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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编编者者者寄寄寄语语语::: 

2010年 4月 2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正式成立。该研究会是北

京市法学会下属研究会，是在京高校法律图书馆、国家机关、立法司法单位、律师事务所的

图书馆或信息中心及法学法律网站的学术性团体。研究会创立之初，北京市法学会就提出办

刊要求，希望通过刊物进一步加强各单位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通过搭建平台，扩大视野，开

展活动，努力推动北京地区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事业发展。 

本刊的创办将以研究会宗旨和任务为己任，目的在于加强北京地区各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工作者之间的业务联系，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献信息工作交流与研究活动，培养

适合中国法治建设事业需要的法律信息专业服务队伍和学术力量，推动中国法律文献信息资

源建设事业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促进中国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事业的健

康发展。沟通与教学、科研及实务部门的联系，研究文献资源建设与共享中的新问题，总结

新经验，加强法学专业信息的交流、传播与服务。积极开展与其他学术团体、科研部门、大

专院校等单位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展有关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领域内的国内外学术交流

活动。 

本刊为内部资料，以不定期电子刊的形式在研究会内发行阅读。希望研究会全体会员积

极支持本刊，针对《通讯》的建设工作提出建议，积极撰写各类专业通讯报道和文章。本刊

编辑部暂时设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由研究会秘书处负责组织编辑事务。 

 

 

 

 

编辑单位：北京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秘书处 

通讯地址：清华大学法学院 于丽英 

邮政编码：100084 

电话：62773476  

邮箱：lawyly@mail.tsinghua.edu.cn 

 

本期责任编辑：于丽英 陈志红 

图文编辑：贾薇薇 

技术支持：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封面：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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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研研究究究会会会要要要闻闻闻 

北京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暨首届“优秀研究组织、优秀个人”颁奖仪式成功举行

2012 年 4 月 12 日，北京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

议暨首届“优秀研究组织、优秀个人”颁奖仪式在北京国际

饭店成功举行。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市委政法委书记、

市法学会会长王安顺，中国法学会会员部主任梁毅出席会议

并讲话。于丽英、陈志红代表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

参加了本次活动。 

周信副会长向大会报告市法学会 2011 年工作总结和

2012 年工作设想。接着，彭波宣读了《北京市法学会关于

表彰首届“优秀研究组织、优秀个人”的决定》，评选出“优

秀研究组织”11 个单位，“优秀个人”40 名，“首都法学研

究品牌项目” 4 个。获奖代表汇报了各自的工作经验并发

表了获奖感言。 

王安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各研究组织和广

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新形势下文化建

设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法学研究的结

合点，切实履行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职责，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王安顺强调，市

法学会要按照市委统一部署要求，紧紧围绕首都工作大局，

把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思想和力量凝聚到首都“十二五”发

展的重大任务上来，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围绕

首都保稳定、促和谐，就建立确保首都社会稳定的法律机制

问题进行研究；要围绕首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提高社

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水平展开深入研究。要以此次双优评选

活动为契机，做好先进经验、先进事迹的宣传交流推广工作，

进一步激发法学研究活力。王安顺要求，法学会要认清形势、

解放思想、团结协作，不断加强机关建设，努力促进法学会

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加快推进首都民主法治建设、全面推进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会议增选了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第一届理事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丽英等 11 人为市法学会第六届常务理

事。目前，市法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已有 55 人。

北京市法学会系统 2012 年项目申报工作顺利结束 

截止到 2012 年 2 月 25 日，市法学会系统 2012 年利用

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申报工作顺利结

束，共有 25 个组织申报了 46个项目。此次申报最主要的特

点是参与广泛。一是参与组织多。参与申报的达到 25 个组

织，其中市法学会及所属研究会 13 个、社团法学会 8 个、

团体会员 1 个，涉法类社会组织 3 个，特别是法理学、宪法

学、立法学等研究会都参加了项目的申报。二是申报项目多。

项目达到 46 个，其中市法学会所属研究会 19 个、社团法学

会 14 个、团体会员 2 个，涉法类社会组织 4 个，法学会机

关 7 个。三是项目类别多。共涉及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类，社

会公益服务类，社会管理服务类，社会建设决策、信息咨询

服务类四个方面 12 个类别。

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 2012 年年会及学术研讨会预告

我研究会 2012 年年会及学术研讨会计划在 10 月份召

开，本届年会将由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承办。2012 年会及

学术研讨会主题：“公民文化权利与图书馆事业法制建设”，

会议征文正在发布中，请广大会员积极参与和支持。

研究会年度大事记已发布 

研究会自 2010年 4 月成立以来，组织、参与了一系列

活动。研究会秘书处整理了 2010 年度大事记、2011 年度大

事记，均已发布在研究会的“法律信息研究网”网站上，敬

请关注。另外，在本研究会成立之前，北京地区法律图书馆

界同仁一直活跃在法律图书馆及法律信息领域，我们也整理

了“中国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界发展纪事”，内容涵盖了

1975-2010 年期间的一些活动和事件，以为纪念。具体请查

看：

http://www.chinalawlib.org.cn/NewsMore.aspx?FID=200

81224141019967116&CID=2009042214004498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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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会会议议议动动动态态态 

2012 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年会及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主题：“公民文化权利与图书馆事业法制建设” 

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开创了文化建设新局面的新

形式下，图书馆事业作为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书馆作为信息资源和服务中心，是进行文化传承、知识信息

传播的重要机构，履行着社会教育与终身教育的职能，应该

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发挥作用。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和更加有力的政策举措，解决

图书馆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实现新时期历史赋予图书馆新

的使命。因此，本次年会以“公民文化权利与图书馆事业法

制建设”为主题，进行学术研讨和基于现实的改革与对策的

关注。 

研讨会分主题： 

1. 《图书馆法》修改的基本任务和目标 

2. 《图书馆法》在文化法制建设中的地位 

3. 公民文化权利与图书馆事业法制建设 

4. 电子图书与数据信息管理中法律问题 

5. 高校专业图书馆与社会化信息服务 

6. 公共图书馆设置与服务对象的"全民性" 

7.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律信息服务 

8. 基于社会化服务的法律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研究 

9. 政府公开信息整合与获取研究 

10. 其他 

征文截止日期：2012 年 8 月 31 日 

其他详情，请查看法律信息研究网： 

http://www.chinalawlib.org.cn/ 

 

2012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征文通知 

2012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拟于

2012 年 11 月在广东省东莞市召开。为了进一步推动图书馆

学理论研究和图书馆管理的实践探索，现特向广大图书馆学

会会员、图书馆工作者及关心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各界人士

征集学术论文，主题为“文化强国：图书馆的责任与使命”。

具体事项如下： 

征文主题 

    文化强国：图书馆的责任与使命 

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功能与创新 

2. 公民信息素养教育 

3.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与文献检索课程建设 

4. 图书馆法律法规研究 

5. 著作权保护与利益平衡 

6. 公共图书馆管理机制研究 

7. 图书馆标准化 

8. 图书馆员素养：职业精神与专业水准 

9. 学科馆员培养 

10.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11. 信息社会环境下的图书馆服务与管理转型 

12. 信息组织：新的理论与工具应用 

13. 多元合作与地方文献工作 

14. 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核心能力提升 

15.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图书馆事业发展 

16. 播撒阅读种子：青少年阅读推广的理论与实践 

17. 其他 

征文截止日期：2012 年 5 月 31 日 

其他详情，请查看中国图书馆学会主页： 

http://www.lsc.org.cn/CN/index.html 

 

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第 105 届年会及研讨会会议通知 

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www.aallnet.org）第 105

届年会及研讨会，将于 2012年 7 月 21-24 日在波士顿召开。

AALL 年会和研讨会是法律信息专业人员的一个重要的学习

和交流的机会。本次会议有约 100 个教育项目和研讨会，以

及众多书商展示，丰富的社交机会、现场职业指导中心等等。

四天里，富有价值的教育项目包括图书馆管理成本、提高效

率、关注你的职业等主题。富有创新的技术和策略，带给您

深刻的启发和激励，从而令您的图书馆和用户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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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社科信息资料研究会第 14 次理论研讨会征文通知 

全国高校社科信息资料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第

14 次理论研讨会初步确定为 2012 年 7 月 20 日左右在湖北

省宜昌市召开。为了扩大会员论文的社会影响，研究会继续

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合作，将此次提交的

并达到发表水平的会议论文在 CPCD 上全文发表(不收费，有

录用发表证书，可用于评职称及考核。《中国重要会议论文

全文数据库》CN11-9251/G，ISSN1671-6787）；而且不影响

作者在纸质期刊上继续发表。现将有关论文征文事项通知如

下： 

   一、主题： 

   特色质量创新：“十二五”时期的高校社科信息资料

工作 

   二、分题： 

1. 我国高校院系专业图书馆／资料室的定位 

2. 高校院系专业图书馆／资料室馆员的职业素养

与业务培训 

3. 三网融合与高校院系专业图书馆／资料室的信

息化建设 

4. 高校院系专业图书馆／资料室资源共享工作的

创新 

5. 服务转型对高校院系专业图书馆／资料室建筑、

设备的要求 

6. 高校院系专业图书馆／资料室的社会化管理研

究 

7. 其他自拟题目 

  征文截止日期：2012 年 4 月 30 日 

  其他详情，请查看法律信息研究网： 

http://www.chinalawlib.org.cn/ 

   课课课题题题研研研究究究   

研究会积极申报北京市法学会组织的课题，努力争取法学会的经费支持和项目支持。2010 年，申请并完成法学会专项

课题：《法学教育中法学文献信息保障体系研究：以北京地区高校为考察对象》（参加人：于丽英、范静怡、田建设、陈志红、

赵晓海）。 

2011 年，研究会成功申报了法学会申请 4 项课题，其中，重点课题 1 项，专项课题 3 项。重点课题：“中外法律网站比

较研究”（赵晓海主持）；专项课题：“高校法律图书馆馆藏资源发展政策状况研究”（陈志红主持），“公共图书馆法律信息服

务模式研究”（赵红主持），“我国案例文献出版及利用研究”（于丽英主持）。 

   图图图书书书评评评价价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以曾宪义教授为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该项目被教育部正

式确立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同时也被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该系列图书包括： 

 《罪与罚：中国传统刑事法律形态》 

 《律学与法学：中国法律教育与法律学术的传统及其现代发展》 

 《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 

 《狱与讼：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研究》 

 《礼与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论》 

 《身份与契约：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形态》 

 《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官与民：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  

 《借鉴与移植：外国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冲突与转型：近现代中国的法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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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民国刑事立法史料辑注》 

作  者：黄源盛   

出  版：元照出版社 2010年版 

内容简介： 

本套书之汇纂范围涵盖光绪三十三年以迄民国二十四年间之各部刑法法典、草案、立法

理由暨相关之官方立法史料。在编辑体例上，划分为法典与草案和立法相关资料两大部分。 

法典与草案收录经颁布（含未实际施行）之刑法典（含施行条例、施行法）八部，以及

历次刑法草案七部，含计十五部；立法相关资料则收录各部法典、草案之生成具有密切关系

之论旨、奏折、说帖、呈文、议事记录、审查意见等凡三十二篇。 

 

《法学野渡——写给法学院新生》 

作  者：郑永流  著 

出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内容简介： 

作者以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视角，来审视法学的学习，以“至简、实用、可

读”的原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法学学科的特性、法律人的思维、职业理想，到法律

人的养成、学习方法的指导、论文的写作等，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引导法学院新生迈入

法律之门，顺利“登堂入室”。这是作者的一部精心之作。 

【书评】 

野渡苍茫 一苇可航 

子非鱼 

年年 9 月，一批又一批的法科新人欢呼雀跃着，跨入朝思暮想的大学校园。如同新生的雏鸟，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睁开眼

睛，好尽情打量周边新鲜的一切。带着几多好奇、几多天真的法科学子，首先来到知识的殿堂——图书馆。 

信步于此，举目所及，一架架法学书籍不怒自威，令人望而生畏。拿在手中，本本都重得要命。翻阅之后，陡然发现，

熟悉的方块字变得如此陌生。任是绞尽脑汁，居然也难理解一二。无奈之下，只好合上法学“天书”，悻悻地离开。一路上，

脚步沉重，心情更为沉重。这就是日后安身立命、朝夕相处的法学世界吗？严肃而神秘的法学，庭院深深深几许？为何总让

一代代初入法学院的莘莘学子，挫折感顿起，困惑又惶恐？ 

谁不知，自中世纪意大利于 1158 年创办西方第一所高等学府——波伦亚大学法学院以降，法学和医学、神学一道，早

已成为大学王牌专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所世界所有大学的母校，法学院正是其当之无愧的前身。真可谓：无法学院便

无波伦亚大学，无法学便无大学。 

三者之中，神学治心，医学治身，法学治世。法学兼有定分止争之术，经世致用之学，治国安邦之道，故最受人追捧。

千百年来，多少法学者细大不捐，兢兢业业，献身学术研究，终于让历史最为悠久的法学，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面对汪洋如海、沧波浩渺的法学，法科新生难免感慨：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野渡苍茫，极目无涯，

徘徊在此，惆怅不已。多么盼望能有一本法科启蒙之作，从此一苇可航。 

可喜的是，中国政法大学郑永流教授首开先河，撰写新著《法学野渡——写给法学院新生》，以飨学子。全书不过十四

卷两百页，专为法科学生量身定做，娓娓道来，要言不烦。举凡学子关心的法律人思维、法学知识树、法律人养成、司法考

试、国外留学等内容，无一遗漏。 

    ……     

完整内容，请参看《法治周末》报。来源：

http://www.legaldaily.com.cn/zmbm/content/2010-11/11/content_2344828.htm?node=2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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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作  者：蔡定剑  著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 

内容简介： 

民主本是常识，但是近年来有人通过歪曲民主来批判民主，有人以“国情论”来抵挡民

主，理由是中国人富了不需要民主，凡此种种。《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通过对民主理论的

正本清源，阐述了民主的真正价值、民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民主的发展形式，对反民

主的观点作出了回应。它让你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们如何实现民主。 

    现行各国的民主已不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和决策，还包括利益集团的影响和街

头行动，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第四权力媒体无所不在的监督，这都已经超出了选举议会

式的民主模式。民主已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且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公众的生活方式。 

【深度阅读】 

1.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南方周末 2010年 11 月 26 日，来源：凤凰网资讯

http://news.ifeng.com/opinion/gundong/detail_2010_11/26/3238177_1.shtml 

2. “民主的呐喊——《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书评”，崔龙，来源: 中国政府创新网

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Item.aspx?id=31880 

3. “理解民主的普及读本”，书评人郑渝川，来源：新京报电子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11/27/content_174622.htm?div=-1    

   图图图书书书出出出版版版   

2011 学术思想类图书观察 

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 

 【学术思想类图书（原创类 TOP10，不分先后）】《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

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中

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全三册）》、《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张力与限界：中央

苏区革命》、《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学术思想类图书（翻译类 TOP10，不分先后）】《批评官员的尺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维特根斯坦传：天

才之为责任》、《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未来》、《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大陆的神话：

元地理学批判》、《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 20 世纪初的世界地位(全二册)》、《非洲国》、《法权现象学纲要》、《捍卫

记忆：利季娅作品选》。 

 【2011 学术思想类图书热点】第一是几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民国热升温；第二是传统文化热；第三是宗教读物热；第四

是中共党史的研究。 

 【2011 年最有意思的一本书】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作者想表述的是自己的思想：一是只有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二是只有新民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 

 【宪政话题】《论道宪法》、《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 

 【启蒙话题】资中筠先生自选集当中的《士人风骨》、《坐观天下》、《感时忧伤》、《不尽之思》；许纪霖先生《启蒙如何

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材料来源：燕山大讲堂 142期 http://view.news.qq.com/ysdj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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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书讯讯讯   

《外国法律中译本篇名索引》 

作  者：赵红 

出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2012 年版 

本书简介： 

本书作者长期在国家图书馆从事法律文献咨询工作，常常会接到来自立法者、研究

者、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对外国法律文献的请求。本书是一部专门揭示外国法律中译

本的工具书，填补了国内这一工具书上的缺陷。由于查阅外国法律文献，受语言的限制，

对中译本的要求非常必要，所以本工具书对需求者将是非常受用。有鉴于此，作者从 90

年代开始，就开始收集和整理外国法律中译本文献。经过多年积累，如今，已把散见在

馆藏中的这类文献集合在一起，以法律篇名索引的形式将它们揭示出来，既方便了立法者、研究者、海外投资企业和商人、

劳务输出人员等的直接需要，同时也为图书馆法律参考服务的工作人员提供一本实用的工具书。 

   本索引收录外国法律中译本,内容涉及 175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的法律 7170 条。以 1949 年至 2011

年期间大陆及港台地区的中文公开出版物为主，部分出版物追溯至民国。共涉及 628 种中文图书和 21 种中文期刊。 

（作者联系方式：赵红，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88545192； zhaohong@nlc.gov.cn） 

   学学学术术术交交交流流流   

中美法律信息及图书馆论坛（CAFLL，http://www.cafllnet.org）  

“中美法律信息及图书馆论坛”（Chinese and American Forum on Legal Information and Law Libraries, CAFLL）是一个非

营利性组织，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成立。CAFLL 的宗旨是促进中美两国法律信息公开，并加强培养两国专业人员的素质和

能力。CAFLL 的目标是通过强调法律图书馆专业人员在收集、整理并使法律信息充分公开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从而达到

加强法治的目的。对于法律图书馆员和法律信息专业人员而言，两年一度的“中美法律信息及图书馆论坛”是一个分享关于

法律信息发展和图书馆管理等方面经验以及交换意见的极好机会。 

论坛的首次会议于 2009 年 5 月在北京香山召开，达成了每两年在中美两国轮流召开一次中美法律图书馆及法律信息论

坛的“香山宣言”。 

2011 年 7 月 22 日至 23 日，第二届中美法律信息及图书馆论坛（CAFLL）在美国费城召开。来自中美法学院校、法律

图书馆和法律信息领域的法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专家学者及图书馆馆员 90 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中方参加此次论坛的

注册代表共 29 人。其中，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副会长于丽英、欧阳晨红及常务理事范静怡出席论坛，并在专题讨

论会上分别担任发言人和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曾尔恕教授在论坛上做了题为《中国高校法律图书馆的变革与未

来发展趋势》的主题发言。 

本次论坛除大会主题发言外，共分为 10 个专题，包括图书馆领导地位、馆员培训、法律信息开放与获取、法律研究的

国际化、法律检索与实证研究、现代技术对法律图书馆的影响、中国和美国法律与政府信息检索等，中美法律图书馆员对这

些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分享彼此信息和研究成果，促进了相互沟通与交流。 

据悉，第三届论坛将于 2013 年 10 月在中国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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