«司法过程的性质» 一脉相承ꎬ 书中对一些新的问题如美国法律协会

法律重述的努力等进行了分析和解读ꎬ 也是对 «司法过程的性质» 的

补充和诠释ꎬ 为卡多佐赢得了又一次掌声ꎮ

美国革命的宪法观
〔美〕 查尔斯霍华德麦基文 著 田

飞龙 译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０４５￣７

１７７６ 年美国独立革命是美国史的枢纽性议题ꎮ 为什么 “同文同种” 的

北美白人殖民者会集体反叛英国议会和国王? 这些问题曾经长期

困扰美国宪法学界和史学界ꎮ 麦基文教授不避艰难ꎬ 深入美国革命前

的宪法斗争细节ꎬ 探寻美国革命的思想动因和宪法先例ꎬ 破解了大英

帝国形成早期的宪制密码及其缺陷ꎮ

隐私权
〔美〕 路易斯Ｄ 布兰代斯 等著 宦盛

奎 译

３２ 开 ２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３７５￣６

本书是关于隐私权的两篇经典文章的结集ꎮ 布兰代斯的这两篇精悍

短文ꎬ 奠定了今日隐私权的理论基础ꎮ 本书收集了布兰代斯的这两

篇经典之作ꎬ 可作为研究隐私权理论起源的有益参考ꎮ 本书收集了

布兰代斯的这两篇经典之作ꎬ 可作为研究隐私权理论起源的有益

参考ꎮ

６２



纪实系列

荒野猎人
〔美〕 迈克尔庞克 著 贾令仪、 贾文

渊 译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８９９￣５

本书取材自 １９ 世纪前期美国内陆毛皮贸易时代一桩真实发生的传奇故

事ꎮ １８２３ 年秋ꎬ 皮草猎人休格拉斯在参加一次深入蛮荒西部内陆的

捕猎远征时ꎬ 受到一头灰熊袭击ꎬ 重伤濒死ꎮ 远征队安排照顾他的两

名队友ꎬ 不久便将其抛弃ꎬ 还掳走了他的枪支等财物ꎮ 依靠强大的求

生意志ꎬ 格拉斯活了下来ꎮ 随后ꎬ 他发起了史诗般的复仇

十三天： 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

〔美〕 罗伯特肯尼迪 著 贾令仪、 贾

文渊 译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７３４￣９

１９６２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ꎬ 几乎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ꎮ 这一重大事件的

内情ꎬ 一直以来极富话题性ꎬ 而事件中双方高层的博弈与决策ꎬ 更被

认为是危机时刻领导决策艺术的典范ꎮ 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
肯尼迪以亲历者的身份ꎬ 写成本书ꎬ 讲述了在那个无比危险的时刻决

策者们的情绪变化和运用的计谋与策略ꎮ

狐狸猎手： “约翰·杜邦杀人案”

与一个美国梦的幻灭

〔美〕 马克舒尔茨 著 刘静 译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４８６￣７

“狐狸猎手” 庄园是亿万富翁约翰杜邦在宾夕法尼亚州创立的一个

摔跤训练基地ꎮ 著名的奥运金牌摔跤手兄弟马克与大卫先后应征入队

训练ꎮ １９９６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ꎬ 大卫却被杜邦枪杀致死ꎮ 杜邦最

终被法庭判定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ꎬ 三级谋杀罪名成立ꎮ 马克身

为亲历者的视角ꎬ 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ꎬ 回顾了这起事件ꎮ

铁路劳工： 一位 “二战” 英国战

俘的人生自述

〔英〕 埃里克洛马克斯 著 刘静 译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４６７￣６

本书是亲历 “二战” 且沦为战俘的英国老兵埃里克洛马克斯的个人

回忆录ꎮ “二战” 中ꎬ 洛马克斯遭日军俘虏ꎬ 被强迫充当劳工ꎬ 身心

饱受摧残ꎮ 虽然最终获救返乡ꎬ 但一直无法摆脱战俘营留下的阴影ꎮ
战争结束后ꎬ 洛马克斯获悉曾经参与折磨过他的一位日军士兵还活在

人世ꎮ 在妻子的鼓励下ꎬ 洛马克斯决定去见见这个当年的仇人

海洋深处： “埃塞克斯号” 捕鲸船

罹难记

〔美〕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 著 刘静 译

３２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００８￣１

１８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美国捕鲸船 “埃塞克斯号” 在赤道附近的太平洋海面

上遭到一头巨型抹香鲸攻击ꎬ 不幸沉没ꎮ 二十名船员乘坐三艘小艇逃

生ꎮ 他们在大海上漂泊数月ꎬ 最后在南美沿岸被其他船只发现时只有

八人幸存ꎬ 而这些人之所以能活下来ꎬ 是因为吃了死去同伴的尸体ꎮ
本书即是关于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完整记录ꎮ

记者之死： 中央情报局 “涉毒”

丑闻与一位 “普利策奖” 得主的人生

悲歌

〔美〕 尼克休乌 著 王新玲 译

３２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６００７￣４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ꎬ 韦布写出了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新闻故事——— “黑暗联

盟”ꎮ 内容直指中情局与席卷全美的快克可卡因大爆炸之间的联系ꎮ
该报道堪称一条爆炸性的指控ꎮ 韦布的文章发出两个月后ꎬ 受到主流

媒体的猛烈反驳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消沉度日的韦布自杀身亡ꎮ 加

里韦布的悲剧性命运ꎬ 给这个时代的美国新闻业提出了警示ꎮ

俄国纪行
〔美〕 约翰斯坦贝克 著 杜默 译

３２ 开 ３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９６４￣１

本书是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与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 ４０ 天苏联

之行的记录ꎮ 这是一次巨人之间的伟大合作ꎮ 斯坦贝克和卡帕的足迹

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ꎬ 从乌克兰田园到格鲁吉亚海滨ꎮ 斯坦贝克充

满热情、 同情而又幽默生动的文字ꎬ 与卡帕卓越的摄影写实珠联璧

合ꎬ 真实展现了苏联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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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组曲
〔俄〕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著 蔡孟

贞 译

３２ 开 ４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４１１￣０

１９４０ 年的某个夏日夜晚ꎬ 德军在巴黎近郊投下第一枚炸弹ꎮ 整个巴黎

都醒了ꎬ 法国一分为二ꎬ 两百万法国人如潮水般逃向乡间ꎮ 无论他们

是贫是富ꎬ 没人抵挡得了时代的浪潮ꎮ 而那个战火连绵的年代ꎬ 距今

并不遥远ꎮ 内米洛夫斯基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ꎬ 选择以小说勾勒出二

战法国大逃亡的众生相ꎬ 为后世留下这部未完成的巨著ꎮ

当图书成为武器： “日瓦戈事

件” 始末

〔美〕 彼得芬恩、 〔荷〕 彼特拉库维

著 贾令仪、 贾文渊 译

３２ 开 ４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５３２６￣７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ꎬ 一位意大利出版商的书探在拜访过帕斯捷尔纳克后带走

了他首部小说的原始书稿 «日瓦戈医生»ꎮ 帕斯捷尔纳克相信ꎬ 自己

的小说不可能在苏联出版ꎬ 因为官方认为此书攻击 １９１７ 年革命ꎬ 是一

株无可救药的毒草ꎮ 时过境迁ꎬ 这段不同寻常的轶事ꎬ 终于在半个世

纪之后ꎬ 由本书的两位作者发掘整理ꎬ 公之于世ꎮ

为奴十二载
〔美〕 所罗门诺瑟普 著 常非 译

３２ 开 ２６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３８１２￣７

故事发生在 １９ 世纪中叶的美国ꎬ 具有自由人身份的纽约州黑人所罗

门诺瑟普ꎬ 被两位白人设计诱骗ꎬ 落入奴隶贩子之手ꎬ 随后被卖至

路易斯安那州ꎮ 诺瑟普在离家数千里的南方挣扎求生十二年ꎬ 终于觅

得良机ꎬ 回归故里ꎮ 由于是亲历奴隶生涯者所著ꎬ 本书具有特殊的文

献价值ꎬ 提供了关于奴隶制度真实面目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ꎮ

社会思想译丛

法官的裁判之道： 以社会心理学

视角探析

〔美〕 劳伦斯鲍姆 著 李国庆 译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８００￣４

本书使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ꎬ 受众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了

法官们的选择ꎬ 利用了有关司法决策过程的大量学术文献和实证研究

证据ꎬ 分析了几种类型的受众的潜在和实际影响ꎮ 在有关司法行为的

一些关键问题上ꎬ 学者们意见不一ꎬ 而本书提供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理

解ꎬ 指出了司法行为在某些方面偏离了现存模型的假设ꎮ

垄断的秘密： 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

〔英〕 约翰萨顿 著 艾佳慧、 贾绅 译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４２３５￣３

本书在近年来支配了产业组织文献的博弈理论模型与传统的、 包含了

贝恩及其理论继承者发展而成的结构 / 产品 / 绩效范式的实证研究主题

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ꎮ 由于很多理论结果被证明其依赖于很难被测定

的市场特征ꎬ 一些观察者认为博弈论文献不能为构成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以来该主题的跨行业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ꎮ

柏拉图 《理想国》 剑桥指南
Ｇ Ｒ Ｆ 费拉里 编 陈高华、 李诚予、
张博、 岳林、 胡艾忻、 吕舒婷 译

１６ 开 ６８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２５９１￣２

«理想国» 是古典世界中仍为今人广泛阅读的杰作ꎬ 本书是对它的一

个新近的全面阐释ꎬ 其中包括的 １６ 篇文章由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路径

的一流学者撰写ꎬ 呈现了广泛的解释光谱ꎮ 无论是初读者ꎬ 还是较有

经验的研究者ꎬ 都可从中获得教益ꎮ

法理学的政治分析： 法律哲学批

判导论

〔英〕 罗杰科特瑞尔 著 张笑宇 译

１６ 开 ４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３０１ － ２１６７３ － ６

本书讨论法理学研究什么、 它试图做什么以及如何完成这些工作ꎬ 最

为重要的是ꎬ 它的诸多结论如何能够影响法律实践的日常问题ꎬ 以及

主要的社会、 道德和政治观念ꎮ 作者选择对几位关键法学家的观点进

行分析ꎬ 阐明了法律理论的一般特点ꎬ 并尝试用一种职业主义和政治

分析的方法ꎬ 来表达这些理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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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体制的演进： ＧＡＴＴ 与 ＷＴＯ
体制中的政治学、 法学和经济学

〔美〕 约翰Ｈ 巴顿、 朱迪思Ｌ 戈尔

斯坦、 蒂莫西Ｅ 乔思林、 理查德Ｒ
斯坦伯格 著 廖诗评 译

１６ 开 ３５ 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２１７００￣９

本书对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中的政治史和经济史进行了全面的分

析ꎬ 这一体制即为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ꎮ 该书对从 “二战” 后该体制产生至今这一过程中的法律规

则、 原则、 实践和规范进行了分析ꎬ 同时分析了体制特点的变化给各

成员国内市场开放政策的维持与重构所带来的影响ꎮ

觉醒的自我： 解放的实用主义

〔美〕 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 著

谌洪果 译

１６ 开 ３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７３８￣０

«觉醒的自我» 一书充分动用了几个哲学传统的资源ꎬ 并针对实用主

义这一当今最具影响的传统ꎬ 发掘出一些前所未闻的革命性内涵ꎮ 本

书尽量避免高深术语和故弄玄虚ꎬ 并以充分的理由表明哲学是最高的

智力竞争活动ꎬ 坚持认为哲学的力量应该用来处理那些最重要的

问题ꎮ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 最高法院

与态度模型 (修订版)
〔美〕 杰弗瑞西格尔、 哈罗德斯皮斯

著 刘哲玮 译

１６ 开 ５９ 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出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６３５０￣４

本书的作者是两位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决策方式的顶尖学者ꎮ
在本书中ꎬ 他们系统地描述和论证了 “态度模型”ꎬ 并用其来解释和

预测最高法院的决策ꎮ 本书作为修订版ꎬ 充分体现了自 １９９３ 年前著出

版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ꎬ 同时也吸收了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一时期的

判决内容和发展情况ꎬ 包括 “布什诉戈尔案” 划时代的判决ꎮ

文化政治哲学
〔美〕 理查德罗蒂 著 张国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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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四个哲学论文集ꎬ 收录了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６ 年发表的重要论文ꎬ 包括三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ꎮ 他探讨了哲

学在西方文化中的角色变化、 想象力在思想和道德进步中的作用、 道

德认同观念、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 认知哲学与哲学的不相关性、 意

识与道德价值在量子物理世界的 “位置” 问题ꎮ

正义的沉默
〔美〕 玛丽安康斯特布尔 著 曲广

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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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律关于正义一般是基于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ꎬ 否定法律和正义

的关系ꎬ 或者对此避而不言ꎮ 在作者看来ꎬ 这种对正义的沉默其实还

是一种法律与正义或者实在法与自然二元的立场ꎮ 其以尼采为引导ꎬ
力求跳出这种二元的思维定式ꎬ 关注法律之所言和未言ꎬ 以及这种言

语和沉默背后所蕴含着的法律的局限和正义的可能性ꎮ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
〔美〕 弗兰克克罗斯 著 曹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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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美国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进行了最为

综合复杂的实证分析ꎬ 探寻了意识形态化裁判的身影ꎬ 进一步考量了

裁判结果受诸如美国最高法院、 国会等其他机构的偏好或诉讼当事人

影响的程度ꎬ 具有开创意义ꎮ 而本书最有价值的发现恰恰推翻了意识

形态因素的既定地位ꎬ 法律因素反而得以重新受到重视ꎮ

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最高法院
〔美〕 杰弗瑞Ａ 西格尔、 哈罗德Ｊ 斯

皮斯、 莎拉Ｃ 蓓娜莎 著 刘哲玮、
杨微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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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翔实可靠的数据和众所周知的案例ꎬ 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

运作过程和大法官们在司法决策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展开了生动的分

析ꎬ 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大法官的政治偏好决定着最高法院案件的筛选

和判决的内容ꎮ 本书帮助读者能够更加系统地了解大法官在处理案件

时与州法院和下级法院法官迥然不同的考察因素和思维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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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威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美〕 萨拉特 编 高鸿钧 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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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论文 ３３ 篇ꎬ 是法律与社会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ꎮ 各章重在考

察特定领域的历程ꎬ 描述其现状ꎬ 分析其得失ꎮ 作者来自世界各地ꎬ
代表了广泛的社会情境ꎬ 体现了多元的文化视域ꎮ 本书作者运用了不

同的研究方法和阐释进路ꎬ 不仅有实证主义套路和新制度主义取向ꎬ
而且有解释学进路和文化研究视角ꎮ

正义之镜： 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

〔美〕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 著 李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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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了从古典时代直至当代反映西方法制进化历程的主要文学作

品ꎮ 作者运用人类学关于法律进化的理论将这些作品置于其所处时代

的法律语境之中ꎬ 梳理了法律与道德在数十个世纪当中的逐渐分离ꎮ
从而以一种原创的视角将这些作品联系在一起并加以阐释ꎬ 为法律与

文学的研究贡献了一个新的维度ꎮ

反思财产： 从古代到革命时代

〔英〕 彼得甘西 著 陈高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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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著作中ꎬ 作者探究了古代关涉财产的 “基础性” 文本ꎬ 以及十

九世纪早期之前的思想家们在不同语境下对它们的接受情形ꎮ 这些文

本包括柏拉图在 «理想国» 中关于理想政体的描述ꎬ 耶稣关于弃绝和

贫困的教义ꎬ 黄金时代叙述ꎬ 以及人类从原始公社性到所有权制度转

变的其他阐明ꎮ

仇恨犯罪： 刑法与身份政治

〔美〕 詹姆斯Ｂ 雅各布、 吉姆伯利波

特 著 王秀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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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ꎬ 作者通过追溯仇恨犯罪的起源、 界定仇恨犯罪的定义及对

仇恨犯罪立法价值的分析ꎬ 对仇恨犯罪的泛滥展开了社会属性、 政治

属性及其正当性的解释ꎮ 在进一步分析仇恨犯罪法执行、 仇恨犯罪与

宪法、 仇恨犯罪与身份政治的冲突与碰撞后ꎬ 作者指出ꎬ 刑法及其执

行在创造一个更加宽容的和谐社会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ꎮ

社会关系： 网络经济学导论

〔美〕 桑吉夫戈伊尔 著 吴谦立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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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 的写作风格把简单实例与正式模型和完整的数学证明结

合在一起ꎬ 是网络经济理论的一本简明扼要而又自成一体的著作ꎬ 应

该成为研究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必备的参考资料ꎮ 书中ꎬ 作者

把有关网络和经济活动的当代思维置于具体的场景里面ꎮ 他为这方面

的研究开发出一个总体的架构ꎮ

女性的法律生活： 构建一种女性

主义法学

〔美〕 朱迪丝贝尔 著 熊湘怡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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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斯贝尔认为ꎬ 现今的女性主义法学界没能有力地回应女性生活

中所面临的严酷现实ꎮ 她认为ꎬ 女性主义学者们从主流的智识辩论中

抽身出来ꎬ 反而把自己边缘化了ꎮ 在本书中ꎬ 贝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

新的女性主义法学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将女性主义与

自由主义相结合ꎬ 重新焕发了女性主义的实用价值ꎮ

美国不民主的宪法
〔美〕 桑福德列文森 著 时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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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受尊敬的文献之一ꎮ 但是ꎬ 它给予怀俄明州

投票的权重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样多ꎬ 而不顾加利福尼亚这个由牛仔

组成的州的人口数是怀俄明州的七倍之多的事实ꎮ 它赋予美国总统根

据政治见解否决国会两院的立法议案的权力ꎮ 对于一个共和政制来

说ꎬ 这是反映了当下美国人的制度需求和制度匮乏的良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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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 劳动的世

界分工与经济学方法

〔美〕 罗伯特曼戈贝拉昂格尔 著

高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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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 一书从对自由贸易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开始ꎬ
但作者并非在为贸易保护做辩护ꎬ 而是对自由贸易论者和贸易保护主

义者一贯的争论所立足的条件进行批驳和修正ꎮ 他之所以涉足这场重

要的论辩ꎬ 是为了促使我们对那些用来解释经济活动的基本理论进行

反思ꎮ

蒙田的政治学： 《随笔集》 中的

权威与治理

〔瑞士〕 边凯玛里亚冯塔纳 著 陈咏

熙、 陈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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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翔实的史料和文献ꎬ 勾勒出蒙田在 １６ 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中的

政治活动及其对 «随笔集» 创作的影响ꎬ 令人信服地呈现出蒙田的政

治思想和立场ꎬ 论证了 «随笔集» 可能是欧洲进入基督教时期后第一

部全面批判权威ꎮ 本书反驳了传统评论对蒙田的误解ꎬ 为解读 «随笔

集» 这部不朽的经典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启迪ꎮ

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 美国历史

上的总统、 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

〔美〕 基斯威廷顿 著 牛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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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高法院解释宪法时ꎬ 是否应该由它最后说了算? 最高法院的大法

官们看起来肯定这样想ꎬ 但批评者认为这种观点威胁民主制度ꎮ 基

斯威廷顿论证ꎬ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并不是简单地争夺这项权力并

规避这个问题的政治属性ꎮ 大法官们一直拥有政治参与者授予他们的

这项权力ꎬ 并且这种授权是为了政治参与者自己的利益ꎮ

语词的创造： 霍布斯论语言、 心智

与政治

〔爱尔兰〕 菲利普佩迪特 著 于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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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批判性地形塑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ꎮ 佩迪特在本书中宣称ꎬ 是霍

布斯ꎬ 而非卢梭等之后的思想家ꎬ 开创了语言的发明这一主题ꎮ 这一

观念认为ꎬ 语言是一项改变了人类心智的文化革新ꎮ 在霍布斯的理论

中ꎬ 这种革新是一把双刃剑ꎮ 如果语言可以将人类带入这一荒原ꎬ 也

同样可以将人们带出ꎮ

诗性正义： 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美〕 玛莎努斯鲍姆 著 丁晓东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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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ꎬ 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考察了文学想象如何作为公正的

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需组成部分ꎮ 在一个 “理性”、 “效用” 和

“科学” 占据主流话语的社会中ꎬ 小说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情感

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玛莎努斯鲍姆以优美而犀利的文字回答了

这些问题ꎬ 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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