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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四年光阴

如白驹过隙，法大见证了你们从懵懂的新生，一步

步脱胎换骨成为现在的模样。回首往事如昨日，记

忆犹新难忘怀。宪法大道上闪动着大家欢声笑语、

三五结伴的身影，拓荒牛旁见证着大家相约牛前、

不见不散的约定，宿舍里回荡着大家心潮澎湃、意

犹未尽的卧谈。

  总有一些经历让我们难忘。2018年的暮春，

我们一起聆听和学习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政法

大学团员青年的重要指示精神，与法大共同经历

过高光岁月；2019年的盛夏，我们一起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参加“民主法治”方阵向全世界展

现了法大风采；2020年的深秋，我们一起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迎来了久别重逢、复学复课。我们还

见证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确立，并骄傲地成

为这一重要思想的传播者、践行者；2021年的初

冬，我们一起收获北京市、教育部共建法大的喜

讯，欣喜地看到法大正式进入省部共建行列，开

启了学校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自然的四

季，周而复始。人生如四季，五彩斑斓。四季并不是

每一天都风和日丽，人生并不是每一事都一帆风

顺。让我们一起从四季的斗转星移和寒来暑往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走好今后人生的每一步。

  希望大家拥有“春”的勃勃生机，树立远大理

想、敢于追逐梦想。学习有学习的目标，人生也当

有人生的追求。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在八十自述中

讲到，“我过去一直、余生也必将为中国的法治而

呐喊”，这是一位法学泰斗的初心，也是为之奋斗

一生的誓言。“生无所息 行胜于言”，理想终要通

过勇敢追梦和不懈奋斗来实现，否则再远大的理

想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学校致公楼挂着一块四

个字的牌匾———“天下为公”。法大人应当心怀“国

之大者”，勇于担负大任，做有志之士，敢为天下

先。如同李大钊先生劝勉的那样，青年要“为世界

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希望大家拥有“夏”的热烈赤诚，勇于开拓实

践，勇于探索真理。大学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

大学是起点、是换乘站，但绝不是终点。要把勤奋

作为成才的阶梯，在学思践悟、学以致用中“博学

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终身教授陈光中先

生在谈到治学经验时曾说：“一个人在事业上要有

所成就，特别在治学的道路上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赋、勤奋、机遇。但是，天赋

不由个人决定，机遇变数很大，只有勤奋完全取决

于自己。”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今天，

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的广泛应

用为开拓实践、探索真理“赋能”，要弃做夸张的

“凡尔赛”，争做低调的实力派，涵养“穷则变，变则

通，通则久”的创新智慧，在筑梦未来的道路上收

获新知、开创新路，开辟人生新天地。

  希望你们拥有“秋”的沉稳谦逊，坦然面对得

失、直面困难挑战。人生成长进步的道路上，有成

功的喜悦，也会有失败的落寞，无论顺境逆境，无

论得意失意，都是生活的风景、人生的财富。“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躺平”或许是“内

卷”的无奈，但“躺平”始终无法换来人生的精彩。

越是美好的未来，越是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

力。人的一生还会面临很多诱惑，“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稍有不慎，便会如临万丈深渊。要

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万勿游戏人生。生命的价值，

取决于胜而不骄、败而不馁，人生真正的快乐不

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无论人生多艰难，都

要抵得住困难和挫折，经得起考验和诱惑，处优

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在各种挑战面前砥砺

人生、超越自我。

  希望你们拥有“冬”的圣洁高雅，锤炼品德修

为，提高人生境界。社会是“大课堂”，也是“大熔

炉”，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你们来讲，正处于价值

观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会遇到新的困惑、新

的冲击。“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袁隆平在

三次落选中科院院士时说：“没当成院士没有

什么委屈的。我们搞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

评上说明水平不够，应该努力学习；但学习是

为了提高学术水平，而不是为了当院士。”他一

生淡泊名利致力于“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高

尚情操，将永远为人们所缅怀和铭记。步入社

会、前途光明，为了不在人生价值上走偏、不在

道路选择上迷失，必须在离校前再次确认，扣

紧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

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

来，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才能在人生的

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

  希望你们过好自己的“春夏秋冬”，在季节的

交替变换中向阳而生，在风霜雨雪中经受磨砺，在

阴晴冷暖中感悟生命，在日月云霞中漫步人生。

  希望你们能像经典电影台词中说的那样，“不

管你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做到极致，上班就认真

工作，笑就尽情大笑，吃饭的时候要像是最后一餐

那样去享受。”

  祝愿大家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前

程似锦！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政法大学2021届本科生

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 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你们即将从西政出发，启程逐梦。我希望你们

心怀“国之大者”，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建功立业；我希望你们以如火的青春去雕刻美好

的时光！你们的人生，何其幸运！你们的出发，意义

非凡！你们的价值，终将实现！

  临别之时，我想与大家分享西政之士的三个

人生信条，希望各位毕业生能在以后的日子里铭

记、坚守。

  一要心系天下，坚守家国情怀，与中华民族复

兴伟业同频共振，做新时代的国之中坚。

  在古代，“士”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更是一种

文化精神，也就是孔子提倡的“士志于道”，“士”当

志存高远，计天下利、求万世名。在今天，“士”更当

为“众人的事”（孙中山语）甘愿吃亏、甘受委屈、甘

于奉献，而非斤斤计较一人一时一事之得失。

  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是一代代西政人铸就

的精神财富。70多年前，家国情怀引领西南革大的

十万青年从化龙桥走出，在革命烽火中铸就红色

基因；70多年后，家国情怀引领西政人“到中流击

水”，争做新时代的弄潮儿。70多年来，家国情怀引

领一代代西政人出山城、越险峻，涉险滩、闯难关，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立功勋，把人生的“奋进

曲”融入到祖国发展的“大合唱”，把个人的青春岁

月融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华。

  毕业之时，你们恰逢一个伟大的历史交汇

期。我希望大家坚定理想信念，既要做西政精神

的忠实传人，将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转化为个

人成长的精神之钙，更要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的忠实传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

先、建功立业！每一位西政人为国家富强、民族

复兴作出点滴贡献，就是在给西政加分，就是在

为母校添彩！

  二要和衷共济，坚守西政底线，决不给西政减

分，决不让母校蒙羞。

  我们共同拥有的“西政”，是70多年来一代代

西政人精心铸造、已经擦亮的金字招牌，她将永久

铭刻在每一位西政毕业生的人生履历中。

  毕业，是一场真正的成人礼。礼毕之后各位同

学就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 西政校友。“西政校

友”既是一种基于学习经历的身份认同，更是一种

志同道合、荣辱与共的文化归宗。西政人互相鼓

励，以浩然正气为共同追求，以西政精神为牵引纽

带，形成责任共同体、使命共同体、奋斗共同体。

  真正的西政人，一定要自带西政气质，一定

能够坚守西政底线。何谓西政底线？“不给西政抹

黑，不给西政减分！”孔子将“士”分三等，上等之

士即优秀之士，要有为国家效劳的能力与行动，

所谓“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

矣”。即便是末等之士，也要“言必信，行必果”，这

就是“士”的底线。借用著名法理学家、新自然法

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富勒（Lon L.Fuller，1902-

1978年）的理论，如果说家国情怀是大格局、大境

界，是每一位西政人“愿望的道德”，那么，西政底

线就是基本功、分内事，是每一位西政人“义务的

道德”。社会对母校的赞誉，来自成千上万西政人

的奋斗积累，而社会对母校的“差评”，可能仅仅

由于一人一事。

  我对你们充满信心。我相信，每一位真正的西

政之士，都能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坚守底线

思维，洁身自好、拒绝合污，我心沉静、我心光明，

努力做到贯中西、通左右、兼生死、致良知。

  三要自强不息，坚守奋斗精神，努力为母校加

分，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是贡献者的时代。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奋斗也是“士”之

精神。奋斗使自己幸福，奋斗给母校添彩。奋斗，从

来都是西南政法大学最鲜明而厚重的旋律。在博

学楼前，有一块校友赠送母校的石头，上面铭刻着

西政人耳熟能详的励志名句———“今日我以母校

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这是自强不息、积极担

当的西政校友文化的重要内核，已经与西政精神

融为一体，激励着世界各地西政人不畏艰难、一路

向前。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交汇期，我希望各位同学

毕业以后，纵使历荆棘之磨难而精思不改，攀凌云

之高山而乐观永随，始终牢记西政精神———“心系

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做不惧风

雨的奋斗之士！

  我相信大家必将在豪迈奋斗中不负青春、不

负韶华，在为“中国梦”的奉献中，不断演绎新时代

西政人的新精彩！

  （文章为作者在西南政法大学2021届学生毕

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 叶青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梅雨江南，丝雨绵绵，雾霭重重，小暑炎炎。时

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你们的研途之旅将要画上

一个句号了。研究生不仅是人生的一个重要体验，

也是个人当前和今后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一

个能够决定你们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人生走向的关

键节点。

  你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度，一个伟大的时

代，身上更是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希望你们进入社

会以后能够时刻心怀“国之大者”，努力成为国家

和社会所需要的“国之大才”。临别之际，作为你们

的学长、师长、校长，有三点寄语想要嘱咐大家：

  一是要志存高远。“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

事”，有志者则事竟成。你们即将进入万千世界的

各行各业，面对生活中的百般繁芜，但我希望你们

能够永远铭记华政人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希望你

们能够时刻心怀“国之大者”，时刻立足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这一奋斗目标，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奋

斗事业中挥洒青春汗水，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国之大才”。

  中共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

宣传家蔡和森曾说：“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

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

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伟

大时代召唤伟大使命，伟大志向支撑伟大使命。因

为唯有如此，面对今后的困难，大家才能以更广

阔、更平和、更理性的视野正确对待得与失、苦与

乐、真与假，才能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

才能拥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勇气，才能获取“逆

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华政精神

动力。

  二是要守护正义。从你们踏入华政园的那一

刻起，追求公平、守护正义就已经成为你们中绝大

多数人的标签和使命。但追求公平与守护正义之

路却是永无止境的，正如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所

言：“为了正义问题，不知有多少人流了宝贵的鲜

血与痛苦的眼泪，不知有多少杰出思想家，从柏拉

图到康德，绞尽脑汁，可是现在和过去一样，问题

依然未获解决。”当然，正义的问题不可能一劳永

逸地解决，更不可能因一条微博、一句口号而解

决。因为，正义的内涵永远在变化、发展、延伸，也

正因如此，我们为实现公平正义所做的奋斗才显

得有价值和意义。尤其是经过了几年的严格学术

训练的研究生，这种理性思辨的思维方法要求法

律人不能沉迷于一时点赞的虚名、一时走红的虚

声，不能被眼前一时的表象所迷惑，更不能被当事

人的一面之词所误导，成为听风就是雨的随风倒，

成为躲在屏幕后面的键盘侠。

  北宋五子之一、著名理学家、数学家邵雍先生

就曾讲过“人之精神，贵藏而用之，苟炫于外，鲜

有不败者”。有了想法、观点、见解不要急着想去

表达，多听多看才能让自己的思考更周全、更成

熟，更要记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透过现

象看本质，这样才能让正义更早显现、真理更加

昭彰。

  三是要脚踏实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新时代青年要担负起伟

大的历史使命，就需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老黄

牛”的奋斗精神，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中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量变”的积累和

沉淀；就需要大力弘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的奉献

精神，做到“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物

我两忘、宠辱不惊；就需要大力弘扬“创新发展拓

荒牛”的创新精神，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勇担

当、创新局。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我们即

将迎来建党百年华诞，伟大祖国已经开启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之初，便立志于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千秋

伟业，建党至今百年，时时只争朝夕，日日改革不

辍，既练就了成熟稳健的气度气质，又保持着朝

气蓬勃的气韵气势。何等气派！何其壮哉！诸君之

未来，亦应如我党，既深入社会，增长本领，又永

葆初心，执着率真。鲜衣怒马时，有着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奋斗韧劲儿，两鬓星星时，仍能长怀老骥

伏枥的理想信念。

  你们将开启人生的新征程，由衷地希望你们

能将小我积极融入到大我中去，创造更多刻骨铭

心、绚丽多彩的“大事件”和“名场面”，早日成为

国家需要、人民认可、母校自豪的“国之大才”。与

君若只如初见，又何须感伤离别？真诚祝愿你们

在各自未来的人生大道上闪闪发光！我在此处，

静待佳音！

  （文章为作者在华东政法大学2021届研究生

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难忘四度军都春 走好四季人生路

西政之士的三个坚守

心怀“国之大者” 争做“国之大才”

  本报讯 记者张驰 日前，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在天津大学法学院举行。教育部高教

司副司长范海林，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指委主任徐显明，中

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法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王

轶，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陈晶莹，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

健，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岳彩申，辽宁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杨松，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剑锋，清华大学

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山东大学法

学院院长周长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胡铭，吉林大学

法学院院长何志鹏，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叶金强，北京理工

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寿平，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梅夏英，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国华，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

长肖北庚，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郝磊，天津大学法学院

院长孙佑海，党委书记杨欢，法学院卓越教授张恒山、讲席

教授熊文钊、英才教授王小钢等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

等方式出席会议。孙佑海主持。 

  范海林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通

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

队伍。高教司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

内容，不断探索推进体制机制建设，努力为我国参与全球治

理提供人才支撑。 

  徐显明指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高端论坛的召开，是联

盟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战略需求，深化高等法学教育

教学改革和提高法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中

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时代担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院校

加大涉外法学教育力度，在学科建设、培养模式、国际合

作、学习实践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为涉外法治领域输送

了一大批涉外法治人才，在促进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利益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现有涉外法治专业人才

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新时代对外开放、参与国际事务和

涉外法治建设的需求。如何培养一批拥有家国情怀、法治

信仰、精通国际法律规则、外语能力出众的涉外法治人才，

是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新课题，需要进行系统研究

和深入探讨。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围绕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这一主题，聚焦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和涉外法治建设中

的难点和短板，深入探讨进一步加快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的学科体系、培养体系、保障体系的发展路径，为更充分

发挥高校法学教育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先导性

作用建言献策。徐显明肯定了法学教育创新联盟秘书处单

位所做的大量工作，也希望各联盟成员单位充分利用联盟

平台，进一步深化合作交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方法，促进

法学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施，为推动中国法学教育发

展，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助力全面依法治国建

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来自二十余所高校的法学专家学者围绕涉外法

治人才的培养体系、理念与思路、知识体系等作了主题发

言。经过与会嘉宾的讨论研究，会议达成了《法学教育创新

联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天津共识》。共识指出：第一，要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引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第二，以

顶层设计为统领，深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第三，以协同创

新为抓手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第二届南海中青年学者论坛

在海口举行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见习记者柳源远 6月26日，由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海南医学院、海南医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海南省人文医学研究基

地、海南省卫生法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南省社科联2021年社

团活动月活动暨第二届南海中青年学者高端论坛”在海口

举行。本届论坛以“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理论与实

践的创新与发展”为主题，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

学、海南医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业界同行代表出席了

论坛。

  海南省卫生法学会会长苏玉菊教授表示，本次论坛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已实施一

年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实施半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已实施半个月以来，在举国上下切

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背景下

召开的，意义重大。 

  中国卫生法学会会长高春芳表示，公共卫生法治建设

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健康极端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

继续就一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探讨，为健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防控与应对体制机制、为推动

海南自贸港公共卫生法治建设贡献智慧。

  本届论坛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举行《公共卫生法：权力·

责任·限制》新书发布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介

绍，苏玉菊、刘碧波、穆冠群翻译的著作《公共卫生法：权力·

责任·限制》是公共卫生法领域的奠基之作，具有里程碑意

义，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改革措施。

本书推荐序专家、国家卫健委“全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专家组”成员、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指出，这一著作开创了

公共卫生法的新时代，有力地推动了公共卫生法的学术发

展和实践，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将为完善我国公共卫生法

治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参考。 

  与会专家、学者就“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理论

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形成了丰

硕的成果。

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高端论坛在天津大学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