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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la gauche du droit :
Mobilisations politiques du droit
et de la justice en France (1968-1981)

人文社科

法律的左倾

给每个人
的回忆建档

法国法律和司法
领域的政治运动
（1968-1981）
Liora Israël
作者论述了1968年法
国学运给法律和司法界
造成的影响。

作者利奥拉·伊斯雷尔（Liora Israël）是法国
法律社会学家。通过审视20世纪一些重大事
件和案件审判，她认为法律不是中立的，法
律可以被当成某种工具，替社会运动甚至激
进的民权抗争服务。回顾这段距今不远的历
史，我们可以更好地厘清法国当前法律、司
法和政治之间的动态联系，了解法律在民权
斗争里的使用，以及司法机构与政治权力之
间的拉扯情况。

Archiver la mémoire :
De l'histoire orale au patrimoine
immatériel

从口述历史到非
物质文化遗产
Florence Descamps
“历史、记忆和遗产”是法国
四十年以来社会全体关注的
主题。本书为这份大型文化
叙事添砖加瓦。

9782713228476 | 2020 | 346 pages
14x21,5 cm | 25.00 €

近几年，无论公共机构还是私人协会，口述
档案都大量增加。一些历史或遗产项目里也
包含建立一个口述史料库。自诞生于20世
纪最后三十年以来，口述历史彻底改变了当
代史学的研究方法。作者弗洛伦丝·德斯坎
（Florence Descamps）认为，口述材料是
一项非常丰富的资源，让我们看到某个人如
何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表述他眼里
的世界。每个人都代表自己的时代，每个人
身上都携带着时间和空间的烙印。
9782713228056 | 2019 | 216 pages
12x20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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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s politiques : Le sport dans
les luttes des Noirs américains pour
la justice depuis la fin du XIXe siècle

人文社科

体育的政治

莫斯科
与遥远边
疆的对话

19世纪末以来，
体育运动在美国黑人
争取平等当中的角色。
Nicolas Martin-Breteau
美国少数群体形成组织？
如何有效展开反种族歧视
运动？本书为你解答。

19世纪末，非裔美国人群体遭受种族主义暴
力，摧毁了前一代人废除奴隶制的历史性成
果。既然种族歧视针对的是黑人的身体和肤
色，那么美国黑人化压力为动力，把体育运
动当成争取尊严、平等和争议的工具之一。
作者尼古拉斯·马丁-布雷托（Nicolas MartinBreteau）研究了大量档案资料后，阐述了在
华盛顿如何诞生这项“体育抗争”计划，使非裔
族群获得个人解放和群体社会地位的提高，
并持续影响着美国的黑人运动。

De Moscou aux terres
les plus lointaines : Communications,
politique et société en URSS

Larissa Zakharova
详细分析苏联政府设置
的所有通讯科技

9782713228124 | 2020 | 392 pages
14x21,5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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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通讯、政策与社会
斯大林如何治理辽阔的苏联领土？ 苏联百
姓如何与千里之外的亲人保持联络？作者拉
丽莎·扎哈罗娃（Larissa Zakharova）在本书
会告诉我们答案，解释20世纪的苏联人在日
常通讯中对空间的认知。本书以文献资料、
印刷品和书信为依托，探讨人们进行远距离
的交流（书信、电话、电报）的方式，相关
基础设施和工具以及它们如何被运用于政治
和社会目的。
9782713228513 | 2020 | 332 pages
14x21,5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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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lieux en commun : Une ethnographie
des rassemblements publics en Chine

人文社科

公共空间
中国公众集会的
民族学研究

Isabelle Thireau

在中国，集体行动被视为可能威胁到整体社
会的稳定性。然而在中国，人们每天都会在
公园、寺庙和广场定期聚会，一起开展各
种集体活动。作者伊萨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对天津市两种类型的公众集会进
行了民族学调查。她认为，这些集会呈现了
某种政治面貌，并改变了民众参与对于当今
中国的意义。这些集会在市民共享的场所进
行，动摇了官方的分化意图。
9782713228131 | 2020 | 392 pages
14x21,5 cm | 27.00 €

Entretiens complices

促膝而谈
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是
“新小说”潮流的先锋，也是法国前卫电影与
文学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以大胆著称，充满
挑衅的言论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本书汇
集了他1991年到2000年接受的采访，见证了
他开创式的思维活力，同时也揭露了他性格
的另一面：有时不太耐烦，但更多的时候充
满热情。

Alain Robbe-Grillet
法国先锋文学代表阿兰·
罗伯-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
的五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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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713227608 | 2018 | 208 pages
11x16,5 cm | 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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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ographie de l'action :
L'observation des détails

人文社科

行动民族学
对细节的观察

Albert Piette
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都
在观察些什么？

重视观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趋
势。事实上，观察的视线建立了一个共享
的空间：在相关、不相关或不太相关的事
物之间，重点与细枝末节都会出现在视野
里。因此，每一次观察都会产生一个余量。
本书1996年首次出版，作者阿尔伯特·皮耶特
（Albert Piette）研究了不同的社会学与民族
学传统，根据相关性原则，区分了每一门学
科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9782713228148 | 2020 | 262 pages
12x20 cm | 14.00 €

Arlette Farge
本书收集了历史学家阿
莱特·法哲的五篇访谈，
揭示历史是如何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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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s de vie

生命的
某些片刻
在本书中，阿莱特·法哲（Arlette Farge）讲
述了自己历史学者生涯中的机遇与难关。
比如，她为了撰写两性关系史而遇到的障
碍；她自发现18世纪的司法档案后对文献
的重视；她投入地为那些被遗忘的人书写历
史，为那些人们不曾听到也不曾面对的人书
写历史；以及她对写作、语言以及不同的讲
述历史的方式的看法。
9782713228155 | 2021 | 128 pages
11x16,5 cm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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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Fabre
J-Claude Schmitt

L'invisible initiation

无形的启蒙
2015年，法国人类学家丹尼尔·法布尔
（Daniel Fabre）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无
形的启蒙：成为欧洲乡村社会里的男孩与
女孩”。演讲的内容就是本书的核心。法布
尔介绍了他对如何“打造年轻一代”的看法，
也就是从过去到当下，在农村或学校里，
年轻人如何在文化和社会层面长大成人。
自然而然地，他在也回顾了自己少年时期的
经历。
9782713228032 | 2019 | 128 pages
11x16,5 cm | 9.00 €

人文社科

La colonie philosophique :
Écrir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ux XVIIIe-XIXe siècles

哲学殖民地
18至19世纪的
哲学史论述

Catherine König-Pralong
哲学从18世纪初以欧洲为

作者讲述自己在法国南

基点，发展出自诩理性的“

部朗格多克地区受到的

西方哲学”，而仅把东方哲

“启蒙教育”，以及意大利人

学当成对照物。针对这个思

类学对他的重要启发。

想史的重大转捩点，本书进
行深入的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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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哲学殖民思想已经在德国出现，
并在18世纪末普及到全欧洲。1800年前后，
哲学史基于近代欧洲各民族，东方则扮演着
比照的角色。因此，本书将哲学视为一种概
念性的知识工具，也视为一种社会实践。也
就是说，当时的哲学史学家认为他们论述的
对象是一种地缘政治和文化现实，而哲学史
是在与语言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新学科的
相互作用中构成的。
9782713227721 | 2019 | 256 pages
14x21,5 cm | 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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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Marin
Pierre Antoine Fabre
本书汇集1992年4月法国文
化广播电台节目“赤裸之声”
的一系列5段访谈。

La traversée des signes

穿越符号
路易·马航（Louis Marin）是哲学家、历史
学家，也是符号学家。在本文收集的访谈
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他谈到
了与其他学者的交流，他的旅行观察以及令
他终身难忘的思想切磋：从丹麦语言学家格
雷马斯（Greimas）到德国社会学家伊利亚
斯（Elias），还有法国人类学家杜梅奇尔
（Dumézil）和哲学家德希达（Derrida）。
这些经验都丰富了他对权力与权力表现形式
之间关系的思考。他毕生展现了知识分子对
于思想的开放与兼容。在本书中，他也对古
典和现代绘画、当代民主制度以及娱乐文化
发表了看法。
9782713227295 | 2019 | 96 pages
11x16,5 cm | 9.00 €

人文社科

Le social à l'esprit :
Dialogues avec Vincent Descombes

心怀社会

文森特·德贡布访谈录

Francesco Callegaro
Jing Xie
什么是社会意识？
它怎样影响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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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社会科学一直
不断地提出一些概念层面的问题。哲学与社
会科学联手合作，目的是为了厘清那些介于
理论和经验之间的问题。过去二十年来，
哲学家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
的哲学著作在法国海内外都扮演了跨学科
交流的桥梁。本书汇集了德贡布与各社会学
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对话，
深入了解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广度。
9782713228612 | 2020 | 368 pages
14x21,5 cm | 2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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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Gensburger
Gérôme Truc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
民众留下的悼念物堆积
成山。本书图文并茂，
呈现这份文化遗产，

Les mémoriaux du 13 novembre

11月13
日的纪念物
2015年11约13日，也就是巴黎发生恐怖袭
击的第二天，各界人士聚集在巴黎街头，
在事发地点周边悼念罹难者。成千上万的留
言、蜡烛、鲜花和千奇百怪的物品汇成一座
座纪念碑。此后数个星期期间，巴黎国家档
案馆收集并编汇了这些物品，成为今天法国
的文化遗产。本书以近400张照片重现了这
场集体追思的过程，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时代
纪念册。
9782713228636 | 2020 | 288 pages
17x22 cm | 19.80 €

人文社科

L’invention de Troie :
Les vies rêvées de Heinrich Schliemann

创造特洛伊
海因里希·施里曼
的梦想生活

Annick Louis
作者基于19世纪考古学家
海因里希·施里曼的自传，
分析其其叙事形式的特点，
以及在“明说”与“未说”
之间构建的语意。

带你了解民心的力量。

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在哪里？是否还有遗
迹？在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四本自传里，这个问题始终
是他的源动力。这位德国人的本业是经商，
在40岁时专心研究考古，于 1870年到1890
期间在荷马特洛伊遗址上发现了9座层层相叠
的城市。作为半路出家的研究者，学术界一
直对他颇有争议。他试图通过自传为自己正
名。本书作者阿尼克·路易斯（Annick Louis）
研究了施里曼的自传文本，提出了一种新型
的学者社会文化谱系。在他的定义里，学者
不一定必须是科班出身或者著有理论，只要
他搜索每一寸土地去证明自己的假说，他的
实践就值得被铭记。
9782713228490 | 2020 | 360 pages
14x21,5 cm | 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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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ler de soi : Méthodes biographiques
et sciences sociales

人文社科

谈论自己

弗朗切斯卡

在越来越强调个性的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
历程引发了其他人的关注，导致自我叙事的
言论倍增，方式包括媒体曝光，传记/自传，
以及社交网络的自我展示。自60年代末，
传记的传播模式在法语社会科学领域中开始
出现。本书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论述，并提出
了创新的方法论。

本书带你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欣赏那
幅保存完好的神秘画作：《鞭打基督》，
是弗朗切斯卡在15世纪中叶绘制的作品。
专门研究中世纪的历史专家弗朗克·梅西埃
（Franck Mercier）从画的内容进行研究，
分析画家独创的技法：紧密结合了数学线
性透视的严谨和强烈的灵性表达，受到希
波的奥古斯丁、以及库萨的尼古拉的影响。
作者还比较分析了弗朗切斯卡的其他作品。

社会科学中的自传方法

Collectif B.
如何展现自我，如何分享
自己的生命历程，对我们如
何理解这个世界至关重要。

Piero della Francesca :
Une conversion du regard

9782713228179 | 2020 | 320 pages
14x21,5 cm | 27.00 €

视线的对话

Franck Mercier
意大利文艺复兴保存
完好的画作之一，也是一
道最神秘的谜题。

3 4 5 6 7 8 9 10 11 12

9782713228599 | 2021 | 400 pages
17x22 cm | 3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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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éder la science :
La propriété scientifique
au temps du capitalisme industriel

人文社科

占有科学

军工厂
和新女性

工业资本主义
时代的科学财产

Gabriel Galvez-Behar
本书探讨利益的共享问题，
以及科学与产业间的
的关系。

早在19世纪，科学就一直在与资本主义的发
展作斗争。历史学者加布里埃尔·G-贝哈尔
（Gabriel Galvez-Behar）分析比较了法国、
英国和美国的相关历史，回顾了知识产权进
步的过程以及“科学财产”的诞生，使科学家
拥有了保护研发成果的工具。本书揭示了科
学的两面性。科学一方面被视为公共财富，
另一方面又是高度竞争的经济产业核心。

Produire la guerre, produire le genre :
Des Françaises au travail
dans l'Allemagne nationale-socialiste
(1940-1945)

为纳粹德国工作的
法国女性（1940-1945）
Camille Fauroux
法国女工在柏林军工
厂的日常生活。

9782713228537 | 2020 | 336 pages
14x21,5 cm | 25.00 €

二十世纪 “全面战争”的特征就是大规模生产
武器。本书探讨这种现象如何颠覆战争社会
里的两性关系。作者卡蜜耶·法鲁（Camille
Fauroux）研究了二战时8万多名法国女性前
往纳粹德国军工厂工作的历史。本书揭示了
这种营造新女性的跨国运动，使我们能够将
二战欧洲女性的故事视为相互依存的现实，
而不是各扫门前雪的孤立经验。
9782713228605 | 2020 | 300 pages
14x21,5 cm | 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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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mandala : Le modèle royal en Inde

王者圈

人文社科

胜利的苦果

印度的宫廷模式

Emmanuel Francis
Raphaël Rousseau

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印度的罗阇（君主）让
人联想到旧社会的奢华。然而，今天的印度
社会依然基于种姓制度的不平等和印度教的
传统经文。本书的目的不是要重新讨论印度
王室的本质，而是探讨宫廷社会如何形成一
套关系和惯例，换句话说，将王室视为一
种文明模式进行研究。
9782713228193 | 2020 | 336 pages
16x24 cm | 27.00 €

Subir la victoire : Essor et chute
de l’intelligentsia libérale en Russie
(1987-1993)

俄罗斯自由派知
识分子的成功与覆灭
（1987-1993）
Guillaume Sauvé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重组

在当今民主国家的背景下，

到冷战结束，深入探讨苏联

印度王室的符号如何延续，

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

如何中断？

通过政治学与哲学的交叉分析，作者纪尧姆·
索维（Guillaume Sauvé）介绍了一群影响力
非凡的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并回顾他们与
自由派同僚的交流，以及与敌对的民族主义
者及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辩。本书提供了一
种新观点，论述俄罗斯为何形成当今的政治
与意识形态，以及为何其民主转型以失败收
场。作者认为当苏联自由主义者选择将权力
集中到一位开明的改革者手里时，也埋下了
政治蓝图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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