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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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法学会召开 2014 年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2014 年 2 月 26 日，北京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

议召开。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段桂青，市法学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田玉龙，专职副会长杜石平，秘书长邵新莲以及不

驻会的副会长、常务理事、各研究组织负责人，市法学会机

关工作人员共 90 余人参加了会议。于丽英秘书长参加了此

次会议。 

杜石平同志主持会议。邵新莲同志首先传达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及北京市委 2014

年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田玉龙同志在常务理事（扩大）会上

就北京市法学会2013年工作总结和2014年工作要点作了说

明，到会常务理事对学会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并一致审议通过了工作总结和工作要点。 

段桂青同志在讲话中对学会 2013 年工作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希望学会在 2014 年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充分认识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在深入理解和把握重要

讲话精神实质上下功夫，紧紧围绕首都中心工作，结合法学

会实际抓好重要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

我研究会参加市法学会召开的研究组织调研座谈会

2014 年 5 月 28 日，北京市法学会在京民大厦召开了研

究组织调研座谈会，市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田玉龙

出席并主持此场座谈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立

法学研究会、妇女法学研究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军事

法学研究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宪法学研究会、法理学研究

会、涉台法律事务研究会的负责人以及市法学会机关相关部

门人员参加座谈会。 

调研座谈会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在组织建设方面；

二、在法学研究方面；三、在社会建设方面；四、在法制宣

传方面。与会的 9 个专业研究组织会前进行了充分准备，分

别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开展活动的特色和经验及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 

我研究会秘书长于丽英、副秘书长田建设出席座谈会并

发言，向学会领导和其他分会与会者介绍了法律图书馆与法

律信息研究会近年来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和工作中

存在的主要困难与问题。座谈中，大家积极踊跃，畅所欲言，

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对我研究会的工作也有参考和借鉴

意义。

中国法学会系统网站建设座谈会在京举行 

2014 年 5 月 30 日，法学会系统网站建设座谈会在北

京举行。本次会议是中国法学会恢复重建以来第一次组织举

办的全系统网站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座谈会。中国法学会会

长王乐泉发来贺信，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

平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有关部门、主要政法网站、地

方法学会、中国法学会各直属研究会的领导和网站负责人共

150 人参加了座谈会。 

 王乐泉在贺信中强调，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

成部分，互联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他要求法学会系统在网站建设中，要强化政

治意识，增强大局意识。陈冀平指出，要充分认识加强官方

网站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互联网在推进政务公开、

参与法制宣传、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在人才宣传推广、促进成

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把官方网站建成“法学法律

工作者的网络家园”。 

座谈会开幕式上，举行了“法学会系统优秀网站和网站

工作先进个人”颁奖仪式，确定地方法学会优秀网站 10 家、

直属研究会优秀网站 10 家、网站工作先进个人 10 名以及

提名奖若干名。座谈会上，各网站的负责同志，就网络新闻

报道与专题策划、网站信息编审等问题做了精彩的主题报

告。法学会系统优秀网站负责人或先进个人，交流了网站建

设和信息报送的经验。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学

会系统网站和微博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下午，与

会代表 70 人左右赴人民法院报社，参观了全国著名的政法

网站--中国法院网，对人民法院报和中国法院网有了比较全

面的了解与学习，对未来如何办好网站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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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律图书馆最新动态座谈会召开 

2014 年 5 月 10 日，“2014 年北京法律图书馆最新动态

座谈会”在宽沟召开。会议由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北大

法宝）、北京伟文盛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Wells）和北京市

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共同组织，研究会秘书

长于丽英、副会长赵晓海、李宏、常务理事范静怡、白云峰、

曹海荣、杨淑玲等多位会员及其他法律图书馆负责人 40 余

位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唐世亮主

持，英华公司总经理、北京 Wells 公司董事长赵晓海首先致

辞，介绍了英华公司和北大法宝的最新发展。于丽英代表研

究会发言，从关注行业自身、关注服务对象、关注国外图书

馆界最新发展三个方面阐明法律图书馆在新技术、新环境、

新需求形式下的挑战与机遇。来自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的钱

崇豪副馆长分享了本馆工作最新进展与服务新思维，引起与

会代表的共鸣。英华公司培训师马叶敏以“数据如何收录”

为题，介绍了北大法宝不为人知的背后工作，使用户进一步

了解资源的收集、编辑与深度加工的技术与人员的强大支持

力量，拉近使用者与数据库提供商和服务商的距离。Wells

公司总经理戴维做了“Hein Online 数据库最新进展及法学学

术成果展示平台”的报告，向图书馆员通报了法学电子资源

的建设和发展状况。最后，大家对共同关心的话题深入交流，

畅所欲言，彼此加深了解，相互间建立联系。这些都将进一

步促进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行业发展，会议取得了圆满成

功。

   业业业界界界动动动态态态   

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第 107 届年会及研讨会 7 月召开 

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www.aallnet.org）第 107 届年会及研

讨会，将于 2014 年 7 月 12-15 日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召开。 

AALL 年会和研讨会是法律信息专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学习和交流活

动。在四天时间里，不管是对首次参与者，还是经验丰富的专家，年会

及研讨会都将提供富有价值的教育项目。 

 

全国高校社科信息资料研究会第 15 次理论研讨会 7 月召开 

全国高校社科信息资料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第

15 次理论研讨会于 2014 年暑假在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召

开。 

一、主题：探索与创新-图书信息资料工作如何为社科

繁荣发展和高教改革服务 

高等教育改革日益深入，很多高校都把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作为奋斗目标。高校图书信息资料工作如何为高教改革提

供更好的服务，如何在纸质资源、电子资源、媒体网络资源

共存的条件下，紧密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依托高校图

书馆、图书分馆（院系资料室）共建共享平台，从不同侧面，

全方位反映高校图书信息资料工作的形势、特点和发展趋

势，是这次研讨会的中心内容。征文不拘形式，既可以结合

各自工作的特点，又要有专、精、深的理论上的创新。 

二、分题 

1. 高校图书信息资料工作发展的新趋势、新理念； 

2. 新技术在高校图书信息资料服务中的应用； 

3. 资源共享在服务工作中的创新； 

4. 专业文献信息的学科化服务创新； 

5. 专业图书分馆（院系资料室）中的学科馆员建设； 

6. 加强岗位培训，进一步提高图书馆员的信息素养； 

7. 自拟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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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图书馆工作座谈会召开

2014 年 3 月 20 日下午，法律图书馆工作座谈会在清

华大学法学院召开。座谈会

由北京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研究会与清华大学法

学院图书馆共同组织，于丽

英秘书长主持会议。来自中

国法学会、清华大学法学

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

大学法学院、政法大学法学

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等单位

的图书馆以及北京大学法

制信息中心的代表十余人就以下内容进行讨论：法律图书馆

学科馆员制度的设立、法律

检索课程的设置、法律数据

库的更新、美国高校图书馆

运行体制的变革、检察文献

中心的筹建等。 

座谈会特邀来华工作访

问的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

图书馆罗伟教授出席，大家

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及相关学

术活动交换了看法。 

“清华大学胡宝星法律图书馆"命名仪式举行 

2014 年 5 月 8 日上午，清华大学隆重举行“清华大学胡

宝星法律图书馆”命名仪式。香港知名资深律师胡宝星先生、

清华大学副校长姜胜耀教授、清华大学图书馆邓景康馆长、

蒋耘中书记、来自香港的胡宝星先生的亲朋好友出席了命名

仪式，法学院老师和学生代表 40 余人共同见证了胡宝星法

律图书馆命名的美好时刻。 

命名仪式在法学院明理楼法律图书馆门前举行，清华大

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主持了仪式。他代表法学院向胡宝

星先生及其家人对清华法学院及法律图书馆建设的支持表

示诚挚感谢。王院长回顾了法学院及法律图书馆的建设历

程，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下，

法律图书馆已形成了在普通法、欧陆法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

别具特色的馆藏资源，在专业资源建设和服务方面已走在国

内同行的前列。2011 年 11 月，胡宝星爵士与其子胡家骠先

生，联合著名企业家李兆基先生捐助巨款，支持清华大学法

律图书馆的建设。为表彰胡宝星先生父子对清华大学法学教

育的大力支持和捐资助学的善举，清华大学决定将法律图书

馆命名为“清华大学胡宝星法律图书馆”。新法律图书馆建设

面积 10，000 平方米，为清华大学法学学术资源中心与法

学信息服务中心，也将成为中国面积最大、设施最先进的法

律专业图书馆。 

胡宝星先生与姜胜耀副校长、邓景康馆长和王振民院

长一起为“清华大学胡宝星法律图书馆”揭牌，见证中国第一

个以知名社会贤达命名的专业图书馆的诞生。胡宝星法律图

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必将有力促进清华大学法学院教学科研

的提升和发展，为建设中国顶尖、世界一流法学院，为国家

法治建设做贡献。 

 

相关链接 

 

胡宝星爵士(Sir Po-Shing Woo)，早年获得伦敦大学国

王学院法学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他长期在香港执业，

1962 年创办了胡关李罗律师行，是香港老一代律师的杰出

代表。他于 1999 年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颁授爵士勋衔，

在香港享有盛誉。胡宝星爵士也是香港恒基兆业及公司集团

的董事，是知名慈善家和教育家。 

 

胡家骠先生，胡宝星爵士之子，系亚司特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毕业于英国萨里吉尔福德法学院和牛津大学，获得本

科和硕士学位，拥有澳洲、香港执业律师资格，是英格兰及

威尔士最高法院律师，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

人。他于 2008 年获世界华人协会颁授世界杰出华人奖及由

美国西亚拉巴马州立政府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2012 年

获聘为清华大学名誉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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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征征文文文通通通知知知   

2014 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年会及学术研讨会征文

2014 年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第

五届年会及学术研讨会将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承

办，拟于 2014 年 10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主题初

定：“大数据时代的法律图书馆”，请各位会员积极准备。 

第四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 征文 

由北京市法学会、天津市法学会、上海市法学会、重庆

市法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拟于

2014 年 10 月下旬在天津市召开，天津市法学会承办。现将

征集论文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及分论题 

（一）主题 

直辖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建设 

（二）分论题 

    1、城市空气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研究； 

    2、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法律对策研究； 

   3、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法律对策研究。 

二、征文要求 

论文要切合主题，论题具体，论点明确，论证充实，逻

辑清楚，重点突出，语句通顺。 

    1、字数。每篇论文的字数控制在 5000-10000 字。 

    2、格式。在论文标题之后、正文之前，注明作者的姓

名，并在文末用括号注明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民族、

工作单位、职务职称、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

子邮箱），以便于联系。正文前，要有 200 字左右的摘要和

反映论文主要内容的关键词 3--5 个。 

    3、体例。采用宋体小四号 Word 文本；文中注释采用

脚注①、②、③„„标注；文中标题按一、（一）、1„„规

则排列；参考文献置于文末，以[1]、[2]、[3]„„标注。 

三、有关事项 

    1、论文篇数。围绕论坛主题和分论题，结合自身实际，

每个研究会和社团法学会推荐 1-3 篇优秀论文。 

    2、提交时间。请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前，将征文电子

版发至市法学会电子邮箱：beijingfxh@sina.com，并注明“XX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第四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征文”。 

联系人：王秀海  67634586 

李连旺  67634590 

电子邮箱：beijingfxh@sina.com 

北京市法学会 

    2014 年 6 月 5 日 

征集“2015 年度北京市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选题建议 

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市政法各单位： 

按照市财政关于课题研究经费需按年度拨付的相关要

求，市法学会需要对目前法学研究课题跨年度立、结项的实

施办法进行调整。为做好 2015 年度北京市法学会法学研究

课题招标工作，现征集选题建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选题建议要立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服务首都工作大局，针对北

京法治建设进程中亟需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提出选题建议。 

二、 选题应围绕研究领域和行业特点，立足于理论创新与

法治实践紧密结合，有利于研究成果应用转化。 

三、 选题设计要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并提出具体研究题

目，避免与已立项课题题目重复。 

四、 请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政法各单位组织会员积极

申报，我们将组织专家学者对选题建议进行研究论证，

确定《北京市法学会 2015 年度法学研究课题指南》，

公开招标。 

五、 选题建议征集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15 日。请填写

《2015 年度北京市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选题建议表》

（登录“首都法学网”——法学研究——课题管理栏

目下载）。建议表可不做论证仅提出课题名称。发送至

电子邮箱：beijingfxh@sina.com，邮件标题请注明：XX

研究会（或政法单位）2015 年课题选题建议，李倩收。 

 

联系人：王秀海  李倩 

电  话：67634586  67634590（兼传真） 

北京市法学会研究部 

2014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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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书书书推推推荐荐荐   

《法治周末》2013 十大法治图书榜

《2013 十大法治图书榜》是《法治周末》首次以投票方式推出的法治图书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我们看到了法治社会

永恒的主题——人权、法治、民主，也看到了法律从业者可贵的法治精神；我们既读到了法治中国不同时代的故事，也遥望

了他山之石的风采。 

简介链接：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4-01/27/content_5236157.htm?node=25496 

排名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 《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 陈夏红 法律出版社 

2 《我们律师》 张思之 法律出版社 

3 《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 127 天》 
德林克•鲍恩著 

郑明萱译 
新星出版社 

4 《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 
〔美〕布莱恩•拉姆等著 

何帆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坐待天明》 许章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 《我们人民：奠基》 
布鲁斯•阿克曼著 

汪庆华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 《斑马线上的中国：法治十年观察》 邓子滨 法律出版社 

8 《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三版） 张明楷 北京大学出版社 

9 《法律后面的故事》 梁治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0 《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 
查尔斯•亚当斯著 

翟继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唯一法学图书揭晓 

清华大学法学院崔建远教授所著的《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

释论为中心》近日获得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最高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这是全国获此殊荣的唯一一本法学类图书。这是该著作继 2011 年获得“三个一百”

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图书奖后的又一殊荣。 

中国出版政府奖是国家设立的新闻出版行业的最高奖，2007 年首次开评，每

三年评选一次。“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有 56 本图书入选图书奖，而《物

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下册)》是其中唯一法学类

图书。 

该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适于法学研究生学习之用，也是法学理论工作

者和实务工作者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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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新书书书选选选介介介   

《自由的天性：十九世纪美国的律师与法学院》 

作  者：胡晓进 著 

出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I S B N： 978-7-5620-5286-9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十九世纪美国的法学教育，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了美国早期法学

教育的的发展历程。第二章介绍了从学徒到学院的发展历程。第三章介绍了哥伦比亚

法学院与哈佛法学院的发展历程。第四章介绍了中西部的两所法学院（法律系），密歇

根大学法律系与黑斯廷斯法学院的发展历程。第五章介绍了行业协会与美国法学教育。 

《法学院》 

作  者：朱伟一 著  

出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I S B N：978-7-3012-3713-7 

内容简介：本书是目前图书市场中介绍美国法学院书籍中十分难得的兼具深度与广度

的一本知识性读物。作者以自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的亲身经历言说在美国

法学院求学的方方面面，并介绍了美国法律界的职业现状。作者笔调亲切，娓娓道来，

十分适合有志于进入美国各大法学院学习交流的学生阅读。美国法学院可能是大部分法

律学人所向往的地方，本书专为国内法学院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所涉及，对欲了解美国

法学院教学制度的读者亦为最佳参考读物。本书作者为著名法律时评的专栏作家，在法

制日报周末版、法制日报法学院版每周开设专栏，拥有一定的读者群。 

《中国法学时局图》 

作  者：凌斌 著  

出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I S B N：978-7-3012-3366-5 

内容简介：本书是第一本以 CSSCI 引证数据为基础的学术史的定量研究作品，对

中国三十年来法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历程做出了独具视角的系统研究，从长时段

和众多文献中梳理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法学学术史的基本格局和总体脉络。本书所揭

示的中国法学三十年的学术特点，不论对于认识历史还是放眼未来，都提供了可资批

判的研究基础。以往的学术史研究，主要是一种定性研究，要么是“口述史”、“自传

体”的“自述式学术史”，要么是根据史料记载复原历史因素的“重构式学术史”。本

书则提供了一种学术史的定量研究方法。尽管定量研究永远不会替代定性研究，但是

也提供了定性研究不能替代的重要内容。以往的引证研究，主要集中作品和作者的学术影响排序，但是引证研究的一个重要

的发展前景，是推进学术史的定量研究。适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师生、法律工作者、法学研究人员及相关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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