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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西部开发·环境资源法治论坛举办

法界动态

□ 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天底下最好的职业就是教书，风吹不着，雨

打不着，在三尺讲台上，只需默默地耕耘，静静

地浇灌。夏天送弟子们出征，秋天迎弟子们入

门，寒来暑往，日月星辰，每天都在希望中度

过。就像农民，流汗撒种，欢乐收割，天经地义，

无怨无悔。

  你们毕业了，真得感谢导师，他们在专业上

指导，精神上牵引，生活上关爱，才塑造了你们独

立的人格。我的导师朱维究先生，快八十岁了，还

经常跟我通电话，转发音频、视频和有趣的文字，

关心我的成长。我的同事张锋和王成栋教授，几

十年勤勤恳恳，教书育人，今年夏天光荣退休了。

六十华诞庆典上，王成栋教授还作了“变革与重

构——— 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的演讲，声情并茂，

几近忘我。我的同学舒国滢教授，积二十年之功，

出版了巨著《法学的知识谱系》，他希望能写出像

萨维尼《现代罗马法体系》那样的经典。我的同仁

王人博教授，桃李江湖，设坛著书，成为宪法学界

最有趣的大爷。我的学长席涛教授，十八年如一

日，将全部心思都扑在“法与经济”的学科建设

上，他不图名，不图利，是一位纯粹的教书先生。

我们要向这些大先生们致敬，是他们的思想和智

识，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

  办好法学院并不容易。学校为了保持法学

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每个学院设定了“双一

流”目标。客观地说，有的目标跳一跳能够到，有

的目标助跑百米都难实现。怎么办，是怨天尤

人，还是绝地奋起？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全

院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放手一搏，才能扭

转困局。为此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把总任务分

解到每个研究所和办公室。有一首歌叫“团结就

是力量”。歌中唱到，“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

光芒。”我们伴着它的旋律和节拍，开始了逆水

行舟的艰难历程，终于在学校的考核中，从之前

的成绩合格，跃上了优秀一档。华兹华斯说，荣

誉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得来不易。在此，我要为

全院师生点赞，给大家鞠躬。

  记得黄进教授当校长时，出了一本书叫《何

以法大》，是他开学和毕业典礼的演说集。一次和

他聊天，我问：《何以法大》，为何不在法大出，而

要在人大出？他真诚地作了解释，并表示再版时

一定要转回法大。

  何以法大，这深沉的一问，扣打着每个法大

人的心灵。它既可以理解为政法大学，也可以理

解为法治天下。作为前者，它是外在、有形的。

1952年，钱端升院长创办这所学校时，就开始描

摹它的形象了：有山有水、有花有草的校园；有思

想、有风骨、有学问的先生；有灵魂、有本事、有担

当的学生；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样，在世界上

有较大影响。作为后者，它是一种理想，一种文明

状态，从古至今，圣哲们一直在探寻它的足迹。亚

里士多德说，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

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

律，这就是法治。走进新时代，我们已将“法治”转

化为核心价值观和治国方略，写入我们的宪法

中，让全体国民共同遵守。

  2022年5月16日，是法大创办七十周年的大

喜日子，七十年筚路蓝缕，七十年弦歌不辍，那

何以法大呢？我以为，法大不在别处，法大就在

自身。我们有了法大附小和附中，有了科研大楼

和图书馆大厦，有了1、2、3号楼和老教学楼的保

留，一切都从旧秩序中走来，一切都是欣欣向荣

的样子。

  若进一步说，又何以法大呢？我以为，可能不

在拥有多大的校园，也不在毕业了多少学生，而

在于法大对国家民主、法治事业作了哪些贡献，

对人类知识增量、价值观形成和审美趣味的提

升，形成了哪些影响。

  前不久，法大的一位优秀校友，蒋勇律师不

幸去世，网上网下，圈里圈外，都是对他的沉痛悼

念。蒋勇是法律系94届毕业生，他所在的天同所

是本院的实习基地，他本人也担任兼职导师和教

授。蒋勇把个人事业、法治理想和国家命运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他是

法大人的骄傲，更是法学院师生学习的榜样。

2015年7月3日，他曾以校友身份，为本院研究生

发表毕业致辞。他说，如果这样一个彼此信任、互

相尊重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得以实现，即便从这个

法学院走出去的人四散天涯，我们也可以说，看，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我们经由光阴，经由山水，经由一切他者，与

梦想合二为一。那路途中的一切，有些与我们擦

肩而过，有些便永久地注入我们的灵魂，雕琢我

们，塑造我们，锤炼我们，最后形成了我们自己。

  真正的知识是要走出书斋的，要去影响每一

个愿意思考的灵魂。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

暗中，我们放心了。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2021届

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 单文华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

  我们正处在国家法治事业日益发展昌盛

的时代，我们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更加完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各方

面法治指标日益完善，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

对法治的满意度日益增强，依法办事、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法律、参与法治应当说是

生逢其时。衷心希望你们在今后能够坚守法治

之初心，秉持法治之灵魂，躬行法治之正道，追

求“正气、正道、正义、卓越”之精神，养成法治

之习惯。

  法学院的学生应该都听过伯尔曼的名言“法

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是的，法治必

须被信仰，但对法律人来说法治更应该被不懈地

践行，进而养成法治之习惯。

  说到习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习惯是法的

一个重要渊源。可以说从有人类社会时起，就有

了习惯。我国民法典第十条就规定“法律没有规

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可见习惯在我国也是一个法律渊源，更进一步

说，其实这里的“公序良俗”也是一种习惯。

  大家知道，习惯成为法或者说作为法的习惯

必须满足两层要素：一是要有内心确信；二是要

有事实上的惯行。只有内心确信那还不是习惯，

只有不断重复去做的惯行那也不是习惯。必须知

行合一，既要内心确信，也要有切实惯行。如果你

只是信仰法律，相信法律有用，而不去按照法律

的要求做，那肯定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

  为此，希望你们首先要对法治有信心。也许

今后的生活中你会发现法治的现实样态并不完

美，也许你会见到形形色色不符合法治的现象，

你可能会痛感现实与教科书之间的差距，你可

能会抱怨、你可能会苦恼，但你千万不要怀疑法

治。要知道世间从来就没有完美的法治。完美的

法治永远在路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求索

过程之中，因为真正的法治是川流不息的人类

生活生产中具体而鲜活的命题，是在变动不居

的世界中通过不断自我调适演进来实现对社会

关系的调整。僵化的所谓完美法治不过是乌托

邦式的臆想。法治是不断演进的过程，而不是静

止不变的画面，但法治的基本理念应当是始终

在那里的，法治大旗上始终写着四个大字，那就

是“公平正义”。

  在坚信法治的同时，还希望你们能切实践行

法治。不论你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参与什么活动，

都要努力尝试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应

对。有时也许会很难，特别是在面对形形色色的

考验的时候，但坚持去做，就会形成习惯。形成了

习惯，就能够产生影响，产生力量。鲁迅先生曾勉

励青年人说要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

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

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说到这里，大家

很可能会想起一位刚刚去世的著名律师蒋勇。他

50岁英年早逝，却成为一位登上微博热搜榜首的

人物。有人说，“一个律师的离开，第一次，在这个

浮夸的世界盖过了所有的明星，甚至盖过了高考

放榜”。几乎所有的法律人都在纪念他，有律师，

有法官检察官，有公司法务，也有法学院的教授

和学生。为什么？因为他决意“不追光，去成为

光”。他启动了律师界的律所管理创新，他带动了

律师界的法律科技创新，他推动了律师界的律师

合作创新……他向法律界投射出一道道温煦阳

光，也为自己赢得了同行与社会的极大尊重。就

像他的一位合作伙伴所写的，“我才知道，蒋律

师，这些年，你燃烧自己，已经点亮了那么那么多

的人。每人一把柴，把你托上天空，成了名副其实

的最亮的那颗星”。

  大家一定知道那首歌吧，“夜空中最亮的

星”。我很喜欢，尤其是厦门六中无伴奏合唱团

的那个版本，无比的清亮，无比的深情。在我看

来，唯一能够和它媲美的也许只有我们的校歌

了。歌名叫什么来着？“为世界之光”！我期待也

相信同学们未来一定能够像唐文治校长所说

的那样，创造第一等的事业，研究第一等的学

问，砥砺第一等的品行，造就第一等的人才，为

世界之光！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

矣。”我们在这南山侧、渭水畔道一声“同学，珍

重”。他年相逢让我们再唤一声“同学，你好！”

  最后祝大家健康成长！前程似锦！也祝愿你

们各自的生活、家庭、事业和我们国家的法治事

业一样“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文章为作者在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2021届

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 郝铁川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

  人生自古伤别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

者》中有这样一段话：记住那些该记住的，忘记

一些该忘记的，改变一切能改变的，接受所有

不能改变的。我想借用这段话，表达我的一点

感受。

  第一，我们要记住那些该记住的。你们最应

该记住的，就是你们将成为中国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完成者。党的十九大宣

布：从2020年到2035年我们将初步建成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从2035年到2050年我

们将建成世界领先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

治社会。近代18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追

求民主法治，丹心不怯断头台。单是中国共产党

自1921年7月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28

年，有姓名可查的党员烈士就有370多万人，平

均每天就要牺牲300多人。未来的30年，希望你们

不辱使命，奋力冲刺，把中华民族推上世界民主

法治的巅峰。

  我们要记住我们建设民主法治的初心是尊

重和保障人权，是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我们要特别关注保障困难群体权利的实

现。有人说经济学是穷人的经济学，我想，我们

的法学是特别关注困难群体权利的法学。一部

人类法制史，就是一部人权保障史。奴隶社会较

之原始社会的进步，就在于不再杀死战俘，而保

留了他们的生存权；封建社会的进步，就在于农

民有了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资本主义社会的进

步，就在于工人可以自由择业；而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的伟大，就在于它要解放全人类，一个都

不能少。不管我们走多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初

心不能改。

  我们要记住，不要犯过去犯过的错误、不要

犯前人犯过的错误、不要犯他人犯过的错误，不

要犯无法改正的错误，为中国的民主法治人权的

进步奋斗不息！

  第二，我们要忘记一些该忘记的。我们要忘

记过去和老师之间的一些无原则的不愉快。我国

的师生关系和父子关系都是一样的，有原县长、

原市长的说法，但没有原老师的说法。因为师生

关系是终生的，这种关系是亦师亦友、和而不同

的关系。

  我们要忘记过去和同学之间的那些无原则

的不愉快。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同学就是朋

友，靠朋友靠什么？一靠朋友传递我们一生所需

要的各种信息；二靠朋友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伸出

援助之手；三靠朋友在我们垂垂老矣、孤单寂寞

时给我们送来阵阵温馨。

  第三，我们要改变一切能够改变的。我们

能改变自己。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

  我们能影响环境。如果人人能献出一点爱，

这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我们能影响改变孩子。家庭是人们第一个免

费的学校，父母是人们的第一个免费的老师。我

们为人父、为人母，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影响潜移

默化，无法估量。

  第四，我们要接受所有不能改变的。我们不

能改变真理、规律，头颅须向真理低。我觉得，迄

今为止最大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

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

识是有个过程的。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

的合力运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英雄是可

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这些真理颠扑不

破，是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我们不能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身上的

烙印。我们离不开祖先的智慧，离不开唐诗宋词

元曲、古典小说、成语谚语，即便洋装穿在身，我

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们不能改变活出各种情爱是我们的人生

归宿。情爱丰富多彩，对祖国的爱，对父母的爱，

对伴侣的爱，对子女的爱，对朋友的爱，我们的生

命中不能没有爱。当我们走到生命的弥留之际，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回忆过去各种温暖的

感情。

  我已经变老，而世界依然年轻貌美。我祝福

你们，爱着你们的爱，梦着你们的梦；悲伤着你们

的悲伤，幸福着你们的幸福。因为，我路过你们的

路，苦过你们的苦。所以，我会永远地快乐着你们

的快乐，追逐着你们的追逐。

  （文章为作者在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

院2021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有你在 灯亮着

养法治之习 为世界之光

天涯何处无芳草 无为歧路泪沾巾

  本报讯 记者徐鹏 为进一步加强西部环境资源保护，提高西

部环境资源法学的发展水平，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7月17

日，由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西部开发法律专业委员会和

青海民族大学主办，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青海省法学研究所、重庆

大学西部环境资源建设研究中心和青藏高原环境与资源法学研究基

地承办，青海省法学会、青海言度律师事务所协办的2021西部开发·

环境资源法治论坛在青海民族大学成功举办。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西部开发法律专业委员会的12

位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莅临会议，来自全国23所高校、10余

所科研机构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及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师生代表

近百人与会。论坛开幕式由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祁生贵主

持。开幕式结束后，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合影留念并参观了校史馆。

  论坛包含开幕式、主题发言、互动研讨等环节，以“自然保护地法

律体系建设与生态空间治理”为主题，集中围绕“自然保护地法的基

本理论”“国土空间治理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自然保护地立法与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生态空间治理与地方环境法制建设”

等议题展开研讨。

  本次论坛分别由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中国

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负责人吕忠梅教授，青海民族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卓玛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德

敏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教授致辞，6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主题报

告，16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发言、点评或与谈。

  西部开发·环境资源法治论坛是由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

究会西部开发法律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学术论坛，每年举办一次。论坛

自2007年开始试运行，2009年正式运行以来，始终以西部大开发中的

环境资源法治建设为主题，取得了较大成就，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反

响热烈，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几年来先后由重庆大学、西北政法

大学、贵州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和贵阳学院、兰州大学、昆

明理工大学、广西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宁夏大学等多家单位承办。

  会议最后，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白佩君作总结发言，陈德

敏教授总结并致闭幕词。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7月11日至20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

院2021年“鉴定式案例分析”暑期班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

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48名暑期班学

员接受了高强度、多学科的鉴定式案例分析训练。 

  暑期班共持续10天，涵盖民法和刑法案例分析课程。课程设计贯

彻“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结合教师课堂讲授引导、学员讨论发言、

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并由助教批改反馈等多种形式，使学员全面掌握

鉴定式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系统训练学员的体系思维、逻辑思维，

锻炼学员的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培养学员严谨、有逻辑性地依有效

规范进行论证的习惯，提高学员分析、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得到暑期班学员的高度评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长期以来积极推动法学教学改革，探

索以实践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法学教育模式，依托“双一流”法学

学科的师资优势，于2016年创办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在国内首创法

学主干课程与鉴定式案例分析课程同步配套的教学模式。为进一步

推广鉴定式案例分析方法，法学院于2017年举办首届“鉴定式案例分

析”暑期班，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四届，是国内唯一坚持连续举办此类

暑期活动的高校。迄今为止，暑期班学员已经覆盖全国87所高等院

校，教学团队成员也多次赴华东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广东财经

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进行示范授课，极大地推动了鉴定式

案例分析方法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和实践，在全国法学界树立了良

好的口碑和品牌效应。202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还与中国政

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组织发起全国鉴定

式案例分析大赛和全国鉴定式案例研习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

成为全国法学生展示鉴定式案例分析能力、高校教师交流探讨鉴定

式案例教学经验的重要平台。

创新法学教育模式

贡献法治人才培养的“中南力量”

  本报讯 记者黄洁 7月10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郭

雳、院长潘剑锋带队，学院党政领导、党委委员、教师党支部书记、学

科带头人、民主党派教师代表及行政管理骨干等二十余人前往西柏

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在冀校友一起，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和中共

中央旧址。此次参观学习是法学院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起到了传承红色精神、提升爱国爱党情怀的积极作用。

  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的五大书记雕像前，老师们深切缅怀了革命

先辈的丰功伟绩，深情回顾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辉煌历史。

随后各位老师认真参观纪念馆内历史陈列，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

一件件鲜活的实物、一座座富有年代感的沙盘，生动展示了党中央在

西柏坡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参观中，老师们学习到西柏坡是立规

矩的地方，党中央在这里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

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立下了请示报告制度等规矩，明确了党中央

的绝对统一领导，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

北京大学法学院

赴西柏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