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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manie (Myanmar) 2010-2017 :  
un pays en transition ?

缅甸2010-
2017，一个转
型中的国家？
缅甸于2011年脱离军政府统治。本书采用不
同的切入方式来研究缅甸2010年至2017年间
的政权移转过程；透过人类学家、地理学家
与历史学家对于政权移转的主要看法，结合
缅甸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观点来试图理解这个
国家改革过程，佛教民族主义兴起、族群间
的冲突、以及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

9782858313648 | 2020 | 150 pages 
16x24 cm | 20.00 €

 Chypre : les espoirs  
du rapprochement communautaire

塞浦路斯：
拉近族群 
关系的希望
尽管谈判峰会屡屡失败，塞浦路斯问题在希
腊与土耳其族群中都造成了身份认同逻辑的
日益改变。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些拉近族群关
系的运作，这些不仅体现在一些政治讲话
中，更主要出现在社会公民的呼声里。这是
刚刚诞生的一点信任感，帮助今日的塞浦路
斯人能够在不受那些“干爹们”的干预下自己构
筑一个可实现的未来。

9782858312818 | 2018 | 322 pages 
16x24 cm | 30.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Alexandre Lapierre

塞浦路斯问题在希腊族 
与土耳其族群中引起的身
份认同逻辑改变。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Aurore Candier

论佛教民族主义与 
族群冲突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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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s de grammaire Bambara

班巴拉 
语语法课
班巴拉语是在西非多国相当通行的语言，由
曼丁戈语支中的一个方言形成，在前殖民时
期的塞古王国与卡尔塔王国中使用。族群的
名字是班巴拉人，语言是班巴拉語，它在
法语和其他邻国语言里（富拉尼语，索宁
克语，马宁卡语）都被叫做bambara。这本
书既是一本学习手册，也是一本语法参考。 
并且书中所有的例句都由班巴拉语母语使用
者发音。

9782858313075 | 2019 | 596 pages 
16x24 cm | 30.00 €

 De Rome à Lubeck et Dantzig

从罗马 
到吕贝克 
和但泽市
1945年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有了大幅
的演变，一些研究者、艺术史学家、地理学
家、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借由对北欧和东
欧许多城市（德国吕贝克、波兰的但泽市和
弗罗茨瓦夫市等）的案例研究，探讨1945年
后不同时期下推行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政
策与进程，另外，书中还包含最近对罗马郊
区的研究。

9782858313235 | 2019 | 150 pages 
16x24 cm | 25.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Marie-Louise Pelus Kaplan
Dominique Rivière

1945年后北欧、东欧城 
市与罗马郊区的文化遗产
保护政策与进程的研究。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Valentin Vydrin

这是一本增订版的语 
言学习书，所有的例句都由
班巴拉语母语使用者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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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mile Picot, Secrétaire du prince  
de Roumanie - Correspondance  
de Bucarest (1866-1867)

埃米尔．皮科特
（ÉMILE PICOT）： 
罗马尼亚亲王的 
秘书——布加勒斯 
特信札(1866-1867)
埃米尔．皮科特是1875年至1909年间法国东
方语言学院第一位罗马尼亚语教授，就在霍
亨索伦王朝的查理即位罗马尼亚亲王后，他
担任其法语秘书。书中皮科特的私人信件重
新讲述了当时的局势和他任命的进展情况，
这既是当时罗马尼亚政治与文化生活的见
证，同时也阐明了当时法国对于东地中海的
介入问题。

9782858313402 | 2020 | 280 pages 
16x24 cm | 22.00 €

 Encyclopédie des historiographies. 
Afriques, Amériques, Asies (Tomes 1 et 2)

历史百科全
书：非洲、 
美洲、亚洲 
（一、二册）
157位专家探索人类创造的世界，从科学、
文学、艺术、历史建筑和文献等角度解码
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大洋洲。书中还呈
现了各个时代鲜为人知的史料。这部百科全
书提倡一种绝非西方中心论的思考，也是对
传统认识论的一种补充，是一趟真正旅行的 
邀约。

9782858313440 | 2020 | 1 012 pages 
16x24 cm | 160.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Anne Viguier
Eric Meyer

Nathalie Kouamé

人类社会与自己的过 
去维系着怎样的关系？ 
又如何书写过往？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Cécile Folschweiller

埃米尔．皮科特是罗 
马尼亚查理．霍亨索 
伦亲王（Charles de 
Hohenzollern）的法语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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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ts et expertise dans les mandats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  
figures, champs et outils

国际联盟托 
管委员会的专家
与专家鉴定：人
物、领域、工具
专家鉴定介于经验知识与抽象法理知识之
间，研究与权威之间。这些托管授权已成
为国际准则的全球传播问题的达成共识。 
本书探讨了国际联盟托管委员会作为负责制
定公开的，法律上的，跨政府间的决策框架
的诞生，与其建立起一个各层面结构交织的
连接空间。它负责定义专家鉴定的评估准
则，并对专家的异议做出回应。

9782858313464 | 2020 | 374 pages 
16x24 cm | 25.00 €

 Fantômes dans l'extrême orient d'hier  
et d'aujourd'hui (Tome 1)

远东地 
区今昔鬼魅
（第一册）
鬼，是中国文化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在中国与其邻国的社会中，妖魔
鬼怪魑魅魍魉始终徘徊不散。书中作者通过
论述中世纪佛教典籍中对鬼的分类、三言二
拍类的道德教化书籍、中国或日本的哲学思
辩、文学作品或田野调查等，尝试厘清在远
东地区这些灵鬼，发现与西方的各种鬼魂其
实是很接近的。

9782858312610 | 2017 | 563 pages 
16x24 cm | 45.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Marie Laureillard
Vincent Durand Dastes

时至今日，在中国与其 
邻国的社会中，妖魔鬼怪 
始终阴魂不散。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Chantal Verdeil
Philippe Bourmaud

Norig Neveu

专家鉴定，介于经验知 
识与抽象法理之间， 
调查研究与权力执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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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tômes dans l'extrême orient d'hier  
et d'aujourd'hui (Tome 2)

远东地 
区今昔鬼魅
（第二册）
鬼，是中国文化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在中国与其邻国的社会中， 
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始终徘徊不散。第二册则
讨论近代与现代时期中的鬼魂问题，作者强
调鬼魂现象在文学与艺术中（小说、电影）
的各种表现，尝试定义远东地区今昔的鬼 
之美学。

9782858312504 | 2017 | 453 pages 
16x24 cm | 40.00 €

 L'histoire des procès des collaborateurs 
en Grèce (1944-1949)

希腊二战期间
通敌者之审判
（1944-1949）
读者将详细地了解历史事件，并理解那些参
与颠覆希腊也翻转了欧洲的运动分子（民族
主义者、保皇派、反民主论者、共产党） 
的 逻 辑 。 本 书 还 分 析 了 当 时 种 种 冲 突 
（内战、冷战）的制造机制，以及战后在“雅
典通敌者特别审判庭”的审判。

9782858312597 | 2017 | 446 pages 
16x24 cm | 38.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Dimitri Kousouris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司法清 
查希腊通敌者的历史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Marie Laureillard
Vincent Durand Dastes

时至今日，在中国与其 
邻国的社会中，妖魔鬼怪 
始终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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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loche, le rabot et la houe

钟声、 
刨刀与锄头
十八世纪初，一百年前建立的巴拉圭耶稣传
教会进入发展黄金期，这个神权政体内有十
余万的瓜拉尼人口。本书尝试还原田中劳作
或是手工艺匠平常的一日作息，同时也重新
呈现了瓜拉尼人与耶稣会教士相遇后受影
响衍伸而出的习俗、外在表现与社会政治 
关系。

9782858313525 | 2020 | 238 pages 
16x24 cm | 25.00 €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turcs

土耳其 
语的动词 
变位
这本学习土耳其语的重要参考书，主要面向
法语使用者，通过理解土耳其语动词变位逻
辑，学起来会更容易。作者提出将土耳其语
的动词想像成一个核心，周边围绕着补充或
附加的元素：后缀、时态、人称、否定、 
语气等等。这本实用的土耳其语动词指南包
含各种时态与语气的说明、动词变化规则、
以及方便查找的动词变位表。

9782858313204 | 2019 | 179 pages 
16x24 cm | 20.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Ipek Ortaer Montanari

本书帮助土耳其语学习 
者了解其动词变位规则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Mickael Orantin

还原田中劳作与手工 
艺匠作坊的一日作息。 
讲述巴拉圭瓜拉尼人与 
耶稣会教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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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prédication existentielle  
dans les langues naturelles : valeurs  
et repérages, structures et modalités

自然语中 
的存在谓语：
价值与标示、
结构与模式
表达存在的句法可以反映出各种语言的特性
和人类思考的模式，因此做为后者它们是具
有普世性的。存在谓语研究是一种将某句法
成分相对于另一种句法成分标示出来的做
法，会影响到子句类句法成分的非典型标示
法，并使用特殊的存在记号。作为一种理论
研究，存在谓语研究可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
的相似与相异之处，因此可以说是为语言学
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9782858313624 | 2020 | 218 pages 
16x24 cm | 20.00 €

 Le façonnement des ancêtres,  
dimensions sociales, rituelles  
et politiques de l'ancestralité

塑造祖先： 
祖先崇拜的社
会因素、 
仪式与政策
尽管在历史事件发生和个人命运中存在一种
无法预知性，对人类社会而言，最重要的还
是确保血脉存续。人种志研究发现，每个社
会对于祖先有着不一样的想法。作者在本书
中尝试回答的不是“何谓祖先？”，而是“与祖
先的关系在什么时候是重要的、有意义的、
而且是具影响力的？又是如何运作的？”

9782858312962 | 2019 | 338 pages 
16x24 cm | 30.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Sophie Chave-Dartoen
Stéphanie Rolland-Traina

在不同人类社会中 
的人种志研究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Tatiana Bottineau

不同语言中的存在价 
值表达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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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désorientés Soldats  
français d'orient (1915-1918)

无所适从：
一次世界大
战被派往东
欧的法国 
士兵
1915年，八万多名法国士兵被一个不敢表态
的政府送上达达尼尔海峡的前线。士兵们带
着恐惧出发前往一个陌生之地，但是君士坦
丁堡、东方、希腊这些词都让他们脑中出现
美好的文学景象。他们的信件受到监控，什
么也不敢说，而法国的媒体更是三缄其口。

9782858313006 | 2019 | 295 pages 
16x24 cm | 30.00 €

 Les institutions de l'amour :  
cour, amour, mariage

爱情制度：
追求、恋
爱、婚姻
传统社会了解爱情吗？在许多亚洲社会 
（中国、韩国、日本、尼泊尔、印度）以及
印度洋社会中，为了兼顾亚洲社会规范和受
到西方习俗影响的个人表达，存在许多妥协
之处。这些社会中的爱情制度表现在对配偶
的选择、恋爱情意的表达与结婚仪式上。 
即便浪漫的爱情是想要追求的价值，但无论
如何还得符合家庭传统。

9782858312795 | 2018 | 371 pages 
16x24 cm | 35.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Catherine Capdeville-Zeng
Delphine Ortis

爱情，有各种制度： 
亚洲与印度洋诸社会中 
的婚约、传统、仪式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Francine Saint Ramond

1915年被派往达达 
尼尔海峡的法国士兵的作 
战与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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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tenant et à jamais -  
Quelques regards sur la poésie hébraïque

从今时 
直到永远：
浅论希伯来
文诗歌
如何辨别希伯来文诗歌与以色列文诗歌？以
何标准？历史的？政治的？语言学的？该不
该保留建国前与建国后的文学习惯划分呢？
本书探讨诗歌与历史的关联，特别是探讨与
现代希伯来文历史、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大
屠杀的关联，并追问当前的希伯来文诗歌表
达中，民族论述的地位。

9782858313181 | 2019 | 130 pages 
16x24 cm | 25.00 €

 S'émanciper par les armes ?  
Sur la violence politique des femmes

以武器 
自我解放？
论女性的政
治暴力
1960年代末，西方民主国家出现一波革命浪
潮，无论男女都将这些社会抗争作为一种政
治工具。有一群杰出女性加入到极左派的武
装团体中。本论文集从社会、政治、性别的
角度出发，提出跨学科的解读，来探讨武装
抗争中的女性并重新检视种种价值体系。

9782858313273 | 2019 | 238 pages 
16x24 cm | 25.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Alexandra Frenod
Caroline Guiber Lafaye

在1960年代末的社 
会政治抗争中一些优秀女 
性的身影。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Masha Itzhaki

近现代的希伯来文诗歌 
与以色列文诗歌是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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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au de bord des pays d'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le et d'Eurasie 2019

2019年 
中东欧与 
欧亚大陆国
家现况报告
十二位来自大学、顾问，和公共行政领域的
专家重新审视书中的二十九个中欧与东亚国
家。本书旨在理清这些国家的主要发展变
化，其中包含经济面、社会政治面、以及随
乌克兰冲突造成裂隙的地缘政治面。

9782858313259 | 2019 | 184 pages 
16x24 cm | 25.00 €

 Venise en Crète

威尼斯 
在克里特岛
一个外来国家的人们渡海而来，下船登岸，
夺取政权，搜刮最好的土地，建立他们的行
政机构、规矩、税赋、司法、信仰、语言、
社会分类、经济原则……。一个中央集权、
高度管控的体制，但有能力认知现实并与时
俱进，是一个真正的殖民组织。

9782858313013 | 2019 | 372 pages 
16x24 cm | 30.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Joëlle Dalègre

从十三世纪初到十 
七世纪中，克里特岛人在 
威尼斯人的统治下生活了 
将近五世纪。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Jean-Pierre Pagé
Julien Vercueil

从布拉格到海参威这一 
辽阔世界的经济发展、 
社会与政治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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