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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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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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研研究究究会会会要要要闻闻闻 

北京市法学会举行法学法律组织优秀公益法律服务品牌表彰暨经验交流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市委十一

届六次全会精神，更好地组

织引领法学法律组织服务法

治建设，积极有效的开展公

益法律服务活动，推进公益

法律服务品牌的创建，2015

年 1 月 21 日，北京市法学会

举行了法学法律组织优秀公

益法律服务品牌表彰暨经验

交流会。 

中国法学会会员部主任

张所菲、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社会办副主任陈建领、北京

市法学会党组书记苗林等领导参加会议，市法学会秘书长邵

新莲主持会议，获得市级

表彰和市法学会表彰的优

秀公益法律服务品牌所在

组织负责人和品牌负责

人，其他法学研究组织和

相关涉法社会组织负责人

共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我

会副秘书长田建设出席了

此次会议。 

（详细报道请参见首

都法学网：

http://www.bjfxh.org.cn/bj

fxh/436038/436188/479476/index.html） 

中央政法委召开《以信息化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现场会 

中央政法委 2 月 12 日召开《以信息化推进政法工作现

代化现场会》，学习观摩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经验做法。 

会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会见了与会代表。中央

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政法单位

要认真贯彻落实孟建柱同志关于政法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深入学习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经验，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大视野中审视政法信息化的定位和作用，在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执法司法管理、推进执法司法公

开、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保障信息安全等方面狠下功夫，

推动政法工作向善于运用信息化手段转变，以信息化推进政

法工作现代化。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对推进信息化建设的经

验做法作了介绍和演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分别作了情况介绍。 

（详细报道请参见法律信息研究网：

http://www.chinalawlib.org.cn/NewsShow.aspx?FID=2008122

4141044013119&CID=20081224141304123140&AID=2015021

5145112543733）

北京市法学会召开第六届第十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2015 年 3 月 10 日上午， 

北京市法学会召开了第六届

第十一次常务理事（扩大）

会议。北京市法学会党组书

记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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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以及市法学会机关工

作人员共 90 余人参加了会

议。于丽英、田建设两位老

师代表研究会出席会议。 

与会常务理事对学会工作及三个审议文件提出了许多

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并一致原则通过了北京市法学会 2014

年工作总结和 2015年工作

部署以及《北京市法学会

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管理

办法》、《北京市法学会市

级法学研究课题管理办

法》、《北京市法学会关于

促进法学研究成果应用转

化的意见》三个文件，同

意待修改后正式下发执

行。 

（详细报道请参见首

都法学网：

http://www.bjfxh.org.cn/bjfxh/436038/436188/480664/index.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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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法学会召开研究组织建设工作会议 

2015 年 3 月 10 日下午，北京市法学会研究组织建设工

作会议在北京亚奥国际酒店七层多功能厅召开。来自北京市

法学会所属 39 家研究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于丽英、

田建设两位老师代表研究会出席会议。 

会议第一阶段为市情报告会，邀请了市委改革办副主

任胡雪峰作题为《新常态下的首都经济》的报告，让大家了

解当前首都经济社会形势并简要分析了发展趋势。 

会议第二阶段，首先是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房地产

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分别围绕各自研究会 2014 年

工作中的成果及亮点，作了工作经验交流报告。其次，杜石

平副会长作了 2014 年研究组织工作总结、部署 2015 年研究

组织工作任务。 

最后，应邀出席的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李仕春作了讲

话，他介绍了中国法学会研究部情况和工作，还表达了希望

与北京市法学会及所属研究组织、加强联系、加强合作的愿

望，共同抓住机遇、开创法学会法学研究工作新局面。 

北京市法学会组织召开 2015年研究组织秘书长联席会议 

2015 年 4 月 10 日，为贯彻落实北京市法学会 2015 年

3 月 10 日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精神，加强研究组织建设，

激发研究组织活力，充分发挥研究组织秘书长作用，北京市

法学会在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组织召开了北京市法学会 2015

年研究组织秘书长联席会议。大家分别汇报了自市法学会常

务理事会召开以来的工作开展情况和下一步计划和安排，研

究部主任王秀海和联络部主任罗正群就相关工作作了部署，

会议由北京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杜石平主持，北京市法学会

党组书记苗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于丽英秘书长参加了此次会

议。 

（详细报道请参见首都法学网：

http://www.bjfxh.org.cn/bjfxh/436038/436188/484526/index.ht

ml） 

北京市法学会组织召开研究组织网络信息技术培训会 

2015 年 4 月 10 日，北京市法学会组织 39 家研究组织

在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召开网络信息技术培训会，北京市法学

会党组书记苗林、专职副会长杜石平、秘书长邵新莲出席会

议，各个研究组织的秘书长和信息员、法学会机关的全体人

员一起参加了培训活动。于丽英、贾薇薇两位老师代表研究

会参加了此次培训。 

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副主任吕兴焕为大家介绍“法

学会系统的网站建设”，从网站的定位到内容布局进行讲解，

使大家对法学会的官网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正义网总裁覃匡

龙以“政法新媒体，你准备好了么？”为题，为大家讲了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的特点和内容，以及网络安全的相关知识。

最后，法学会信息中心的王心同志为大家简要讲述了“北京

市法学会网络平台管理制度”，重点就各个研究组织的板块

内容和需要上传得信息进行了说明。 

当天下午，各个研究组织的信息员进行了上机实操训

练，每人现场提交了一篇有关本组织的活动信息。贾薇薇作

为我研究会的信息员将负责研究会的信息报送和维护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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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大事记（2014年）发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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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北京市法学会组织 2014 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申报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工作认识，促进工作健康发展，2014 年 3

月 4 日，北京市法学会就 2014 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

目申报组织培训。培训由市法学会社会工作部主任雷建权主

持，邵新莲秘书长参加并讲话，来自全市共 40 余家法学法

律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田建设副秘书

长代表研究会参加了此次会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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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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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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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会负责人以及市法学会机关

相关部门人员参加座谈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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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鸣起出席

会议并宣读王乐泉同志贺信。来自中央有关部门、主要政法

网站以及地方法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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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由中国法学会党组

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鲍绍坤主持。 

7. 市法学会《研究组织调研第四场座谈会》综述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研究组织在繁

荣法学研究方面的主阵地和主力军作用，2014 年 5 月 28 日，

市法学会研究组织调研座谈会第四场在京民大厦召开。九家

研究组织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座谈。市法学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田玉龙出席并主持座谈会。 

8. 2014 年市级研究课题招标工作会议暨联合党日活动召

开 

2014 年 7 月 1 日，北京市法学会组织 2014 年度市级研

究课题招标工作会议暨联合党日活动在密云古北水镇度假

村召开。北京市法学会全体党员，所属研究会、社团法学会

及所联系的涉法类社会组织党员代表共 70 余人参加了活

动。田建设副秘书长代表研究会参加了此次会议。 

9. 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 

2014 年 10 月 29 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研究会 2014 年常务理事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

开。来自各单位共 16 位常务理事出席了会议。 

10. 市高院举办“第二届法院干警读书季”总结会暨文化知

识讲座 

2014 年 7 月 28 日下午，市高院图书馆举办了“第二届

法院干警读书季”总结会暨文化知识讲座。高院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崔玉林、机关党办主任陈继平、工会副主席呼鸿章、

团委书记张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高院研究室主任刘双玉主

持，全市各级法院优秀征文作者参加了会议。 

11. 北京市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 2014 年会暨研讨

会召开 

2014 年 10 月 29 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研究会 2014 年年会暨“大数据时代的法律图书馆”学

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此次大会由研究会主

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承办。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北京市

法学会秘书长邵新莲、北京市法学会联络部处长周远清、中

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及南开大学图书情报专业

中心主任柯平教授、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

心米铁男博士、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何远琼博士、中国人

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兼副书记刘春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馆长助理祝小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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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人出席大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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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京市法学会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报告会 

2014 年 11 月 2 日下午，北京市法学会在京民大厦召开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法学会立

法学研究会会长莫纪宏教授对四中全会《决定》进行解读。

法学会党组书记苗林主持会议，法学会组织研究会骨干成员

一百余名和法学会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报告会。于丽

英、田建设两位老师代表研究会出席了此次会议。 

13. 我研究会两项研究课题获优秀 

2014年10月，北京市法学会发布了《北京市法学会2013

年度法学研究课题结项公告》。其中，我研究会两项研究课

题按期结项，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双双被法学会评为优秀项

目并受到奖励。这两项课题分别是：重点课题 1 项，课题名

称：“北京市法院系统网站建设的考察与评析”，课题编号：

BLS（2013）B011，完成人：于丽英、陈志红。课题研究报

告约 4 万字。专项课题 1 项，课题名称：“电子商务中消费

者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保护问题研究”，课题编号：BLS

（2013）C006，主持人米铁男，项目组成员郭叶、朴文玉。

课题研究报告 9 万余字。 

14. 首都图书馆创建法律主题馆 

继北京市朝阳区公共图书馆成立法律阅览室之后，作为

北京市市级公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法律主题馆正式面向读

者开放，为市民提供免费学习、交流、参观和法律咨询等服

务。每周二至周日 9 时至 19 时 30 分开放。 

（以上内容请查看法律信息研究网：

http://www.chinalawlib.org.cn） 

 

   会会会议议议动动动态态态   

2015年研究会换届大会即将召开 

2015 年，我研究会成立五年，按要求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北京市法学会研究会、社团法学会换届工作暂行办法

（试行）》的规定，换届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第二

届会员代表大会将由国家图书馆承办，具体时间和日程待

定。 

   业业业界界界动动动态态态   

“法律检索教学与文献研究”座谈会召开 

5 月 12 日上午，“法律检索教学与文献研究”座谈会在

清华大学法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和法

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组织，特别邀请来自纽约大学法

学院的刘丽君老师与北京地区法律图书馆同行围绕该议题

相互学习、深入交流。 

参加座谈会的人员

分别来自北大、人大、

浙大法学院图书馆、国

家图书馆、北大法制信

息中心等 8 个单位。刘

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法律

图书馆领域的最新发

展，包括信息技术对编

目规则、馆藏目录、检

索系统的影响，数字共

享空间（Digital 

Commons）、机构知识库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建设，数字资源管理，人员培训，专业研究指

南等，各位老师也结合本馆情况及各自经验提出问题，大家

展开了具体而热烈的讨论。座谈会内容精彩而高效，对与会

者很有启发和收获。 

刘丽君老师在法律信息管理和文献研究方面颇有经验。

此次应清华大学法学院

之邀教授“国际法和外国

法研究：资源、规范、路

径及方法（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aw research: 

sources， citations， 

strategies， and 

methods）”，这是法学院

海外学者短期讲学课程，

也是国内法学院法律检

索课程的创新。座谈会

上，大家还分享了刘老师

的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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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资源应用与学术成果信息共享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5 年 5 月 15 日，中国法律资源应用与学术成果信息

共享研讨会在北京市法官进修学院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北

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和北京大学法制

信息中心联合主办。 

研讨会以“大数据时代：法律信息应用、分享、传播、

创新”为主题。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图书馆等研究会数十家成员单

位会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还特别邀请了纽约大学法学院

图书馆刘丽君女士以及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哈尔

滨工业大学法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光华

法学院图书馆、中山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

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

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凯

原法学院、山东政法学

院图书馆等机构的专

家、法学学者和法律图

书馆工作者等 50 余人

出席。 

北京市法律图书

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

秘书长于丽英老师做

了大会致辞，向与会代

表介绍了北京市法律

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最新动态。 

在主题报告环节，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赵宏瑞教

授以《实证法学方法论与未来法律数据库的作用》报告，展

示了如何运用法律数据“总量分析”更好的进行学术研究和

实务操作。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何远琼博士分别以《大数

据时代北大法宝信息服务新动向》和《大数据时代专业学科

信息服务新平台》两个报告，从法律信息服务者的角度对大

数据时代法律信息提供、服务的特点与发展方向进行剖析，

探讨了法律信息服务者如何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把握机遇。

北京伟文盛业文化发展 Wells 公司总经理戴唯先生向参会代

表们介绍了 CLAP 中国法学学术平台在法学学术成果保存、

分享、传播与机构知识库平台建设中的作用，并与大家分享

了利用 HeinOnline 数据库如何快速定位学者的学术影响力

和高影响力的学术文章等研究方法。英国牛津出版社周庆先

生介绍了牛津出版社的重要法律资源产品与服务。 

随后，与会代表们

对大数据时代法律资

源的应用与共享展开

了热烈讨论，分享了在

数字资源平台建设中

的经验和在数据检索、

应用等方面的体会，并

热烈表达了法律学者

及法律信息工作者要

积极为大数据时代法

律信息的传播、应用、

分享和创新建言献策。 

北京市法律图书

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

副会长、北大法制信息中心主任赵晓海对本次研讨会作了总

结性的发言。本次会议参会代表广泛，视角多样化，讨论深

入，展现出法律信息工作者在法律资源应用与学术成果信息

共享中新的思维和理念。 

   征征征文文文通通通知知知   

第五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征文通知 

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 

    由天津市法学会、上海市法学会、重庆市法学会、北京

市法学会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定于

2015 年 10 月在北京举办，由北京市法学会承办。现将征集

论坛论文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及分论题 

    1、主题 

    直辖市法治建设 

    2、分论题 

    （1）城市的法治治理方式研究； 

    （2）促进司法公正法律对策研究； 

    （3）法治建设状况评价问题研究 

    二、征文及评奖 

    自 5 月中旬起，至 8 月 15 日之前完成征文。 

请各单位统一将征集论文电子版，发至北京市法学会研

究部（beijingfxh@sina.com，注明：“京津沪渝法治论坛”征

文，研究部收）。 

详细事项请登录法律信息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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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141044013119&CID=20081224141304123140&AID=20150

521164830440939）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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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征文通知 

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 

    第十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拟定于 2015 年 10 月在

河北省举办，由河北省法学会承办。现将论坛征文的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及分论题 

    1、主  题 

    区域合作与法治建设 

    2、分论题 

    （1）环渤海区域法治政府建设的共性与地方性问题研

究； 

    （2）环渤海区域立法和执法的合作机制研究； 

    （3）环境污染治理的区域及部门合作机制研究； 

    （4）京津冀协同发展法治保障机制研究； 

    （5）环渤海区域财税制度改革的合作机制研究； 

    （6）食品安全法制保障协同发展合作研究； 

    （7）环渤海区域海域使用权相关问题研究； 

    （8）环渤海区域基层法治建设的合作机制研究 

    二、征文时间 

    自 5 月上旬起，至 7 月 20 日之前完成征文。 

    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推荐 1-3 篇优秀论文。 

    详细事项请登录法律信息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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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141044013119&CID=20081224141304123140&AID=20150

506171051233877）查看。 

    请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组织好论文征集工作，对提交

的论文认真把关，确保论文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研讨的质

量水平。并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前，统一将论文电子版发至

市法学会电子邮箱：beijingfxh@sina.com，并注明“XXX 研

究会、社团法学会第十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征文”。 

    市法学会汇总筛选后，统一将获奖论文电子版报送论坛

组委会。 

    联系人：王秀海  67634586   李连旺  67634590    

关于征集《北京市法学会优秀成果转化文集（2014）》研究成果的通知

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 

为鼓励法学研究成果应用转化，市法学会今年将继续编

辑出版《北京市法学会优秀成果转化文集（2014）》。现将成

果征集要求通知如下： 

一、研究成果应符合《北京市法学会关于促进法学研究

成果应用转化的意见》规定的成果转化形式，主要包括： 

1、被党和政府部门采纳，为形成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2、被立法、执法、司法部门采纳，为法律、法规、规

章、司法解释等的制定、修订以及法律实施提供参考； 

3、为各级部门、企事业单位采纳形成相关工作规范或

形成对工作有较大推动作用的具体措施； 

4、被法学教材、法学教育课程吸纳，列入教材或课程

内容； 

5、纳入各级普法宣传教育内容； 

6、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优秀成果奖； 

7、被省部级以上报刊、内参、核心期刊刊登或转载，

被主要电视、广播、网络媒体播出宣传； 

8、成果价值被社会认可，有一定公开发行量； 

9、其他应用转化形式。 

二、成果转化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三、各研究会、社团法学会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前将

征集到的研究成果（电子版）统一提交市法学会研究部。 

联系人：王秀海   67634586     

高  颖   67634590 

邮箱：beijingfxh@sina.com 

北京市法学会 2015年市级法学研究课题招标公告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履行“引领首都法学研究，服务北京法治建设”的重要

职责，北京市法学会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针对北京市全面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进程中亟需解决的

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拟定了北京市法学会 2015 年市级

法学研究课题，包括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20 项和青年

课题 5 项。 

该课题已经北京市委政法委批准，由北京市法学会负责

实施，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详细事项请登录法律信息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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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141044013119&CID=20081224141304123140&AID=20150

604100430207971）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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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馆馆藏藏藏掠掠掠影影影   

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  德国法律典籍特藏

清华大学胡宝星法律图书馆收藏有百余种 17~18 世纪外文图书珍稀本。其中，大部分为德文、拉丁文，羊皮封面，有的

是大开本。这些书来自德国弗赖堡大学法学院已故民商法学家 Fritz 

Rittner 教授（1921-2010）的个人藏书。 

Rittner 教授藏书总计 3000 余种，其内容涉及 19 世纪德国法学、

20 世纪德国法学、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商法和经济法、欧洲私法等。

这些资料较为详细地体现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欧洲与德国私法的发展

状况，十分难得。全部图书以德文为主，少量拉丁文、意大利文等。

图书保存完好，极具收藏价值。 

 

 

 

 

 

 

 

 

 

 

 

 

 

 

 

 

 

 

 

 

 

 

 

 

藏 书 票 图 样 

手稿书，全部手写体，字迹清晰，标页码。分类号：D913.99 FG62 

Handelsrecht mit Einschluss des Seerechts : Vorlesungen  

Goldschmidt, Levin, 1829-1897.  [S.l. : s.n.,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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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书书书推推推荐荐荐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获奖书目 

“法治的突破：1978-2014 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选”由法治周末报社和凤凰网主办、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协办。

评选活动自今年 11 月 1 日起启动至 11 月 30 日结束，共进行了一个月时间。评委会从读者、网友、学界共同推荐的 108 本

法律、法学图书中，分别选出前 50 本图书、前 30 本图书以及最终的前 10 本图书。 

附：“1978-2014 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获奖前 10 本书目 

 《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编辑组） 

评委会评语： 

《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出版于 1981 年，虽沿用路线斗争与辩论的传统套路，却灌注

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断，以及“解放思想”的自由与理性内涵，较为真实完整地呈现

和记录了“法治还是人治”正反两方的不同观点与论证理路，展示出改革之初法治思想与制

度艰难起步的真实历程。 法治与人治的判别和高下并非简单的思想实验，其结果决定着法治

建设的生死存亡。参与讨论者大多为当时法学界前辈与领军人物，其历经运动浮沉而愈明法

治紧要，其立论说理，尽管具体观点带有时代烙印，然立于历史转折关头，于大是大非处襟

怀坦荡，锐意辩难，亦可为今日接续“依法治国”重任之众人榜样。 

 《比较宪法与行政法》（龚祥瑞著） 

评委会评语： 

《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出版于 1985 年，乃作者于北京大学教学讲义之整合，而领受其精

义者不特当代之青年学子，更有改革法学初创之时的一代天骄，于今日先进者则总理、教授、

律师等等不一而足。更可贵者，本书承清末民国余脉，引域外法学清流，融宪法行政法于一

炉，有追比《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之意味，可谓 1980 年代公法学界难得一见的启

蒙读物。 

 

 

 《比较法总论》（沈宗灵著） 

评委会评语： 

《比较法总论》出版于 1987 年，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渐入第十个年头，法学界虽然春

风又绿，但依然莽原一片，法学研究仍处于有待规划和开掘的时代转戾点。因此，该书甫一

问世，便一纸风行。本书不仅对比较法一般问题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其对世界主要法系

的阐述更令时人耳目一新，成了世界法学的导览图，人类法律智慧的风景册，使那些因封闭

而对外界无比向往的法律心智得到了丝丝滋润。而其以“比较”所体现出来的开放心态与广

阔视野，更是富于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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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论》（王人博、程燎原著） 

评委会评语： 

《法治论》出版于 1989 年，中国新时代的法治进程刚走入黎明阶段，该书适时而出，厘

清了法治概念，区分了法治的实体价值与形式价值，阐释了法治与权力、法治与自由、法治

与权利的关系。该书对中国自 1949 年至 1980 年代末近 40 年的法制实践并运用法治作为量

度的尺码，确立了中国法治理论的大致框架，是中国法治理论最初的系统研究。如今，25 年

已逝，到了中国法治的正午时分，本书依然一版再版，作为法学入门读物，所论虽是常识，

但其价值仍不可小窥。 

 

 《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梁治平著） 

评委会评语： 

《法辨》出版于 1992 年，虽成形于 1980 年代“文化热”氛围，却扎根于法律的历史与

制度土壤，聚焦于大历史的文化比较与考辨，从中昭示中国法古典形态与现代命运的深层机

理，以挣脱具有顽强抵抗性的旧法文化，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变迁与法律现代化，开创了改

革法学时代的“法律文化论”。其中篇目虽零散跳跃，东西杂陈，却本于“法律文化”主旨方

向，自由探求，理性比较，客观取舍，展示出梁治平凝练的法文化自觉和热切探求法律文明

密码的衷肠。在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甚至法领域的当代，个中冷峻考辨与批评依

然切中肯綮。 

 《走向权利的时代》（夏勇主编） 

评委会评语： 

《走向权利的时代》出版于 1992 年，当时历史虽刚步入 1990 年代，却昭示着法治将迎

来一个新时代。而新时代、新问题，激荡着新青年的心灵。十余名中青年法学学者本着对中

国权利问题的本体追问与时代焦虑，向时代发问，试图发掘社会发展与权利保护之间的互动

关系，开掘本国文化的权利基因。他们相信，中国的权利之壤绝非贫瘠，但权利机制的根深

叶茂要凭每一个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制度构造上的自强不息。当年的青年今天已成柱梁，

当年的创举已成今天法学研究的必须，因为法治不是冥想的产物，而是实践的事业。法学家

不仅要能坐而论道，还要能够走入田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方能走出新道路，作出新发

现。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朱苏力著） 

评委会评语：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出版于 1996 年，面对概念法学和政治哲学充斥法理学研究的时

代，苏力另辟蹊径，强调学者要“理解中国”，重视“本土资源”，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合理之

处，并暗示域外的“法治”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考虑“中国土壤”，而探求这种东西是

法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其中，苏力的“秋菊”与“山杠爷”已成为法学家标示法治本土资

源与法律移植难题的经典符号。而自序《什么是你的贡献》则振聋发聩，成为逼迫整个法学

界包括作者自身反思前进的严苛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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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王泽鉴著） 

评委会评语：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出版于 1998 年，皇皇凡八册，得德国民法学之精髓而厚植华人

社会之民事习惯与司法秉性，于内地民法学与民事法律秩序之演进成熟者，正可为直接的参

照系与资源库，于内地民法学学术风格之养成、制度研判之进展、立法更化之提升有着不可

尽数之示范与塑造之功，乃有“天龙八部”之谓。更可贵者，于法条技术分析之外，亦提倡

价值权衡与价值判断，于法律精神上更为圆融。而两岸法学在知识、制度与技术模式上的趋

近，更是于中国整体的法律现代化乃至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作出重要奠基。 

 

 《法治秩序的建构》（季卫东著） 

评委会评语： 

《法治秩序的建构》出版于 1999 年，而 1990 年代正是中国法学“脱土”“脱幼”的 10

年。本书乃季卫东于整个 1990 年代、用 10 年时间写成的佳作，呈现了扎实的法律社会学基

础，是一个较好的临池范本，对于当时中国法学研究之“脱土”“脱幼”有功。其中，作者于

1993 年发表的“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一文，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

注，后来“程序应当成为中国今后法制建设乃至社会发展的一个真正的焦点”上升为中国知

识界的普遍共识。 

 

 《论法治》（李步云著） 

评委会评语： 

《论法治》出版于 2008 年，撷选李步云先生 30 年来有关法治问题的文章五十余篇，无

论旧文新章，本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依然属于中国目前的热点问题，对在新时期进一步解

放思想、推进依法治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从 1978 年 12 月，第一次提出“公民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中央文件第一次出现“以法治国”

的概念、建议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章节之前、肯定人权具有

普遍性以及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被采纳在宪法修正案中，这一切使《论法治》一

书隐含了鲜活的、喧闹的，或许还有奋争的、激辩的历史现场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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