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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人文丛书     八方文化创作室、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出版

韩素音在马来亚
行医、写作和社会参与 （1952-1964）
章星虹 主编 
  
英籍欧亚裔医生及作家韩素音（1916-
2012，也译“汉素音”）是20世纪重要
女作家之一。观其一生，韩素音藉着
书写亚洲，在当年不同阵营之间成为
一道互望窗口，其作品在东西方读者
中激起回响之时，亦为她身处的时代
留下个人见证。 

本书是第一部以韩素音人生中的“马来
亚时期”为研究重点的学术专著。第一
章<绪论>和第二章<战后马来亚与外来者韩素音>，透过
回溯战后政治版图更变、素描人物出身背景，为马来亚和
韩素音的磨合互动作一宏观铺垫；而第三章到第八章，叙
述架构以“纵向时空演进”与 “横向人物回应”的方式展开，
带出韩素音在马来亚期间的三条主线——行医、写作和社
会参与，遂于微观处铺陈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个人形塑。
这部学术专著基于详实的中英文史料，填补了韩素音人物
研究中的一个长达十二年的缺口，也为20世纪知识群体研
究以及战后新马地区历史和文化研究，增添了一个难得而
精彩的个案。 
  
464页·[简体版]·2016年3月
ISBN 9789814725224（平装）
S$28 US$19 RMB125 HK$149 NT$570 

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 
颜清湟 著 
  
作为中国社会的支脉，海外华人社会
如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蜕变过
程？ 

在书中作者对海外华人社会的传统意
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等
课题进行了深刻的透析、考察和论
证。全书共14篇论文分成两部分，第
一部分与传统的 课题有关，诸如海外华人传统形象的变
更、传统的行业组织、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
以及传统的商业网络等。第二部分讨论现代化，包括经济
和政治的现代化、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海外华人参与中国
的经济与交通的现代化，以及海外华人与西方的文化与社
会的互动等。 
  
370页·[简体版]·2010年 
ISBN 9789814340014（平装）
S$29.96 US$22 RMB140 HK$160 NT$650

东西穿梭  南北往返：林文庆的厦大情缘 
李元瑾 编著 
  
本书对林文庆在东西文化之间穿梭、
在南洋与中国两地之间南北往返，作
了探讨和记录，全书即由“东西穿梭”
和 “南北往返” 两卷组成。上卷“东西
穿梭”的七篇论文，为两年前在厦门
大学举办的“中学与西学：纪念林文
庆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8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下卷“
南北往返”中，编著者的四篇文章，
加上出自中英文报章记者之手笔的两
篇附文，主要追溯林文庆从新加坡北上厦门大学、在厦大
16年、然后从厦门南返家园的足迹，并记录林文庆在厦门
大学从被遗忘到再受尊重、最后“重归” 厦大校园的历程。 
从西学到中学、从边 缘到中心、从遗忘到纪念，这是林文
庆与厦门大学一段曲折而又发人深省的经历。本书编著与
出版的目的，一则回顾林文庆的文化之旅及其为厦大所作
的贡献，二则反思人物的研究与历史的评价。 
  
296页·[简体版]·2009年
ISBN 9789814261944（平装）
S$27.82 US$19 RMB127 HK$144 NT$600 

错综于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
——东亚口岸城市的华商与亚洲区域网络
廖赤阳、刘宏 主编
  
本书通过东亚港口城市的华人社团和
企业的个案研究，探讨地域间商贸网
络的形成和发展，进而讨论网络与市
场、社会与国家、地方化 与全球化”
错综”的互动关系。书里的不同章节
透过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东亚港口
城市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的研究试图
说明，这些网络是在与国家和市场的
频密互动中发挥作用，并在这一进程
中调适自身的机制和功能。因此，通
过解构和重估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的历史性、空间性、制
度性和局限性，本书的个案能够让读者从历史和空间的视
野重新审视当前学术界关于网络的辩论。 

300页·[简体版]·2008年
ISBN 9789814139922（平装）
S$27.82 US$27 RMB139 HK$155 NT$605  

::新书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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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研究

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 
柯思仁、许维贤 主编 

本书推介22位跨世代新加坡小说家，
集选1948年至2011年的22篇代表性作
品。他们在书写的过程中启动个人与
集体的对话，无论是控诉、疗伤、调
侃、和解，或者荒谬、另类、快乐的
文字表述，启示新加坡人如何在记忆
或遗忘之间进行拔河。作为备忘录的
华语语系文学，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
景观之中展现特色和重量。 

书前有主编从历史脉络中进行小说分析的导论，尝试对新
加坡华文小说进行整体的检视，也阐明编造的理念和原
则；每篇小说也附有新华文学研究者的分析导读，为读者
和研究者，铺展新加坡华文小说超过半个世纪的精彩风
貌，希望能激发读者对文本产生具有创意性的解读和鉴
赏。 　
  
362页·[简体版]·2016年
ISBN 9789814740661（平装）
S$25 US$16 RMB107 HK$126 NT$500 

游民与英雄 — 1940年代中国浪漫一派的
迁徙文学地图
孔新人 著 

本书的问题起始点是对二十世纪全球
游文学研究状况的理解，重点落脚
于中国游文学最值得注意的转型时
期——四十年代，着重分析了《伍子
胥》、《财主底儿女们》、《无名氏
书稿》三部长篇小说。 其间穿插评析
了中国游文学研究在过去二十年中的
发展，并指明了它在游侠、社会学、
流浪、成长、历史学这五个方面的研
究进展。本书一方面着重审视四十年
代小说与传统游观念的脱离，另一方面探讨它们在接受西
方小说影响时发生的选择性位移。通过阐释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中游主题的纠结、生成过程，重新辨析中国现代文学
中“现代性” 的逻辑，也是本书的贡献所在。 
  
312页·[简体版]·2013年
ISBN 9789814412834（平装）
S$26 US$20 RMB122 HK$152 NT$480  

戏剧盒与新加坡的社会剧场 
黄浩威 著 
  
在一个华语被边缘化，审查和监控机
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戏剧盒如何与
国家协商艺术自主性，创造一种具有
社会批判性和动员力的剧场呢？它又
通过何种策略吸引观众，建立自己的
观众群，成为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剧
团之一？ 
本书通过对戏剧盒1991年到2006年剧
场实践的分析，从批判的角度审视新
加坡剧场与国家政策、全球化过程、
媒体的各种复杂关系，希望能带动更多读者、评论者、艺
术工作者和学者对新加坡剧场艺术和历史的思考与关注。 
  
340页·[简体版]·2011年
ISBN 9789814343237（平装）
S$27.82 US$20 RMB130 HK$160 NT$600  

文学批评关键词
柯思仁、陈乐 著
  
这是一本关于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的
书。如何阅读作品，是文学理论最
重要的出发点，也是文学理论尝试
要解决的问题。本书列出与文学批
评有关的十五个关键词，以欧美文
论所阐发的内容为基础，并适当地
参照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讨论的对
象，主要是现代中文文学作品，还
涉及非文字的文本，如绘画、音
乐、广告等等，以及各种广义的文
化产品与文化行为。

本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处理的是几个基本课题：作
者、阅读、文本；第二部分是文本的阅读策略，是读者面
对文本的切入方法与分析工具；第三部分是将文本置于特
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关注的是文本的政治性。这是一部
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关键概念进行梳理和归纳的著作，但实
际上它还是一部以关键词的形式展开的对于文学批评的关
键问题的创造性探索。 
  
308页·[简体版]·2008年
ISBN 9789812839855（平装）
S$27.82 US$26 RMB139 HK$155 NT$500 

::新书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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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历史研究系列

语言、政治与国家化 
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1953-1968 
周兆呈 著 

南洋大学从倡办到被合并，二十七年
间始终与政治密切相连，与政府的
关系是核心因素，也尤为错综复杂。
本书冷静而清晰地把握南洋大学发展
历程的关键，借助详尽的档案资料和
细致的口述历史，深入分析殖民、民
选、自治、独立不同时期南大面临的
政治情势，对1953年南洋大学倡办至
1968年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
学位，这十五年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
不同时期政府的关系进行抽丝剥茧的
分析与研究，探寻南洋大学如何从最初的华文大学，历经
族群、语言、教育与政治的纠葛，最终在国家建构阶段，
按照行动党政府的国家目标、国家特性、政治格局、政党
体系等要求，实现了国家化。 

本书立论客观，论述有力，从新的视野和角度，勾勒出南
洋大学与政府的角力及其对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影响，从而
力求透视教育、语言、文化和政府、国家之间的多重关
系。 

464页·[简体版]·2012年
ISBN 9789814436014 （平装） 
S$29.96  US$23  RMB144  HK$178  NT$620 

陈六使与南洋大学 
利亮时 著 

本书是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有关陈
六使与南洋大学的著作。作者所搜罗
的资料非常丰富，包括陈六使的言论
和来往书信，有关南洋大学的文献资
料、中华总商会和福建会馆的会议记
录、口述历史资料、英国殖民部和新
马殖民地政府的档案资料，以及新马
的中、英、巫文报章和一些期刊杂志
等。

本书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主要分为两个
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华商在华文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和
殖民政府的华文教育政策；第二部分则简述陈六使的奋斗
历程和陈嘉庚对他的影响。第三章探讨陈六使如何迈出自
办大学的第一步。在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中，陈六使如何让
办学脚步继续走下去，也是本章探讨重点之一。第四章要
谈的是：陈六使与新上任的南洋大学校长林语堂，为何会
发生激烈的冲突？本章希望能透过对这起冲突的分析，再
从陈六使与林语堂背景、政治立场、思想，以及当时的大
环境，来看两者发生冲突的因素。第五章提及陈六使等创
办人于南洋大学开学之后，即面对了学位不受承认的问
题。本章关注他如何就此问题与两任政府交涉，两任政府
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置。第六章探讨的是陈六使与人民行动
党就南洋大学行政权的角力。这场角力战最后形成一个怎
样的局面？陈六使的命运如何？南洋大学又有什么样的变
化？本章都会一一探讨和分析。第七章是本书的结论。 

260页·[简体版]·2012年
ISBN 9789814436083 （平装）
S$19.26 US$15 RMB92 HK$114 NT$400 

炽热年代·铿锵声音：南洋大学学生会文献汇编 1956-1964 
丘淑玲 编 

本书以事为点、以时为线，对史料进行选编，乃南洋大学改制前（1956 - 1964）的史料选编。此一
阶段的学生会对当时的南大校园的建设、南大面临的挑战、南大改制、民族教育、新马合并、国际
局势等问题，都有鲜明的原则、立场和行动。 

纵横交错之下，读者得以窥探1956年至1964年南洋大学学生会的画面，以及许多相关的图景、反映
的学生会面貌，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翻阅南洋大学学生会的文献，读者能够看到学生对南大生身
份的自豪和对学习的积极态度，同时也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跳跃。 

书中总共收录了144篇学生会声明、函件、宣言、建议书、备忘录、报告、出版物的社论等重要文
献，采取微观式的做法对文献进行分类、梳理与整编，不仅清晰地呈现南洋大学学生会的状貌，也
为南洋大学及其学生会的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440页·[简体版]·2012年
ISBN 9789814425155（平装）S$27.82 US$21 RMB133 HK$165 NT$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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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郑奋兴 著 
  
本书为口述南洋大学的历史之作。
郑奋兴教授是南大历史的重要参与
者，也是南大历史的重要见证人，
他几乎陪伴母校走过每一阶段。翻
阅南大故事，校友们除了重温南园
旧梦，还可窥探母校更多的真人真
事；学术工作者则从中发掘许多珍
贵资料，或用来与文献资料相互印
证，或受到启发捕捉更多的线索，
这有益于补正相关的研究课题。 

全书共分五章，主要述说了南大创建发展的历程，南大优
良的校风，南大的品牌及其双语政策，南大学位从不被承
认到被承认的过程，南大与政府的关系，南大与新大的合
并，南大有趣的人和事，以及南大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及其
贡献。 书中也汇集了一批珍贵的照片，同时还收录了郑教
授曾在报章和网站上发表的十三篇文章。 
  
292页·[简体版]·2011年
ISBN 9789814365789（平装）
S$21.40 US$18 RMB100 HK$120 NT$460 

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 
李元瑾 主编
  
本书十位作者，分别在新加坡、马
来西亚、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出
生、受教和任职，因为对南大研究
有一份共同的兴趣和关怀，于是集
聚在一起，各自从不同角度回望历
史之河，审视不同的图像。在书
中，南大创办人陈六使、首任校长
林语堂、发动学潮的南大学生陆续
登场，评议大学的其中两份报告
书——《白里斯葛报告书》和《王
赓武报告书》先后亮相，南洋大学文化符号——旧牌坊、
前行政楼和裕廊校园也成为焦点。另一方面，作者们还通
过国际与中国元素的考察、新港两所中文大学的比较、新
马国家疆界虚实的论析、新加坡华文教育者情态的探索，
回溯往事。其中有宏观的论述，更多是微观的探讨，还有
比较研究。书里第一手资料纷呈，连漫画和木刻也进场。 
南大往昔，经过一番解读与梳理、反思与勾勒，过去一些
不为人注意的事件，或一些刻板的论述，或一些想当然尔
的评结，在书中获得关切、质疑、讨论、补充和纠正。 

356页·[简体版]· 2007年
ISBN 9789814139762（平装）
S$26.75 US$17 RMB125 HK$129 NT$542 

跨越疆界与文化调适
李元瑾  主编

本书由十二位作者围绕主题共同撰写
而成，学者们绝大部分在各自领域里
钻研多年、硕果累累。全书总共十二
篇文章分成五个单元。前面六篇都
以人物为篇名，第一至三篇分别探讨
二战前南洋、朝鲜和中国杰出知识分
子的跨界与反应，研究他们对”国家”
、”文化”的体会与见解。第四至六篇
以二战后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为研究地区，聚焦国家建构与
族群文化的矛盾、挣扎、适应。第七和第八篇焦点放在跨
国网络、国家疆界与文化认同，前者以中国南安诗山和马
来西亚的叶姓家族为研究对象，后者以当代世界华人宗乡
社团为考察范围。第九和第十篇集中在两个旧 / 新华人移
民群体：一为马来亚柔佛州的潮州义兴公司及其潮州文化
的维续，一为新西兰的华人新移民与土著毛利人在权利和
文化上的矛盾。第十一和第十二篇探讨的是疆域观念和华
人称谓两个课题，一是论述中国疆域及其观念的变迁，一
是阐释中国人、华人等称谓的政治意涵。 
  
294页·[简体版]·2008年
ISBN 9789812839817（平装）
S$27.82 US$26 RMB139 HK$155 NT$500 

超越疆界：全球化、现代性、本土文化
柯思仁、宋耕 主编
  
不把疆界看成是一个固定甚至僵化的
概念，而开始思考疆界的流动性和变
异性，这种行动，也正是超越疆界思
考的重要基础。 

本论文集共收录15篇论文，分为四大
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语境中的疆
界”，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疆界和
文化的课题。第二部分“中国文学中
的疆界与现代性”，侧重在中国文学
中的疆界与现代性问题。第三部分“疆界与本土文化研究”
，主要集中在从全球化的角度对新马本土文学与文化进行
解读。第四部分“文学疆界与南洋图像”，探讨的是中国与
新马文学中对于南洋的想象。 
  
284页·[简体版]·2007年
ISBN 9789814139700（平装）
S$23.54 US$14 RMB111 HK$112 NT$472  

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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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多视角考察
谭慧敏  主编
二十一世纪的语言学是多元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世纪。语言学的众多分支本身就 已经体现出跨
学科的研究性质，现在多学科的要求进一步提示多维度，多层次分析的重要。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行
为，语言行为异常纷繁复杂，有必要创新视角，有机结合多个层面来探视。 
本辑收录论文10篇，横看方言，在从现代汉语上探近代汉语词汇、语法、语音诸现 象与各种社会、
历史、文化、心理、教育等因素的关系，并跨语言和学科从翻译中 的语义、语篇和认知等角度展现
语言研究的多个面向，以及语言研究中多学科交叉 的事实。 

272页·[简体版]·2007年
ISBN 9789814139625（平装）
S$17.12  US$10  RMB81  HK$82  NT$345

汉语文走向世界
谭慧敏  主编

本论文集收录论文十七篇，分三个方向谈汉语的发展近况。首先是汉语走向世界的 宏观思考，从命
名到语言系统性乃至汉语成为东亚共同语可能性，进而论及汉语词 汇的扩散变异，包括编撰通用汉
语词典的具体讨论。其次，分论汉语在各华语文地 区的一些微观现象探索，包括语言的竞争和汉语
教材因时制宜的变化。最后讨论了 资讯科技对传播汉语所起的作用。 
   
364页·[简体版]·2006年
ISBN 9789814139618（平装）
S$26.75  US$15  RMB120  HK$115  NT$490 

性别与疆界
熊贤关 主编 
  
在全球化日益彰显的今日，性别研究也跨越了国家疆界与文化区域，而呈现缤纷向荣的新景观。本
书所收录的论文，或从全球化语境展开论述，或涉及大众文化、身份认定问题，或关注边缘社群，
或重新阐释古典文本以揭示性别问题，或横跨区域而勾画南洋图像--研究者们以多元化的态 势探索”
疆界”的多重深意，对”疆界”提出了细致而新颖的见解。 
  
344页·[简体版]·2006年
ISBN 9789814139588（平装）
S$26.75  US$15  RMB120  HK$115  NT$490  

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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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研究：经验、认同、书写
陈雪薇 著 
  
本书为全面研究伍连德（1879-1960）
的学术专著。全书紧扣伍连德在社会改
革和医疗卫生现代化两大场域的实践经
验，探讨分析其多重身份认同与书写，
所关涉的论题包括集体记忆、身份认同
及中国-南洋关系互动模式。全书分为
上下两篇，它的内容有两大特点：第
一，它对伍连德早年和名扬国际前的人
生有较多的讨论；第二是作者对伍连德
的思想和他对中国近代人物的观察，作
了微观的文本分析。 

240页·[简体版]·2014年 
ISBN 9789814619004（平装）
S$18 US$13 RMB80 HK$102 NT$360  
ISBN 9789814619011（电子书）US$17  

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 
许源泰 著 
  
此书是第一部新加坡本地学者对道教、
民间宗教和佛教的一个历史的鸟瞰与梳
理，从最早的历史起源到当代的发展现
况都详尽地介绍。作为研究南洋华族文
化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书中全面追溯和
探讨佛教和道教如何在新加坡的传播沿
革及模式，是我们从侧面来了解新加坡
华社变迁的其中一把钥匙。 

全书共分三篇。上篇概述了本书的研究
主旨、范围和方法，为新加坡的佛教和道教信仰归纳基本
定义，并且分析彼此之间的异同。中篇主要是追溯和归纳
佛教和道教在新加坡的发展过程和传播模式。下篇主要是
道教和佛教在新加坡发展的多层含义之考辨与疏理，是一
番全面而系统的总结。 

312页·[简体版]·2013年 
ISBN 9789814504829（平装）
S$23 US$17 RMB104 HK$132 NT$490  
ISBN 9789814504836（电子书）US$22  

族群、历史与文化：跨域研究东南亚和东
亚 （上、下册）
黄贤强 主编 
  
本书（上、下两册）收录了三十八篇论
文，编入五个子题内，分别为：跨族群
与跨域研究、族群聚落与社会互动、族
群记忆与认同、跨域文化与历史、跨域
文学语言与族群关系。论文主要涉及与
族群相关的历史、文化以及族群间的关
系。虽然不是每一篇论文都直接涉及跨
族群、跨地域和跨领域的研究，但当
我们将所有的论文当作一个整体来检验
时，会发现跨域研究族群的色彩鲜明，
可以当作进一步推动跨族群和跨域研究
的试金石。 
  
上册344页·[简体版]·2011年
ISBN 9789814343206（平装）
S$22.47 US$15 RMB110 HK$130 NT$460 
ISBN 9789814365772（电子书）US$20  
 
下册388页·[简体版]·2011年
ISBN 9789814365758（平装）
S$24.61 US$18 RMB120 HK$140 NT$530  
ISBN 9789814285759（电子书）US$27  
  
上、下册(两册)·[简体版]·2011年
ISBN 9789814365765（平装）
S$40.66 US$30 RMB199 HK$230 NT$880 

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     八方文化创作室、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

一个消失的聚落：重构新加坡德光岛走过
的历史道路
利亮时 著

新加坡的德光岛聚落是如何形成、发展
和消失？ 在德光岛整个发展历程中，
族群是否融合抑或是冲突？ 新加坡本
岛社会的激烈变动，对宁静的德光岛
产生了哪些影响？德光岛聚落之消失与
国家发展有着何种的关系？ 让我们追
随作者的探索之路，深入探究德光岛内
的族群分布，华人与马来人的族群关系
和之间的互动，以及华人社群内部的关
系。以此了解族群之间的文化接触和彼
此间的”异”与”同”，从中也可以窥视新
加坡发展和建国史的缩影。 

156页·[简体版]· 2009年
ISBN 9789814261890（平装）
S$14.98 US$10 RMB66 HK$75 NT$300  
ISBN 9789814340144（电子书）U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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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 
廖建裕 著
  
印尼华人族群是印尼社会主要的一环。
本书收录了作者叙述有关现阶段印尼华
人社会文化的论文，部分文章曾在《联
合早报》的〈论坛〉上发表过。这些文
章强调国家与社会文化的密切关系，尤
其是印尼对于华人社会、文化及宗教的
重大影响。 
  
146页·[简体版]·2002年 
ISBN 9781879771697（平装）
S$10.70 US$10 RMB50 HK$45 NT$190  
ISBN 9789814327442（电子书）US$13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
黄孟文、徐栖翔  主编

几经周折，历经长约9年的时间，这本
书终于得以呈现在读者眼前，真可谓
是”跨世纪”之作。此书涵盖了新加坡从
1919年到1995年期间华文文学的发展历
史，收录了近80年文学长河中所有重要
的文学思潮、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评析，
是新加坡第一部翔实而生动的华文文学
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及参考价值。全书
文字简洁，叙述生动，可读性强。 
  
480页·[简体版]·2002年
ISBN 9781879771673（平装）
S$19.26 US$10 HK$75 NT$350  
ISBN 9789814327435（电子书）US$13 

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 (1877-1911) 
蔡佩蓉  著
  
作者以研究清政府驻新加坡的领事
(1877-1911)作为切入点。领事身为清政
府在新马地区的代言人，与当地华人的
接触最直接，因此他们素质的优劣，也
影响着华人对中国政府的观感。 
本书主要论述历任驻新领事任内在新马
地区所从事的活动，并以光绪26年维新
派与革命派进入新马地区的时间作为分
界点，将活动分为两个阶段，藉由了解
活动的过程及意义，探讨中国清政府对
新马华人的影响及两方关系之变化。 

224页·[简体版]·2002年
ISBN 9781879771666（平装）
S$14.98 US$8 RMB70 HK$62 NT$274  
ISBN 9789814327428 （电子书）US$10

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
梁元生 著 

早期的新加坡华人呈现了什么样的社会
面貌？华人基督徒如何看待中国革命运
动？新加坡潮帮内部结构是如何发展变
化的？ 为数不多的星洲琼人在20世纪
早期表明了怎样的政治取向？ 现代新
加坡儒学运动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重大
意义？ 

且看作者如何交错运用宏观考察和个案研究两种思维方
式，为我们剖析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脉动，并具体探究
新加坡的儒学思想与文化。 

172页·[简体版]· 2005年
ISBN 9789814139311（平装）
S$14.98 US$10 RMB75 HK$68 NT$280  
ISBN 9789814340052（电子书）U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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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By Wong Yoon Wah  

This is the first English book among the Studies 
i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eries. It presents a 
history of post-colonial and diasporic Chinese 
literatur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12 essays collected provid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s by looking at the origins, themes, 
major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nd how 
creativit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immigration and coloni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post-colonial world. 
  
180页·[英文]·2002年
ISBN 9781879771680（平装）S$18.19 US$37 RMB80 HK$62 

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
应 
— 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 
李元瑾 著 
 
本书从认同角度出发，通过对三位主角
的比较研究，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确立在东西文化撞击下，三种回应时代
挑战的模式。从三人人格的形成和表
现，到三人年青时代改良主义运动的言
论和活动，再到三人终其一生的著述和
行迹，进行不同层次的钻研和比较，探
索三种重要模式的形成和成型；并另外
罗列许多例证，突显三种模式的典型意
义。模式的探获，不仅有助於了解生活
在东西文化交汇下，新加坡华人如何受到影响，如何调适
自己，如何回应挑战，同时还可以反映在东西的对立与整
合下，新加坡华人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其合作时的
分裂状况。 
  
432页·[简体版]·2001年
ISBN 9781879771505（平装）
S$23.54 US$14 RMB105 HK$100 NT$400  
ISBN 9789814327367（电子书）US$18

战後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 (1945-1959)
詹道玉 著 

本书从戏剧演出，剧本创作和戏剧批评
著墨，从整体上勾画出了当时马华戏剧
发展的历史，同时论述当时新马社会政
治历史变迁对马华戏剧的影响及探讨当
时马华戏剧的社会功能，艺术取向和文
学价值。本书内容具体，材料翔实，对
於全面了解那段特定历史时期里新马的
戏剧艺术的发展概貌，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202页·[简体版]·2001年
ISBN 9781879771512（平装）
S$12.84 US$8 RMB60 HK$55 NT$220  
ISBN 9789814327350（电子书）US$10 

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
成与发展 
杨松年 著 

本书共分七章 
(一) 说明探讨这一课题的原因，也连带
说明取材的范围； 
(二) 探讨新马华人南来的背景与原因； 
(三) 论析1919年至1924年侨民意识浓烈
的情形； 
(四) 论析1925年至1933年南洋色彩的萌芽与提倡的状况； 
(五) 论析1934年至1936年马来亚地方文学提倡的情形； 
(六) 分析1937年至1942年侨民意识空前腾涨而本地意识遭
受挫折的情况。 
(七) 说明1942年以后本地意识的增长如何影响此后新马华
文文学的发展。 

208页·[简体版]·2001年
ISBN 9781879771499（平装）
S$12.84 US$8 RMB60 HK$55 NT$220
ISBN 9789814327343 （电子书）U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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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虎标传奇——胡文虎及
其创业文化史
沈仪婷 著 

全书共七章。分为第一章“导论”，第二
章“从仰光到新加坡和中国：胡文虎的
企业模式”，第三章“跨区域之现代中
文报业：胡文虎的星系报业”，第四章“
益在民生：胡文虎之言论、思想与理
念”，第五章“现代文化景观：胡文虎之
居所及其品牌塑造”，第六章“慈善、医疗、广告、流行文
化：胡文虎及其品牌塑造”，第七章“胡文虎的企业家精神
与运动员精神”。每一章都力求紧扣主题，以新视角和新材
料对胡文虎及其创业进行跨域的研究，以期对学界有所贡
献。 

304页·[简体版]· 2013年 
ISBN 9789814583442 (平装) 
S$23 US$17 RMB104 HK$133 NT$480   
ISBN 9789814583459 (电子书) US$22  

跨域研究客家文化
黄贤强 编著 
  
何谓跨域研究？如何以跨域研究的方法
了解客家文化？ 本书作者群以具体的
案例实践跨域研究客家文化，尤其是新
加坡客家文化。全书共分四辑。第一
辑“文化空间与展示客家”涉及不同地域
的文化空间的比较，讨论客家文化如何
被呈现和展演。第二辑“文化符号与唱
写客家”则讨论客家山歌创作的在地化和传播的跨域化，也
讨论客家意识或泛华人意识如何在文学作品中展现，以及
客家文化如何透过会馆的刊物来传承。第三辑“风水文化与
客家意识”分析新加坡客家人是如何在利用和设计风水的过
程中既实践又变通传统，也讨论客家庙堂网络如何构建跨
国社会空间，以及论析权力结构中的博弈与互动对新加坡
客家意识的影响。第四辑“客家氏族与行业文化”则分别讨
论新加坡客家姓氏组织的发展模式和特点，以及早期客家
人经营的白铁业的兴衰。 
  
312页·[简体版]·2015年
ISBN 9789814713016 (平装)  
S$23 US$15 RMB98 HK$118 NT$450  
ISBN 9789814713023 (电子书) US$20  

新加坡客家会馆与文化研究 
王力坚 著 
  
本书以新加坡客家社团作为主要研究对
象，关注过去近一个世纪来当地客家人
社群的演变及其特征。 作者选取了两
个案例：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与茶阳 
（大埔）会馆。第二辑“客家会馆与客
家研究访谈”，则包括了对新加坡南洋
客属总会、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文
物股主任何炳彪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前主任
李金生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黄贤强教授
等系列访谈对话。这些田野调查，具有极高的（口述）史
料价值，甚至是理论论述价值。 
  
258页·[简体版]·2012年
ISBN 9789814397902 (平装) 
S$21.40 US$16 RMB101 HK$125 NT$390  
ISBN 9789814397919（电子书）US$21  

走进客家社会：田野考察、文化研究 
黄贤强 主编 
  
《走进客家社会》的作者群，为亲身目
睹客家原乡社会面貌和文化风情，风尘
仆仆地到粤、闽两省客家地区考察，行
经上千公里路，踏遍十多个客家城镇和
乡村，深入客家田野社会。本书就是这
次考察活动的记录、感触、反思和研究
成果。全书共有三大部分。第一部是田
野考察随笔。第二部是有关客家社会文
化的研究论文。第三部则附录相关文献
研究资料，以及讨论21世纪会馆文化事
业的文章。 

232页·[简体版]· 2012年
ISBN 9789814343220 (平装) 
S$21.40 US$16 RMB100 HK$124 NT$390  
ISBN 9789814397872（电子书）US$21  

客家文化研究丛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和八方文化创作室  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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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 
莊钦永 编著 
  
在中国近代史上，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实猎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是
个颇为重要和具争议性的人物。其后半生 “二十
年里几乎参与过中国沿海每一个重大事件”，对
中英两国的外交纷争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
一生译著中文书刊凡 63 种，对晚清经世学者的
世界史地，以及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有着显著的
影响。1867 年刊行的偉烈亞力《基督教新教在
华传教士名录》记载郭实猎著有《大英国统志》
一种。其实，郭氏著有二种同名异书《大英国统
志》：一是学界均知道的，以小说体裁写成、记述英国概况，目前庋藏
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另一是以散文撰写，今天仍静荡荡躺
卧在英国利兹大学图书馆里。后一种由新嘉坡坚夏书院于 1838/39 年印刷
问世，是世界上第一部以中文书写的英国史地书。唯自刊行后 177 年，就
被尘埋，学者未知未闻，今日所见殆海内外仅有之孤本。本书即是对这
二部异书同名《大英国统志》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书分上下二篇：上篇是导论，先考证二书的写作背景、书稿杀青、刊行
年份、印刷地等问题，次论其互文性创作技巧与书中信息之可靠真实
性，后将它们置于晚清中英外交冲突场景中，对书中汉语译词 “大英（
国）”、“皇帝”的使用，及它们如何最终导致大清天朝体制的崩溃。下篇
为二书之点校、注释本。有鉴于一般学者鲜有机会目睹这二书之全貌，
所以笔者不厌其烦校定其文字、诠释其词语、疏通其内容、指明其失
误，方便来日学者做进一步之研究。 

268页·[简体版] (后面古文部分保留繁体字) ·2015年
ISBN 9789814667210（平装）S$22 US$15 RMB94 HK$116 NT$420    
ISBN 9789814667227（电子书）US$20 

新马华人的中国观之研究 
鲁虎 著 
  
1949到1965年期间，新马和中国都经历着政治巨
变。两地外交、移民、投资、货物、书刊等方面
的交流，与1949年前相比明显减少，而思想观念
的冲击却相应上升为主要的互动方式。从新马华
人来看，“新中国”、 “共产主义中国”、 “崛起的
亚洲大国”等各种类型的中国观的出现和冲突，
成为这一现象的突出表征。各类中国观交错纷
呈，相互作用，内化成为促成新马变革的动因，
对新马的族群关系、政治演进、文化融合、对华政策甚至国家组成形式
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全书分七个篇章，作者尝试通过对新马华人
中国观的历史研究，呈现新马、中国互动的变迁和活力，并重新审视这
段时期中国对于新马的意义。 

340页·[简体版]·2014年 
ISBN 9789814616287（平装）S$22 US$16 RMB99 HK$125 NT$450  
ISBN 9789814616294 （电子书）US$21 

新加坡华文教材研究新视角
罗福腾 主编 
 
本册的八篇论文，重点研究的是新加坡统编小学
普通华文教材、小学高级华文教材、中学华文教
材以及高中文言文教材数十年来的方针政策、课
程纲要、考核评鉴等的发展与变迁。 

本地华文教材编写，是华文教学体系里极其重要
的组成部分。几十年来，本地的小学普通华文和
高级华文教材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中学华文教材
是如何跟随政府的政策而演变的？高中华文教材
的文言文篇章有哪些变动？本地从事教材编写、研究、实践的老师们在
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相信读者们在阅读本论文集之后，一定会对
上述有关问题得出清晰的印象。 

262页·[简体版]·2012年 

ISBN 9789814436069（平装） 

S$17.12 US$13 RMB82 HK$102 NT$380  

ISBN 9789814436076 (电子书)US$17 

新加坡华语应用研究新进展
罗福腾 主编 

本册的八篇论文讨论的都是本地华语、华文实用
课题，涉及口语交际、住宅和招牌命名、报章挽
词贺词、广播语言、翻译评估等多个方面。 

本地医患之间的语言交际情况是怎样的？本地公
寓住宅的华文名称有什么特色？本地华人食品摊
位的命名有哪些特征？几十年来华文报刊上的贺
词、挽词有什么发展变化？中英翻译语言该如何
评估？上述问题都可以在本论文集中找到解释和
答案。这些论文不仅拓宽了本地华语应用的研究
领域，而且对华语华文的使用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328页·[简体版]·2012年
ISBN 9789814436045（平装） 
S$21.40 US$16 RMB103 HK$127 NT$460  
ISBN 9789814436052 (电子书) US$21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新观察
罗福腾 主编 

本册的九篇论文，几乎全部选自新跃大学中文课
程毕业生的学士和硕士学位论文。根据内容大致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新马文学流派、思
潮与发展的宏观描述。包括”南大诗社”与新华文
艺、马华左翼文学的奋斗经历等论题。另一类论
文是有关新马华文作家作品的解读和分析的。讨
论的作家英培安、陈晴山、林参天、商晚筠、
希尼尔、林连玉、李星可、尤今等。论文作者都是初出茅庐的文学评论
新手，对新马文学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解读也体现了作者们独有的全新观
察。 

346页·[简体版]·2012年

ISBN 9789814436021（平装）S$21.40 US$16 RMB103 HK$127 NT$460  

ISBN 9789814436038 (电子书) US$21

新跃人文丛书        八方文化创作室、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联合出版



2016年6月印刷              新加坡 .北京 .上海 .香港 .台北 .新泽西 .伦敦 .真奈 .东京               SP/XW/05/16/22/YS

新加坡 (Singapore)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Tel: +65 6466 5775 Fax: +65 6467 7667 Email: sales@wspc.com.sg

北京 (Beijing)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8 号，财智国际大厦B1505，邮编100083  电话：+86 10 82601201  电邮：wspbj@wspc.com

上海 (Shanghai)  中国上海滩国际大厦，黄浦路99号2003室，邮编200080  电话：+86  21  63254982  传真：+86  21  63254985  电邮：shanghai@worldscientific.com.cn

香港 (Hong Kong)  香港尖沙咀山林道46-48号运通商业大厦1004室  电话：+852  2771  8791  传真：+852  2771  8155 电邮：hongkong@worldscientific.com.hk

台北 (Taipei)  台湾台北市10091罗斯福路四段162号8楼  电话：+886  2  2369  1366  传真：+886  2  2366  0460  电邮：wsptw@ms13.hinet.net

新泽西 (New Jersey)  27 Warren Street, Suite 401–402, Hackensack, NJ 07601, USA Toll-free Tel: 1800 227 7562 Toll-free Fax: 1888 977 2665 Email:sales@wspc.com

合计：

书  名 ISBN 定价 数量 金额

个人资料 (请用英文书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方式
r 航空邮寄              r 船运邮寄

r  关于邮寄的费用和邮寄时限，请联系我们各地的办事处。

付款方式 (若金额不足US$12，请选用支票并附上邮购单。)

1) 支票／汇票  金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款人请写明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 信用卡 (请在相应的方框内打) (仅刷美金与新币)

 r VISA Card     r Master Card     r AmEx

 信用卡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持卡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公司订购 (请附上订单)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订单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即刻订阅

中国大陆，请传真 

21 6325 4985

香港，请传真 

2771 8155

台湾，请拨电 
2369 1366 

或电邮:wsptw@ms13.hinet.net

美国、加拿大 
请拨免费电话 

1 800 227 7562

其他地区，请传真 

+65 6467 7667
或电邮:chpub@wspc.com

邮购单

您也可以浏览八方的网上书店：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www.facebook.com/GlobalPublishin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