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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给孩子四双鞋
林海燕 著

这本书收录了剧场体人林海燕多年来在报章与杂志所发表的专
栏文章、特写、散文、真实小说、采访报道。以真情实感、清新动
人的文字，通过三个小孩的成长，鼓励自己、家长和老师，穿上舒
服、合脚的鞋子，与孩子们一起快乐奔驰。

书中涉及教育、女性、亲子、旅游等50多篇文章分为五辑，内容丰
富，蕴含许多睿言智语，可作为一面镜子，让我们在细读时反思和
省悟。

2020年5月        简体 224页
ISBN 9789811204999 （平装）
S$24    US$17    RMB117    HK$131    RM117    NT$420

萬國地理全集校註（新跃人文丛书之七）  
莊欽永

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普魯士新教傳教士郭實
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編譯的《萬國
地理全集》佔有一席重要地位。

這部1844年由香港刊行、「世所鮮見」（魏源語）的世界地理書，
在清廷被迫簽下城下之盟《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二三年
後，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它闖進儒家典籍牢固統治的晚清士人學
者的閱讀世界裡，成爲一扇軒敞的窗牖。

2019年7月 繁体  516 页
9789813238817 (平裝)  
S$48    US$33    RMB227    HK$258    RM122    NT$1000 

9789811209628 (精裝)  
S$60    US$41    RMB283    HK$322    RM153    NT$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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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电影 我们的家  
(新跃人文丛书之八)
 杨明慧  著

厦语电影是个鲜少人记得的华语电影
片种，长久以来静默在逐渐老去的民
间记忆里。
作者深入拷掘新马第一手原始材料
与重访历史现场方法，援引德勒兹与
伽塔利的音乐和“畛域”的概念，以
及史书美等人主张的华语语系理论，
力图解构作为一个全然在祖籍地以
外萌芽生长的方言影业的发展，及其
与祖籍地之间不断变动着的关系，由
此补充厦语电影的历史叙事，也借机
反思华语语系研究的话语建构。

2020年4月 简体  168 页
ISBN  9789811216954（平装）
S$19 US$11 RMB75  
HK$84 NT$360 RM41

优影振天声： 
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
黄子明 著

新加坡牛车水在老一辈人的回忆里，
是戏院文化与饮食文化的重镇，同时
更是广东人的聚居地。
书中内容多元化，集合了城市景观、市
民生活、地方戏曲等不同的文化层面，
尝试探讨牛车水作为新加坡一个重要
的华人历史街区，自清末时期以来所
见证过的时代变迁，以及遗留至今的
文化遗产，从而重新审视牛车水在本
地华人史里的定位。

2019年11月 简体  250 页
ISBN 9789811209758 （平装）
S$25 US$17 RMB120 
HK$134 NT$490 RM64

新加坡政治几何学
吕元礼  著 

作者认为“新加坡梦”不仅要有经济
富足的“物件”，也应要有文化提升
的“心件”，还需要有政治发展的“
软件”。有了经济、文化、政治三者齐
备的三维空间，梦想才能丰美。
本书以“几何学”方式深入探析“新
加坡梦”的内涵，认为筑梦过程既是
点引成线、线展成面、面积成体的动
态过程，也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的生态过程。

2020年1月 简体  400 页
ISBN 9789811215148 （平装）
S$28 US$19 RMB135   
HK$151 RM72 NT$530

政体转型与空间抗争
于洋

本书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是
一部面向现实的通俗著作。以私有公
共空间政策为切入点，全书运用城市
政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对香港城市政体
的发展历程、内在结构、施加影响和
产生后果进行系统剖析，从政治经济
学的视角探寻今日香港治理困境的成
因，并提出解决的思路。

2019年  简体  296 页
ISBN 9789811210051 （平装）
S$22 US$15 RMB106   
HK$117   NT$430   RM56

美国亚太海权战略的逻辑
董汀 著

亚太海域一直是反映世界海权强国
的窗口，本书通过回溯美国与亚太
海权战略相关的历史全景，提炼其
各种政策和行为表象下的逻辑脉络，
阐明限度与趋势，旨在为读者提供正
确认知当下美国亚太海权政策的新
路向。

2020年4月 简体  236 页
ISBN  9789811215278 （平装）
S$25 US$17 RMB64  
HK$131 NT$460 RM64

复杂世界中的治理挑战
何学渊 著、曹又方译

本书收录了何学渊在2017年四五月间
主讲的四场“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
丹系列讲”，汇集了他与听众的精采
对话。
何学渊全面审视了愈发复杂的当今世
界，在无人能预测未来之时，对各国
政府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提出了中肯
的建议。本书阐释了各国，尤其是新加
坡，如何通过对未来进行系统化思考
建立起适应能力，发展出比较优势，从
而应对各种急剧变化和不确定性。

2020年1月  
ISBN 9789811208829 （平装）
S$19.8 US$14 RMB95   
HK$107 NT$380 RM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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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箱子 • 玉梨魂  吴倩
如剧作集 (中英文剧本)
吴倩如 著

本书收录两部剧作《妈妈的箱子》 
《 玉 梨魂 》，都是 女儿 与母亲的故
事，以女性视角审视上世纪中下层移
民妇女的困境。也收录了两剧英文版
本My Mother’s Chest （郭宝崑翻
译）、The Jade Bangle，以及导演、
剧评等多篇文章。

2020年2月 简体中英文  200页
ISBN 978-981-121-084-6（平装)
S$16 US$11 RMB76  
HK$86 NT$350 RM40

他乡女子
罗伊菲 著

《他乡女子》收录〈他乡女子〉〈惘
情记〉〈春梦无痕〉〈母难日〉〈父与
子〉五个故事，各篇几可以用一个字
归纳：爱。含男女之爱、夫妻之爱、
母女／父子之爱、祖孙之爱，家庭之
爱——当它落实于现实总令人目眩。

2020年2月　简体　228页　 
ISBN 978-981-1209-99-4（平装）
S$16 US$11 RMB76  
HK$86 NT$360 RM40

那般情怀
黄宏墨 著

“那般情怀”一词缘起于年少时创作
的一首歌曲，内容写的是还未翻新前
牛车水最后的景象。有真挚的感怀，有
朦胧的愁绪，经过了多年岁月的洗礼，
这些种种如今已有另一番的解读与释
怀 —— 不再执作于情感的诉求，不再
感念老旧的美好。成住坏空，此时，更
是清楚易见。

2019年11月 简体  200 页
ISBN 9789811210020 （平装）
S$16.82 US$12 RMB87   
HK$97 RM46         NT$360

东张西望： 
文图学与亚洲视界
衣若芬 主编

本书收录16篇文章，基于2017年12
月15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召开
的“文图学·文化交流：台湾与东亚的
多元对话国际学术论坛”发表的论
文征选集结而成。论文作者来自台
湾、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
亚、意大利等地。
本书内容新颖，丰富多元，包括文图
学、台湾文学、新加坡电影、东亚文
化交流、物质文化、学术研究史等
等，是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2019年8月 简体  384 页
ISBN 9789811201646 （平装）
S$20 US$14 RMB95   
HK$106 NT$400 RM51

PANJANG：当上总理的高个
子男孩
白胜晖｜著；陈文慧｜译

在同学们中，Panjang是个子最高的
一个。他讨厌这样的“不一样”，但他
的人生却像他的高个子一样，一步步
往更高处前进……
《Panjang》讲述了新加坡第二任总
理吴作栋的童年故事，叙述他如何克
服自我认知的不足，通过自己的不懈
努力，最终成为了一名领袖。这个“高
个子男孩”的故事能激发儿童，去接
受自己的与众不同。

2919年11月 简体  32 页
9789811214998 (平裝)
S$10    US$7  RMB48   HK$53   RM26   
NT$200
9789811214981 (精裝) 
S$18.5   US$14 RMB96   HK$106    
RM51   NT$400  

望海楼 周粲闪小说选集四
周粲 著

这是周粲的第四本闪小说选集。书
中收录作者最近创作的120篇作品，
也就是120个浓缩的场景、事件或故
事。
社会是个万花筒，显现出来的图像光
怪陆离；心灵是个思想的大海，时时
刻刻汹涌澎湃。作者将一般人视为无
足轻重的所谓芝麻小事，以敝帚自珍
的心态，让大小故事在他心中发酵酝
酿，成为与众不同的美酒。

2020年4月 简体  224 页
ISBN 9789811217333 （平装）
S$16 US$11 RMB75 
HK$84 NT$300 RM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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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观
察：顶层设计与热点问题
马博  著  

本书收录的一百五十余篇文章分为五
个章节，记录了习近平执政后第一个
五年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作出的包括“
一带一路”倡议、“海洋强国战略”
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顶层设计
对新时代中国外交产生的影响。同
时，通过分析中美关系、东北亚安全
以及南海问题等区域热点问题为读
者呈现出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
新思维和新特点。

2018年 348 页              
ISBN 9789813235595（平装） 
S$26 US$18 RMB117   
HK$145 NT$480 RM65

高难任务：吴作栋传 
（第一辑）
白胜晖 著
林琬绯 中译

传记讲述的是一个不可能的国家的不
可能成为总理的总理，因为他不善攀
附权贵或使用阴谋诡计，甚至如众人
所知，其导师李光耀曾以“木讷”挖苦
其沟通技巧。
纵然如此，他终究取得了成功。《高难
任务：吴作栋传》讲述了他半个多世纪
的生平事迹，展露了新加坡第二任总
理如何运用了自身的力量、智慧和政
治见解以及一路上所发掘的能力，从
而取得成功。

2019年 简体  360 页
9789811204913 (平装)  
US$21    UK£15    S$28      RMB$138    
RM$59    HK$162  NT$600
9789811204906 (精装)  
US$34    UK£25    S$46      RMB$228   
RM$118    HK$266  NT$1000

新中国同盟外交
成晓河 著 

冷战史实际是一部同盟兴衰史。在世
界地缘政治的版图被美、苏为首的两
大阵营分割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
国先后与苏联、越南、朝鲜、阿尔巴
尼亚和巴基斯坦同盟。本书按照结盟
的时间顺序逐一对这些同盟的形成、
发展和解体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2019年 简体  300 页
ISBN 9789811208799 （平装）
S$25 US$17 RMB120   
HK$133  NT$480 RM64

全球社会经济秩序的演变
陈金猷 著

作者服务于金融界三十载，亲身经历
目睹世界时局的演变，书中收录了陈
先生颇为独到的见解和客观的看法，
当中对全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2019年 简体  250 页
ISBN 9789811210976 （平装）
S$20 US$14 RMB97   
HK$108 NT$380 RM52

www.worldscientific.com

978-981-3235-59-5 (pbk)

GC 411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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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观察
顶层设计与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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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几重意义上堪称别致。第一，它是集作者自2012年以来所陆

续写就之论文串联而成；但如仔细研读其内容，前后连贯与一致性，

很难看出它不是一气呵成的产物。第二，虽然书的命题是“中国外交

观察”, 但实际上它所观察的远超过仅对中国一己的“外交”。它的

论评常常深入涉及美国、东南亚、日本、俄国、西欧等国的外交方

向，以及它们对中国的政策与举动。第三，本书除了作出以上各种观

察以外，更难得的是，它在分析习近平领导之下的大国外交之余，

还对中国在未来国际领导地位上可能与应走的方向埋下极富睿智的 

伏笔。
 

     ——熊教 

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

中国外交走进了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有新体验、新认识和新观察。 

本书代表了一个有着国际视野的中国青年学者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生动

而又鲜活的体会和思考，可以成为读者了解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

重要参考。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作者简介

马博

现就职于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

协同创新中心，任专职研究员、

国际法研究项目主任。

他于2014年从纽约城市大学研究

生院取得政治学博士，此前在伦

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比较政治硕

士、纽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以及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学士。他的

研究方向及兴趣为国际公法、区

域安全（亚洲）、中美关系和南

海问题。

本书收录的一百五十余篇文章记

录了习近平执政后第一个五年中

国政府在外交上作出的包括“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 “ 海 洋 强 国 战

略”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

顶层设计对新时代中国外交产生

的影响。同时，通过分析中美关

系、东北亚安全以及南海问题等

区域热点问题为读者呈现出习近

平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思维和

新特点。本书希望能够为对中国

外交感兴趣的各界人士更好地理

解外交对于实现“中国梦”的意

义做出参考。

阶

GC411_9789813235595_cover.indd   1 22/5/18   11:04 AM

中国经济评析与政策 II
邹至庄  著

本书包括作者在近两年来在报章上
发表的文章，共52篇。其中大部分是
关于中国经济状况或是讨论有关中
国经济的问题。

2019年
ISBN 9789811210358（平装）
S$22 US$15 RMB107  
HK$118  RM57 NT$400

新加坡经验和新中发展 
对比研究
连瀛洲纪念奖学金中国学者
研究报告丛书（六）

连瀛洲纪念奖学金是新加坡和中国
两国精英的高端交流平台，每年选拔
的奖学金得主--连氏学者都是来自政
界、商界、金融界、教育界、媒体行业
等各重要领域的实践和决策领袖。
研究涉及经济、土地、贸易、社会、
外交等方面，都来自研究者的亲身实
践，跟踪最新的挑战和需要作多向的
思考，而且有可能日后在具体的决策
中付诸操作，显示出独特的研究价值
和意义。

2019年 简体 260 页 
ISBN 9789813271975（平装） 
S$22 US$14 RMB103  
HK$11 NT$410 RM55

荣获联合
早报书选
2019

政治经济

好
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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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

好
书推 

荐

者谈李光耀
杨振宁、余英时、王赓武等著

本书的最 大特 色就 是 从“ 学 者”的
视角来评说李光耀先生。书里的“学
者”定义是广义的，包括了诺贝尔物
理奖得主杨振宁；就范围来说，不仅
有本地学者，譬如王赓武、郑永年
等，也有中国、美国、香港的学者，譬
如余英时、林行止、蔡定剑等。各家
所持观点不尽相同，本书鼓励自由的
学术风气，不为尊者讳，客观评说李
光耀先生的一生。

2015年简体版249页
ISBN 9789814704069 (平装) S$18
US$12 RMB76 HK$80  
NT$360

晨曦集
杨振宁、翁帆 编著

《晨曦集》收录了著名物理学家、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近期具有
代表性的文章，既有他放弃美国国籍
的声明，也有关于加速器、高能物理等
热点问题的专论， 还有近期科学史研
究的代表性文章，兼及研究生培养等
多方面的社会议题，充分表露了一代
科学大师的远见卓识与回报故园的拳
拳之心。

2018年 繁体 332页
ISBN 9789813278073 （平装） 
S$28 US$19 RMB131  
HK$150 NT$560 RM39.90 

自我与生命现象
林启祥 著 

本书以物理、化学的科学知识试图了
解生物的起源与演化，再从生物的角
度探讨个人和社会以及人群的错综
关系，并以恢弘的宇宙视野领悟生存
的意义，把读者带入一个超越生死俗
念、甚至超越一般宗教情怀的精神 
境界。

2019年 简体  348 页
ISBN 9789811203732 （平装）
S$26 US$18 RMB123   
HK$139 NT$530 RM67

Honour：成功之道
林祥源、林华敏 著，曹又方 中译

此书撷取历史、地理、文化、宗教之精
粹，继承古圣先贤之智慧，引经据典于
大千世界浩瀚书海，揭示出Honour（
诚敬）所蕴含的普世真谛，劝勉人们以 
Honour 美德立身处世，
在人生、家庭、社群、机构乃至国家中
发挥己用，赢得人生、赢得荣誉、赢得
人生满足。

2018年 简体 492页
ISBN 9789813238114 （平装）
S$28 US$20 RMB125
HK$154 NT$570 RM70

程民德与中国数学
张恭庆、彭立中、陈大岳 主编

2017年北京大学举行了程民德先生
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以崇敬的心情
缅怀北大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 —— 
程民德院士和他为中国数学事业所
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出版此书隆重
纪念。

2018年 简体 300页
ISBN 9789813270398 （平装）
S$26 US$18 RMB116
HK$143 NT$460 RM64

郝柏林 — 科学游击战士
张淑誉 主编

在中国摆脱封建落后和列强欺辱，走
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期，郝柏林属于
始终坚持在自己的劳动岗位上，尽最
大努力奋斗过的那一批人。一方面， 
他们已经接近在所处的历史初始条
件和社会边界条件下的最好解读；另
一方面，个人的聪明才智也由于社会
历史原因而无法全部用到科学事业
上。他们的经历不应在下一代人身上
重复，但应当为年轻人所知晓。

2020年1月  
2018年 简体 328页
ISBN 9789813233294 （平装） 
S$20 US$14 RMB90  
HK$111 NT$390 RM50 



6

文史哲 艺术

好
书推 

荐

风雨夜行人
 程代展 著

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生活在一个不
寻常的时代，有过一段异样人生。
在古稀之年，他握椠怀铅，记下自己
走过的路，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对黎
明的渴望。这里虽然没有震古铄今的
伟业丰绩，却有着别具炉锤的肺腑"
之言。

2019年 简体  532 页
ISBN 9789811211577 （精装）
S$50 US$34 RMB241   
HK$267 NT$1000 RM128

五四在东南亚
王润华   潘国驹 主编

在这本《五四在东南亚》，几十位东南
亚文化研究者跨越学科，结合了社会
学、文学、政治，以及新起的国族问
题，详细探讨其演变和效应。让世界理
解五四新文化新思想运动，在东南亚
各国的影响跨越族群、文化与政治，
扩大了对五四文化遗产在东南亚的新
认识。

2019 年   简体   484页
ISBN 9789811206184 
S$26 US$18 RMB120  
HK$140 NT$570 RM42

郭鹤年经验——
《郭鹤年自传》评论集（I）
黄枝连、潘国驹、舒庆祥 主编 

此书是全球首本评论《郭鹤年自传》
的评论集，邀请知名学者，从《郭传》
、从郭鹤年 、从郭氏家 族的不同方
面，对《郭传》加以评析，对郭鹤年加
以研究，必定让您对郭鹤年有更深的
认识，超乎《郭传》中的郭鹤年。

2018年 简体 212页
ISBN 9789813272187 （平装）
S$18 US$13 RMB80
HK$100 NT$360 RM28

金色的呼唤
尤今 著

在人们眼中贫穷、落后、邋遢、危险
的非洲，作者发现的是一个个活脱脱
的“惊叹号”，成了她记忆之库闪烁生
光的瑰宝；高加索山脉以南的这三个
国家，以它们宛如画册般的绝美景致
和沧桑的历史、斑斓的文化，处处散发
着令人心魂俱醉的魅力；而中亚细亚
的三个回教国家，路不拾遗的淳朴民
风和夜不闭户的良好治安，是百姓住
得舒心、游客玩得安心的乐土。

2019年 简体 322页
ISBN 9789813278271（平装） 
US$17 UK£15      S$24  
RMB$111 RM$61      HK$130      NT$460

孤独瞭望·英培安小说世界
林高 著

从 边 缘 悲 愤 的 角落走 到 生命 的 核
心，英培安孤独的身影有向艺术境界
求索，向生命意义挖掘，向社会人生
质问的重量与高度。林高对他孜孜
矻矻的解读，竟由此又跨出自己的一
步，并激发出来一种心情：对个体此
生方向的关切，以及对本土关乎文学
艺术之走向的审视。穷其心，不无质
疑、探问与意图攀越的心志。英培安
之初心有否预示人文与生活之可能
面向？写作者与评述者恰好在这里
相遇，给本书给读者留下疑义相与析
的空间。

2019年 简体  232 页
ISBN 9789813279759 （平装）
S$18 US$12 RMB83   
HK$98 NT$350 RM46

功名與功夫
胡正跃 主編

這是一本圍繞人生故事、心路歷程和
藝術見解的訪談錄，主編胡正躍選
取的訪談對象都為當代中國最具代
表性的文化藝術大家：王明明、盛小
雲、李鳴巖、薛偉、陳建中、陳幼堅、
齊慧娟、六小齡童、董圓圓、鄭淵潔、
何水法、吳悅石、丁毅。

2019年 繁体  240 页
ISBN 9789811203060 （平装）
S$20 US$14 RMB95   
HK$107 NT$390 RM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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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刘碧娟  著

作者收集梳理了大量而多元化的原
始材料，展示过往论述中被掩埋或遗
忘的历史面貌。经由历史脉络的重新
梳理与理论的阐述，为已知或新出现
的材料提出新的视角，让读者与研究
者对于新华文学作品与文学史，有新
的理解与认知。 全书分两部分：上
编“文学史与文学场”，下编“作家专
论”。

2018年 简体356页 
ISBN 9789813235366（平装）
S$26 US$18 RMB119  
HK$143 NT$500 RM66

后代 • 生仔日记   
林春兰剧本集
林春兰 著

本书收录林春兰在90年代创作的两部
剧作集《后代》和《生仔日记》。两个
剧本以浓厚的生活气息、真实的情感
聚焦女性题材，回溯社会发展变迁中
普通妇女的现实生存境遇，折射女性 
（自觉或不自觉中）遭遇的文化劫难
与失落。

2018年 简体  216 页
ISBN 9789813277182 （平装）
S$16 US$11 RMB76   
HK$85 NT$330 RM41

仿佛若有光
胡锦伟 著

作者从观察城市文化的角度切入，对
艺术设计、时尚隐喻、银幕光影、行
脚滋味，种种世态人情交叠成细致观
照和个人感悟。读者从中可感受到他
对时尚、电影、小说、音乐、绘画、美
学等领域的知识广博。

2018年 简体 224页
ISBN 9789813235625 （平装）
S$16 US$11 RMB73
HK$89 NT$350 RM41

琴难舍
庄永康 著

纵观全书，脉络是从《梅花三弄》的
音乐活力说起，继而《离骚》《诗经》
，并回溯作者生平与黄友棣、彭修文、
刘文金、胡登跳等乐界翘楚的接触，
一探古琴与华乐的神韵；琴史方面，并
不平铺直叙，而是选讲唐、宋至明代
各朝精点，并诉说嵇康、阮籍、司马相
如、曹操、蔡文姬等风流人物的姿采，
最后谈到现代琴家，一位热爱中华文
化的荷兰人 —— 高罗佩。

2018年 简体 296页
ISBN 9789813273757（平装）
S$18 US$12 RMB84
HK$97 NT$370 RM45

叶畅芬摄影艺术 
赏析
徐伏钢 著

本书是徐伏钢近十年来
对新加坡先驱摄影艺术
家叶畅芬的作品反复研
读的学习心得。
收录书中的一百多幅摄
影作品，以海上风光、牛
车水、人物、甘榜风景等

反映了1940-60年代的本土风貌，不仅让我们见识了一位卓越摄影家
呕心沥血的艺术实践，更让我们见证了这个岛国的社会演变进程中，
新加坡由甘榜生活向城市化发展转换过程的一个个戏剧性历史碎片，
因而特别珍稀可贵

2017年 简体 208页
ISBN 9789813224421（平装） 
S$28 US$19  RMB129 HK$148 NT$580 RM73

中国古代诗词理论要解
董小伟、王兵 著

这是一本中国古典诗词研究者的必备
书和古典诗词爱好者的参考书。此书
有两大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于各个时
代诗词理论的系统梳理，脉络清晰，
要言不烦；二是注重诗词理论在诗词
鉴赏中的具体运用，在引导读者品味
诗词作品的同时，还能揭櫫出深层的
理论意涵。

2019年 简体  252 页
ISBN 9789811202841 （平装）
S$16.82 US$12 RMB84   
HK$98 NT$360 RM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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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书目，请浏览八方文化网站 http://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八方文化创作室，简称八方文化，
以母公司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为后盾，致力于推动新加坡的
中文出版，并且放眼全球华裔的人文舞台。我们的重心在
于介绍世界各地华人学者及作家的言论与著作，同时也积
极推动各类艺术与文化活动

即将出版
1964——恶狼的年代（长篇小说）

新加坡幼儿教育发展  
黄雪云 陈如意 著

中國辭賦：文類研究與理論  
蘇瑞隆 主编

遊學江湖六十年：憶趣反思餘韻繞樑  
郭益耀  著

战胜忧郁 重见彩虹   
杨进发 著

新加坡地名探索  
黄友平 著

佘有进传   
佘立松 著 【重点书目】

商业艺术同荣： 张东孝回忆录   
柯木林、林孝胜 著

三祭：反神话剧三种  
贺子壮、余云、吴保和、李容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