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書：《政治維納斯： 
         從一無所有到中國民主》 

没有知识的意见是浅薄的，没有立场
的知识是圆滑的。当中国正经历惊心
动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大变动时，
我们需要有勇气的智慧和有责任的远
见，帮助大家思考当下、分析过去和
选择未来。本书作者立足于三十年政
治科学和国际政治的训练和研究，以
国际大视野和长程历史观，仰赖人类
古老文化智慧和运用最新政治学科成
就，来分析和解读近三年来发生在中
国的大事件。书中各篇论文和评论从
独立立场和多元角度分析民主的价值、
专制的弊端、民主与社会和经济的关
系、民主在中国的意义和民主化在中
国的进程和前景。作者以明朗的理论
风格和深刻的写作文风大胆 贴近中

国政治生活、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变动
和主动干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书
中弘扬和彰显的普世价值、批判精神、
理论想象和浪漫主义将为寻求精神进
化和思想完和的读者提供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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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現任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和斯德頓島學院）政治學教
授。獲國際政治學士和碩士學位、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復旦
大學國際政治系，任職於喬治∙華盛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中心、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著有英文學術專著兩部，主編英文著述三
部，參與過十幾部著作的寫作，並發表近百篇中、英文學術論文和
文章。 



作者简历： 

夏明, 纽约城市大学（研 

究生中心和斯德顿岛学 

院）政治学教授 。1985 

年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学士学位，并以免试资格 

进入研究生院。1988年获 

得硕士学位, 并留校任教。1991年进入
美国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1997年获政治学科目哲学博士学位，毕
业论文获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1997

年到纽约城市大学任教，现执教于研
究生中心和斯德顿岛学院。曾任乔治·
华盛顿大学、美国思想库伍德罗·威尔

逊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访问研究员和高级访问研究员。 著有
《二元发展型国家》 （The Dual 
Developmental State, 2000年） 和《中
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治理》（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2008；2011年软封面版）两部专

著；与陈奎德合编《自由荆冠：刘晓
波与诺贝尔和平奖》（香港：晨钟书
局，2010）一书；是HBO奥斯卡奖提

名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制片人
之一；曾被评为2009年和2011年“中国

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博讯版）和
“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夏明教授的新著《政治
维纳斯》反映了他多年
来对中国政治、经济和
社会现状及其走向的严
肃思考，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文风清新，是
新一代政治学学人的重
要收获，特此郑重向读
者推荐。 

                    ——余英时 
（普林斯頓大學榮譽
講座教授、中央研究
院院士） 

 
夏明象政治学领域中一
颗耀眼的钻石，他的著
作《政治维纳斯》闪耀
着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光
辉；夏明又象一支锋利
的金刚钻，用他深邃的
思想穿透了当代中国专
制政治的黑暗。 

                     ——严家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
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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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以具有歷史分水嶺意義的

2008年為起點，結合隨後三年中發生的重大社會事件，
解剖中國黨國專制政治的詬病，分析自由生活和民主體
制可以給中國人帶來的福祉。 

 書中各部分討論的事件包括汶川和玉樹大地震、北京奧
運、《零八憲章》、中美衝突、鄧玉嬌事件、奧斯卡獎、
劉曉波和諾貝爾獎、獨立參選人、百年辛亥和艾未未現
象，等等。本書涉及的主題涵蓋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民主化、專制體制、金融風暴、西藏問題、宗教自由、
道德重建和人民精神覺醒，等等。  

 本書立足於現代國際學術思想和方法，承襲中華元典精
神，拆除東西方文化藩籬，融會貫通古今知識財富，深
入淺出地解讀了當今中國社會政治的演繹，並以豐富的
想像力和嚴肅的責任心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可持續性的
路徑，和勾勒出全新的民主圖景。對於引起中國近三十
年最大爭論的韓寒“革命-民主-自由”三文，在本書的結
束語《預測中國民主化》一文中有精辟的評論，該文還
對被稱為第二個小崗村的廣東烏坎正在合法化途中的村
民自治會及中國的全面大轉型作了歷史性的前瞻，是本
書亮點，值得一讀。”  

 對於所有想準確把握變動中的中國社會脈動的讀者來說，
這是一本不可錯過的、並必將引領中國未來思想潮流的
上乘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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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推荐： 
 夏明教授与绝大多数研究中国政治的顶级政治学家的差异在于，

他是热情献身中国民主改革的。这本论文集立足于理论框架、用
明白易懂的语言对现今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细致入微的评点。夏
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需要民主变革，而且，它也势不可挡；同
时，在他的文章中他也挑战我们去讨论中国的目标定位。对所有
严肃思考中国未来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 

                         ——邝治中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社会学和亨
特学院都市研究卓越教授） 

 

 在本书中，夏明教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会，
包括民权运动和西藏事务。他就这些复杂问题提出的见解定会帮
助每一个有兴趣了解当代中国的读者。 

            ——桑东仁波切 （教授、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噶伦） 

 

 夏明是一位旅居海外的新一代杰出华裔学人，虽身在异域，但心
系神州，关怀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本书收录作者的四十四篇专文，
分析中国的政经发展及面临的种种问题，展现作者的敏锐观察，
必可协助读者深入了解现正全面崛起、在一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
在此我特别推荐《政治维纳斯—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 

                                ——杨力宇 （美国西东大学退休荣誉教授）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最重要的
莫过于民主化。夏明教授这部书正是以中国民主化为主题。以作
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广阔的国际视野，丰厚的中国经历和扎实的
中西学术根底，相信读者开卷有益。  

                           ——胡平 （《北京之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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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推荐： 
 让人遗憾的是，很多人读政治学是越读在政治上越糊涂；让人敬

佩的是，夏明教授绝对不属于这“很多人”之列。为什么夏明会
有那种超越一班糊涂的政治学博士或市侩的政治学教授们的卓越
见识呢？这本书提供了答案：因为他有对民众苦难感同身受的价
值关怀，有不为一己私利所蒙蔽的对于现实的深刻洞察，还有挺
身而出直面真理的知识分子担当。 

                      —— 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
系教授、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 

 

 夏明教授的這部力作可說是當代中國的盛世良言。他以淵博的學
識與恢宏的視野，詳盡地闡述了中西方憲政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實
證研究，對中國高度集權的寡頭政治和國富民窮的執政模式作了
精辟和獨到的分析。本書對關心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路向的讀者
而言，絕對是不容錯過的佳作。 

                        ——李榭熙 (Joseph Tse-Hei Lee) （美國紐約佩斯大學
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課程 部主任） 

 

 富有激情, 值得一读的文章，是关于中国的又一个犀利而直率的
声音。作者基于他的学者底蕴，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包括他参与
制作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的体验，真诚用心而认真地关注
和评析中国及其未来。读者不一定会赞同每一篇文章中的每一个
观点和说法 （有些段落词句可能还显得有点激愤和疏略），但
很难会不被书中洋溢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与积极入世的情怀所
感染。 

               —— 王飞凌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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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潮在《幽夢影》論讀書中的經典名句為“天下無書則已，有則
必當讀”，當代人書籍與網路資訊氾濫，我覺得應該改為“天下
無名書則已，有則必當讀”。《幽夢影》另一佳句為天下“無才
子佳人則已，有則必當愛慕憐惜”，拜讀夏明教授《政治維納斯》
的書稿，覺得就像看到絕色美女一樣，驚為天人。既然像絕色美
女，那就是必當珍惜閱讀的名書。 

      

          本書雖非純為學術而作，但因作者擁有相當紮實的學術底

蘊，因此讀起來既覺涵義深厚，卻又不顯艱澀乏味。本書既是擁
有自由心靈的自由人寫的“自由書”，也是擁有良心的知識分子
寫出的“良心書”。所有關心中國民主化前景的人，都不應該錯
過。                           

                      ——李酉潭（台灣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
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這本文集記錄了一個來自中國大陸、後在美國受到嚴格政治學學
術訓練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問題的思考。當我讀這本書時，我首
先感到撲面而來的摯愛之情：對崇高理念的追求、對人類命運的
關注、對社會正義的堅守、和對人生選擇的嚴謹。這些都是中國
當今知識分子缺乏的精神境界。讀過夏明教授的這本文集後，我
被深深地感動了。夏明這樣的政治學者是當今中國最需要的。 

                                   ——王軍濤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更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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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维纳斯》与哗众取宠“专著”的最大不同，也是其特色所
在，就是敢于探索“ 雷区”，对当代中国的敏感事件、社会热
点和中共腐败进行了大胆而深刻的分析，给出了独到的见解。夏
明教授集近30年的学术功底和详尽的材料，以及通过亲身实地调 
查和体验，得出的客观结论和前瞻性预测，可能会刺痛一些人，
但这正是当前所稀缺的、有良知的真正学者才能享受到的莫大荣
耀。只有心地纯洁、怀有强烈的正义感、独立敢言、对中国人民
的疾苦抱有真正的同情和对中国前途深具信心的学者，才会展示
出如此清晰的思路、如此深沉的人文关怀和跨时代的博大学术能
量。  

                        ——李天笑（李东）（《新唐人电视台》
资深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今天，這顆種子兌現了它對中國的承諾：發芽開花結果，凝結成
了這樣一本沈甸甸的書。 

      這不是一本象牙塔內之制作。它是悠長的迴聲——來自天安
門，來自上海灘，來自新大陸——整整走了22年。 

 

     海天新賦萬言湧，風雨故國一卷收。在關乎人類命運的這一
中國進程中，我相信，本書將佔據它應有的歷史位置。 

                      ——陳奎德（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復旦大學
哲學博士） 

 

更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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