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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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相关信

息请参阅“法律信息研究网”，网址：http://www.chinalawlib.org.c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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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研研究究究会会会要要要闻闻闻 

研究会 2013 年年会暨研讨会召开 

2013 年 11 月 22 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研究会 2013 年年会暨“泛在信息环境下的法律图书馆”

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行。此次大会由研究会主

办，清华大学法学院承办。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北京市法学

会副会长杜石平、法学会研究部主任王秀海、法学会联络部

周远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信息技术处处长王岚生、人民

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朱毅、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邓景康

教授及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教授。研究会会员、法

律图书出版和数据库公司等合作单位的代表近 80 人出席大

会。会议得到了 Wells 公司、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威科亚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励德爱思唯尔信息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汤森路透（北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大力支持。 

大会

开幕式由

清华大学

法学院图

书馆馆长

于丽英主

持。杜石

平副会长

首 先 致

辞，他介

绍了法学

会研究组

织发展现

状及法学

会在学术

研究和社

会服务方面的平台作用，对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今

后的工作寄以鼓励和厚望。余凌云副院长在致辞中，对出席

本次会议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清华大学法学院图

书馆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展望法律图书馆的建设愿景，对

图书馆员提出更高的要求。邓景康馆长的致辞，从泛在信息

环境下的图书馆特点出发，分析了信息资源类型、图书馆采

购模式、资源揭示、用户需求和利用方式、移动技术应用等

各个方面的变化，同时，以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例，具体阐释

这些变化对图书馆的现实影响及其发展趋势。邓馆长的致辞

无异于简明的学术报告，为与会者带来很大的启示。 

之后，研究会秘书长于丽英作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

究会 2013 年工作报告，向广大会员汇报了下一年度工作的

主要设想。 

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长陈志红主持大会的主题报

告环节，王岚生处长报告的题目是“基于公众需求的信息化

立体运行模式：北京法院司法公开探索与实践”；朱毅先生

报告的题目是“涉法网络舆情现状与应对”；国家图书馆立

法决策服务部主任、研究会副会长卢海燕则以“法律文明与

图书馆用户服务”为题，分析了图书馆事业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法律环境和法律保障。接下来，与会代表对上述报告自由

评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图书馆谢捷、北大法制信息网赵

晓海、中国法学会宣传处耿谦、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

白云峰等各位老师纷纷发言，对报告内容表示极大的关注和

兴趣，对

报 告 人

的 精 彩

报 告 表

达 由 衷

的感谢。 

大

会 闭 幕

式 由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图

书 馆 副

馆长、研

究 会 副

会 长 欧

阳 晨 红

主持。她代表研究会对大会报告人表示感谢，同时，她还通

报了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馆际协作会议的有关内容，特别是

该协作委员会将更名为“全国法律图书馆协作委员会”。还

有“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的召开情况，2015 年该

论坛将在美国费城举办第四届大会。 

此次研讨会受到了与会人员的广泛肯定，大家认为，三

个主题报告选题好，内容丰富，开阔视野，受益匪浅；对于

图书馆自身工作具有启发性和参考性，有许多需要学习和思

考的地方。希望今后研究会继续组织不同领域人员的交流，

相互了解，共同促进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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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召开两次常务理事会议 

2013 年 10 月 11 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研究会 2013 年第 1 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北大法制信息中

心（北大英华公司）召开。来自中国法学会、国家法官学院、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咨询部、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学

院、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中国社科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市高院等单位的 15 位在京常务理事出席

了会议。 

会议由研究会秘书长于丽英主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的内容：（一）研究会 2013 年工作汇报；（二）研究会 2013

年年会相关事宜；（3）研究会 2014 年会员大会及换届工作

筹备事宜。 

首先，于丽英对研究会 2013 年前三个季度的工作做了

总结和汇报，与会常务理事也都积极肯定了研究会在上一阶

段取得的成绩。会议重点讨论了 2013 年年会的事宜，与会

常务理事经充分协商，对会议的时间、地点、主题和发言等

内容，达成了初步的意见。 

在讨论过程中，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田建设、

中国法学会信息部副主任吕兴焕、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咨询

部主任助理白云峰、北大法制信息中心主任赵晓海等理事对

研究会目前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分别提出了各自

的建议与展望。 

最后，于丽英介绍了 2014 研究会会员大会及换届工作

筹备事宜，并期望各副会长单位、各常务理事能更多地关注

研究会的发展，积极地参与到研究会日常工作中来，为研究

会未来的发展献计献策。 

2013 年 11 月 22 日下午，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

会延续第 1 次常务理事会的会议精神，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召

开了 2013 年第 2 次常务理事会，研究会秘书长于丽英主持

会议。本次会议主要总结了 2013 年年会及研讨会成功召开

的经验，肯定了全体常务理事会成员的热心投入和支持，使

大会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肯定。 

另外，会议对研究会课题申报工作进行了说明，并对新

一届常务理事会的组成人选进行了讨论，初步确定明年的换

届大会将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承办。 

北京市法学会召开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议 

2013 年 11 月 14 日，北京市法学会召开第六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议，北京市政协主席、市法学会会长吉林同志出

席并传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市法学会第六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各研究组织负责人、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于

丽英、陈志红代表我研究会出席了此次会议。 

首先，吉林同志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内容进行了

通报。他指出，为期 4 天的三中全会听取讨论了习近平受中

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总任务。 

吉林同志指出, 三中全会的与会代表对十八大召开一

年以来中央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一是提出了“中

国梦”的理念，凝聚了民族与社会力量；二是作风转变，重

塑形象，先是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提出转变作风的“八项

规定”，在此基础上全党响应，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三是深化改革，振奋人心，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

视察的第一站就是改革的前沿广东省，表明了继续深化改革

的决心和信心；四是沉着冷静，稳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

在经济下行的不利形势下，坚持转变方式、调整结构，保持

了稳中有进。 

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三中全会的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是关键时刻的关键

一招，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次吹响全

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号角。这个决定是全面的，涉及到国民

社会各个领域；目标是综合的，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

的现代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吉林同志指出,

要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清醒地认识到北京在法治

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北京的司法环境复杂，任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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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大的现实情况；认识到随着改革的深化，法治建设的推

进任务更加艰巨，需要首都全社会尤其是法学法律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 

最后，吉林同志强调，法学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自身实际深刻领会、全面落实。在今

后的工作中：一是要抓住机遇。法治工作任重道远，一定要

抓住三中全会召开的这个机遇，进一步加快首都的法治建

设；二是要广泛团结和凝聚人才。这是一项长期的政治性工

作，要有组织有体系地建设好法学会以及各个研究会，团结

和凝聚广大法学家在党的周围开展工作；三是要更好的服务

首都发展。要更深入地了解首都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在大局

中找准定位，从具体问题切入，要加大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

对形成的重大成果、重要建议及时进行梳理和提炼，提出切

实可行、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报送党委、人大和政府，为

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四是要充分利用社会资

源。法学会作为群众团体，要认真研究其不同于党政机关的

运作方式，要用社会化的方式方法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各个方

面的力量来支持法学会，服务法学法律工作者，将法学会建

成真正的法学法律工作者之家。 

此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北京市法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和《北京市法学会换届工作方案》，为法学会第七

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北京市法学会召开服务顺义法制建设与联合党日活动 

2013 年 6 月 27-28 日，市法学会在顺义区安利隆山庄召

开市法学会系统“服务顺义法制建设及联合党日活动”。法

学会所属研究分会与学会管理的涉法组织 80 余人出席了该

活动。我研究会副秘书长田建设老师代表研究会全程参加了

会议。 

会议主要日程包括：1. 参观顺义国际鲜花港，听取并

了解顺义区政府将在鲜花港内设立顺义法治宣传基地建设

的设想。区政府司法局与部分法学专家就顺义法治创建工作

召开座谈会。2. 法学会所属研究分会及其涉法组织党日活

动在顺义焦庄户抗日纪念馆举办，与会者学习并参观了焦庄

户地道战的抗日事迹与地道遗址。3. 市法学会社工部召开

2013 年法学会分会及涉法组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

目实施动员会”和 2013 年法学会及涉法组织“政府购买社

会组织管理岗位部署会”。4. 法学法律专家顺义公益性启动

大会。大会以“服务区域发展，共建法治顺义”为主题，市

政法委、市司法局、中国法学会、市法学会、顺义区政府、

区司法局领导及各研究分会法学专家、司法工作者近百人参

加。具体内容包括：阐明开展法制基地建设工作，创建法治

顺义的意义；建立法制文化宣传基地；签订市法学会与顺义

区政府开展法制共建活动合作意向书。 

北京市法学会召开研究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 

为总结交流上半年工作，推动下半年工作的开展，2013

年7月8日，北京市法学会召开了研究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

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田玉龙、专职副会长杜石平、秘书长邵

新莲出席会议。市法学会所属 28 家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的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学会机关全体人员共 60 余人参加

了会议。于丽英秘书长代表我研究会出席此次会议。 

  会议由专职副会长杜石平主持。首先，常务副会长田玉

龙对 2013 年上半年工作进行了总结，接着研究部、联络部、

社会工作部、应用法学研究中心、法学杂志编辑部、办公室

六个部门的主任、负责人分别通报了下半年的工作重点，最

后研究组织负责人围绕着下半年工作和研究会建设开展座

谈，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田玉龙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今年上半年，在党的十八大

精神和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市法学会严格按照市委

政法委和中国法学会的工作部署，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努力在繁荣法学研究、开展法治宣传、加强研究组织建

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壮大法学人才队伍、提高学会自身

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和新成效。下半年，要

继续按照上级和学会的全年工作部署，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

持，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团结和引领广大法

学、法律工作者，努力为首都民主法治建设提供法学理论支

持和法律服务。 

  研究部下半年工作重点为五大论坛和课题工作。五大论

坛指的是第九届首都法学家论坛、首都政法创新论坛、第三

届京津沪渝论坛、第八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和 2013 年度

社科法学前沿论坛，王秀海主任分别对五大论坛的论坛主

题、召开时间和征文要求做了介绍。课题工作主要分为 2013

年立项课题的组织实施和 2012 年度课题的结项工作。最后，

王秀海主任提出，为促进法学研究成果转化，拟适时召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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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工作交流会，论坛、研讨会结束后应及时上报信息、

综述等。 

  联络部下半年主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深化

“六个一”工作目标，“六个一”的工作目标实践以来，要

在原有的基础上赋予新的内容，提升法学研究活动的质量和

水平，树立创品牌的意识，发挥品牌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二

是加强对研究组织换届筹备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各研究组织

在换届工作中，要提前启动换届筹备工作事宜，并通过制定

常务理事名额分配方案来解决常务理事会规模庞大的问题；

三是组织开展好“会员沙龙”活动，“会员沙龙”要围绕首

都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法治实践问题，组织专家提出对策

和建议，供领导机关决策时参考；四是稳妥推进研究会到社

团办登记。下半年联络部将开展研究组织调研，与社团办联

系，协助有积极性、有条件的研究会到社团办登记，成为社

团法人。 

  社会工作部雷建权主任围绕 2012 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

服务项目总结、交流、展示及 2013 年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安

排部署，提出了做好 2013 年政府购买社会管理岗位工作的

要求，并谈了对“如何用好用足社会建设政策，为事业可持

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一些思考和认识。 

  应用中心负责人白贵秀介绍了下半年将继续做好几个

方面的工作，希望各研究组织提供支持。 

  法学杂志编辑部负责人李辉就杂志社改制后如何提高

办刊质量做了发言，杂志今后的发展，将以文章质量作为唯

一的采用标准，精益求精，杂志编辑部全力以赴地做好组稿、

编辑工作。希望各研究组织能够帮助推荐法学名家的稿件，

同时希望研究会举办年会、小型座谈会、笔谈时，收集好的

文章向杂志编辑部推荐。 

  与会研究组织负责人纷纷发言表示，希望市法学会能够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过这种常态化的工作模式，使各研究

组织及时、全面地了解市法学会的工作动态，有利于协调、

指导研究组织的工作方向，同时，联席会议可以让各研究组

织之间彼此熟悉、了解不同研究组织的工作动态和内容，有

利于交流沟通，找到合作开展研究活动的契合点。此外，与

会专家还肯定了市法学会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绩，提出了很

多建议和想法。 

   会会会员员员活活活动动动   

我会代表出席第三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CAFLL） 

2013 年 6 月 11-12 日，由中美法律信息和图书馆论坛主

办，华东政法大学承办的第三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

(CAFLL)在华东政法大学盛大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合

作、信息、获取、伙伴”。本研究会副会长于丽英、欧阳晨

红，副秘书长郭叶、常务理事乔占学、范静怡及多位理事会

员应邀出席会议。 

本届论坛云集了美国国会法律图书馆、耶鲁大学、斯

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大学、波士顿大

学、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全国五大政法院校等众多海内

外名校的法学、图书馆学、信息学学者和嘉宾 110 多人。美

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和国际法律图书馆协会（IALL）

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本届会议的分为七个分论坛，有 15 位美方代表、20 位

中方代表做了精彩的演讲，另有 11 位美方代表作为评议人

进行了发言。会议期间，中美嘉宾就“法律图书馆服务发展

新趋势新理念”、“中美两国法律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研究”、

“中美国际法律信息资源共享与合作”、“新技术在信息服务

中的应用”、“法律图书馆员的学科化服务”、“法律图书馆专

题”、“面向学科的信息服务”等内容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研究会成员于丽英、欧阳晨红、郭叶、范静怡、蒋隽、

何远琼、米铁男等均在各分论坛中做了主题发言，乔占学、

贾薇薇分别担任分论坛的主持人，大家的出色表现也受到与

会嘉宾的关注。 

两天的会议中，各位嘉宾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学术氛

围浓郁。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会议不仅是信息交流更是文

化上的交流，对两国法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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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代表出席 2013 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馆际协作会议 

9 月 22 日至 25 日，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馆际协作会议

暨学术研讨会在甘肃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甘肃政法学院图

书馆承办，本研究会副会长欧阳晨红，常务理事乔占学、杨

淑玲、范静怡、郭叶及理事会员作为代表出席会议。 

大会以“共建与共享--政法院校特色文献资源评价与联

盟平台搭建”为会议主题。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欧阳晨红，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图书馆馆长助理杨淑玲，研究会常务理事、北大法制信息

中心副主任郭叶，甘肃政法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付泳、西南政

法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江波、南开大学法学院资料中心主任徐

美莲、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曹明等分别作了主题发

言，就本单位的特色资源建设、移动图书馆建设、法律文献

平台构建、法学期刊评选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下午进行了分组讨论，我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副

馆长乔占学作为召集人主持了分组交流讨论。会议为征文作

者颁发优秀论文证书，我会也有多名会员获奖。 

会议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时建中教授做了总

结发言，并从图书馆与职能部门的关系、与教师的关系以及

与学生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图书馆在高校内部的定位和地

位，指出图书馆的实际地位取决于实际的服务能力。 

此次会议很好地总结了我国政法院校图书馆的工作，加强了

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政法院校图书馆的建设与发

展。 

 

北京市高级法院图书馆开展“法院干警读书季”及“读书丰富人生”主题沙龙活动 

北京市高院图书馆积极践行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

容，为加强法院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干警

文化修养，于 2013 年 5 月至 7 月期间，开展了“法院干警

读书季” 以及“读书丰富人生”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北京市高院图书馆通过精心挑选，为广大政

法干警推荐了政治、法律、人物传记、文学、健康等众多领

域的畅销类图书。同时北京市高院图书馆还将每本书推荐理

由刊登在图书馆网页中，供法院干警阅读品鉴。 

另外，为迎接“4.23 世界读书日”，北京市高院图书馆

还面向全市法院干警开展了读书征文活动。各级法院精心组

织，广大法院干警积极参与，累计投稿 117 篇。高院图书馆

会同机关党委、组宣处和工会最终评选出优秀读书征文 40

篇。北京市高院机关党委副书记崔玉林、研究室兼督查办主

任刘双玉、机关工会负责人王京庄、组宣处副处长陈继平与

本市三级法院读书征文获奖代表 20 余人参加了“读书丰富

人生”的沙龙活动。 

崔玉林副书记首先介绍了市直机关工委《关于在党员干

部中开展读书、荐书、评书活动的通知》精神，同时结合自

己读书的心得体会，与大家交流了读书、评书活动的重要意

义，并从党员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等方面与

全体人员共勉。 

王京庄、陈继平、刘双玉先后发言，他们从不同角度

就读好书对于一个人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深化认识、提升

能力、改变人生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解读和诠

释。其他到场嘉宾也都围绕自己的阅读经历以及对某一类

书、某一本书的感悟进行了分享，同时表示希望高院多举办

类似的读书交流活动。 

通过这些读书系列活动，大家对于通过读书活动引导干

警多读书读好书、丰富知识储备、优化知识结构、积极营造

学习型法院氛围、大力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很多

建设性意见。北京市高级法院也对建设学习型法院、加强各

级领导干部自身文化修养提出了要求。

我会会员积极申报 2013 年度法学研究课题

2013 年，研究会成功申报了法学会重点课题 1 项、专

项课题 1 项，分别是：于丽英（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长）

负责、陈志红（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长）、黄晓玲（清

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参加的重点课题“北京市法院

系统网站建设的考察与评析”；米铁男（北京邮电大学人文

学院讲师）负责、郭叶（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副主任）、

朴文玉（北大法律信息网编辑）参加的课题“电子商务中消

费者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保护问题研究”。此外，程真（国

家图书馆）老师还积极申报了社会购买服务项目。 

此外，会员也积极参与其他形式的研究工作，撰写和发

表学术论文，在本单位及行业内都展现出较高的研究能力和

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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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征征文文文通通通知知知   

关于组织申报 2013 年市级法学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法学科研机构： 

经北京市法学会研究决定，近期开展 2013 年北京市法

学会市级法学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研究课题指南及相关

文件已在首都法学网发布，公开招标。该研究项目是经北京

市委政法委批准、市财政专项经费支持（每个课题 10 万元

研究经费）、列入本年度市级法学研究课题（省部级课题）、

由北京市法学会负责组织实施的重大法学研究项目。申报期

限为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请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

法学科研机构组织专家学者踊跃申报。详细内容请登录首都

法学网（http://www.bjfxh.org.cn/index.jsp）查看。 

北京市法学会研究部  

2013 年 11 月 1 日

关于征集第八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论文的通知 

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 

第八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拟于 2013 年 10 月中下

旬在天津市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加强法治建设，推动环

渤海区域经济发展”。请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组织好论文

征集工作，对征集论文认真把关，按规定时间提交论文电子

版。 

详细内容请登录法律信息研究网

（http://www.chinalawlib.org.cn/NewsShow.aspx?FID=20081

224141044013119&CID=20081224141304123140&AID=201

30716090746817021）查看。 

北京市法学会 

2013 年 7 月 15 日 

   科科科研研研成成成果果果   

会员研究成果转化 

于丽英、范静怡、田建设、陈志红、赵晓海完成的“北

京地区高校法学文献信息资源状况分析”，入选《北京市法

学会优秀法学研究成果选编 2011》，北京市法学会编，九州

出版社 2013 年。该文也是研究会申请的北京市法学会专项

课题的主要成果。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 年第 5 期发表了陈志红的文

章《高校法律专业图书馆的馆藏政策研究》。该文也是陈志

红主持的北京市法学会专项课题的主要成果。 

国家图书馆会员参加科研项目情况 

2013 年，国家图书馆的研究会会员积极参加学术交流、

业务培训等活动。主要科研工作包括： 

（一）多位会员参与立法决策服务部组织的《国外图书

馆法律选编》科研项目，具体有卢海燕：《挪威公共图书馆

法》、《挪威法定呈缴法》；田贺龙：《芬兰图书馆法》、《1887

年苏格兰公共图书馆综合法》；刘光祖：《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管理局法》、《新加坡版权法》；牛淑娟：《南非国家图书馆法》、

《1997 年法定呈缴法》、《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法》；刘英赫：

《972 年大英图书馆法》、《2003 年法定缴存图书馆法》、

《1964 年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1988 年版权、外观设

计和专利法》；阴政宏：《关于瑞典皇家图书馆章程的条例》、

《丹麦出版物法定呈缴法》、《2008 年北爱尔兰图书馆法》；

马谊：《丹麦图书馆服务法》、《丹麦图书馆服务条例》、《2012

年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法》；苏荣城：《公共借阅权补偿金法》、

《公共借阅权补偿金条例》、《1955 年苏格兰公共图书馆

法》；庄俊峰：《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法》、《加拿大公共图

书馆法》、《加拿大出版物法定呈缴条例》、《加拿大版权法》；

张维：《美国国会图书馆法》、《美国图书馆复本或录音制品

的法定呈缴》、《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法》、《美国版权

法》；刘冰雪：《印度国家图书馆法》、《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共

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书报呈缴法》、《公共图书馆图书呈

缴条例》、《印度版权法》。 

（二）参与完成立法决策服务部组织的《图书馆立法决

策服务工作调研报告》，具体有田贺龙：《美国国会图书馆立

法决策服务调研报告》；张维、马超：《加拿大议会图书馆调

研报告》；卢海燕（第二作者）：《英国议会图书馆立法决策

服务调研报告》；张丽：《德国联邦议院决策咨询服务机构调

研报告》；白云峰、苏荣城：《澳大利亚议会图书馆调研报告》；

刘冰雪（第二作者）：《韩国国会图书馆及其立法决策服务调

研报告》；马谊（第二作者）：《信息技术在国内外图书馆立

法决策服务中的应用》；刘英赫、白云峰：《国内法律图书馆

调研报告》；王琳、刘英赫：《IF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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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学学术术术交交交流流流   

近期，由 Kara Phillips、Wei Luo（罗伟）和 Joan Liu（刘丽君）三位美国法律图书馆员完成的“Law Librarianship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文章发表在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杂志上。该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Funding、

Standards/Rankings、Staffing、Legal Research Instruction、Foreign Resources、Collaboration、Technology、What Lies Ahead。

三位作者结合参加第三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CAFLL)的体会，对中美法律图书馆界同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比较分

析，值得我们了解和思考。下一届 CAFLL 会议将于 2015 年在美国召开，它将再次成为中美法律信息和法律专业教育界交

流思想、合作及促进法律信息的可获取的极好机会。关于 CAFLL 更多信息，请参见 cafllnet.org。 

附作者简介： 

 Kara Phillips (phillips@seattleu.edu), Collection Development Librarian/Associate Director, Seattle University Law Library. 

Phillips is chair of the CAFLL Publicity Committee and a current CAFLL board member. 

 Wei Luo (luo@wulaw.wustl.edu), Director of Technical Services/Lecturer in Law,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Library. Luo's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reference and teaching legal research. He is chair of the CAFLL Translation Committee 

and a current CAFLL board member. 

 Joan Liu (liuj@exchange.law.nyu.edu), Head of Acquisitions and Serials/Associate Curator,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Library. 

Liu is former chair of the CAFLL Education Committee and a current CAFLL board member. 

（该文转发在“法律信息研究网”： 

http://www.chinalawlib.org.cn/LunwenShow.aspx?FID=20081224141125450125&CID=20081224141501310167&AID=201312061

45303480193。原文请点击：http://www.aallnet.org/main-menu/Publications/spectrum/Archives/Vol-18/No-3/china.pdf) 

   图图图书书书评评评介介介   

《责任高于热爱——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2003-2013）》 

作  者：北大法律信息网  组编 

出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I S B N： 978-7-301-23317-7 

内容简介： 

《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由“【焦点法谈】、【法治随感】、【阅读札记】、【乐彼之

园】、【法律信息研究】、【北大讲座综述】”6 个子栏目构成。除“【北大讲座综述】”栏

目外其他所有文章均来自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在线栏目及“北大法宝”数据库“法

学文献”子库。每篇文章都附带其唯一身份标识“法宝引证码”。 

本书特点： 

《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粹》 ——首家网络法学文章出版物，原创文章集结地。 

十年节点，是为契机。2002年北大法律信息网曾推出法学文献文章精选集《北大法律网苑》。时光荏苒，如今“法学在

线”已经走过十个春秋，为回馈忠实作者以及广大读者对“法学在线”栏目的厚爱和支持，北大法律信息网全新推出《北大

法律信息网文粹》（以下简称《文粹》），这也是目前中国第一家将法学网络文章集结成册正式出版的图书。《文粹》的“粹”

字，取精华之意，即将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在线栏目的精华内容提取出来，集结成册。《文粹》以“网络文章纸质化文风简

约清新化”为办刊宗旨，精选的文章理论与实务兼具，深邃与浅易并行。体现了北大法律信息网开放、宽容、海纳百川的建

站风格。 

读者定位： 

法律理论研究人员及法学教学工作者、立法和司法工作者、律师、法学专业学生、法学理论爱好者以及各界关心法治建

设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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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法之现代化》 

作  者：陈自强 著  

出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I S B N：978-7-301-21943-0 

内容简介：本书对照台湾近年修订民法与日本民法之债权法，观察二者在全球契

约化大背景下，如何调整各自的民法理论，以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本书是作者研

究台湾民法、德国民法及日本民法后的体会，更是作者在三个研究报告基础上的扩

展成果。 本书作者为台湾民法学的知名学者，所介绍书中之理论也为民法学研究的

前沿学说。本书对读者学习研究我们的近邻日本及祖国台湾的民法债权理论有较大

的借鉴意义。 

编辑推荐： 

在契约自由原则支配下，契约规定多为任意规定，当事人得以契约排除任意规定之适用，并使用定型化契约成立无名契

约。社会生活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立法者本来就无法一网打尽，而仅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择要有名契约化，其余均仍须

善用契约自由原则与契约一般法律原则。本书将我国台湾民法与日本的债权法作了多方面比较，作者认为日本民法对台湾民

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德国民法。本书对研究民法比较法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有较大启发意义。 

《誓言：奥巴马与最高法院》 

作  者：[美] 杰弗里·图宾 著  于霄 译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I S B N：978-7-542-64237-0 

内容简介： 

一个法律与政治的故事，一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峙。2008 年 1 月 20 日，

在奥巴马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搞砸了宣誓仪式，这可

谓是最高法院与白宫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象征。但更富戏剧性的一幕是，2012 年罗伯

茨在医保案中改变立场，转而投票支持奥巴马的计划。 

    作者图宾深谙联邦最高法院的内部运作和法律幽微，又对大法官及其助理们进行

了第一手的访谈，通过对重要判决的描绘，写出罗伯茨法院扣人心弦的故事。他对最高法院的解剖技艺娴熟、发人深思。此

外，他还凭借丰富的细节，着力展现了罗伯茨、金斯伯格、索托马约尔、卡根、阿利托、布雷耶、托马斯、肯尼迪和斯卡利

亚这九位现任大法官的个性和司法哲学。《誓言》是读者们无比期待的一本书。 

媒体推荐： 

继《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之后，图宾给我们带来现在这部写实、睿智的佳作。 

——《里士满时讯报》（Richmond Times-Dispatch） 

《誓言》好看，因为它描述了大法官们的许多人性细节，以及他们与白宫的博弈。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 

那些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内部运作感兴趣的人，必将被这本书吸引。 

——《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 

在报道美国法方面，图宾是天赋最高的记者。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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